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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华社参加残障人士骄傲游行

近日，第五届纽约市残障人士骄傲大游行在美国纽约曼
哈顿联合广场公园登场，数千名身心残障人士和家属坐着轮
椅、拄着拐杖，骄傲地走在曼哈顿街头，接受民众欢呼。华裔
团体也积极参加，希望鼓励更多华裔残障者及家属参加活
动，勇敢地向世人宣告“我不怕歧视、我需要尊重”。

残障人士骄傲大游行从 2015 年开始举办，是为纪念
1990年美国身心障碍法颁布25周年。由华裔家长组成的非
营利组织今年首次参加游行。会长叶玉蝉表示，此次共有
30个家庭报名参加，她希望借活动鼓励家长走出社区，打
破歧视，并提醒社区给残障者多一点尊重。

旧金山举行“饮食华埠”活动

据报道，日前，由美国旧金山社区青年中心主办的

“饮食华埠”活动举行，华埠小商家在20个摊位上给社区居
民带来不同类型的特色美食和制作工艺展示。

社区青年中心行政主任温静婷介绍，“饮食华埠”活动
今年举办第二届，摊位数量比2018年首届活动的10个整整
翻了一倍，还有不少外埠人士通过社交媒体、广播电台、
报纸等渠道了解活动信息后前来华埠品尝美食。

（以上据中国侨网）

东京汉语角举行第600次活动

近日，日本东京汉语角举行第 600 次活动，共有 80 多
名日本中文爱好者、在日华侨华人及中国留学生参加了此
次活动。

开办12年来，汉语角始终坚持开展面对面的交流活动，
成为中日民间交流的重要平台，已累计有近3万人次参加。

中国驻日本大使孔铉佑在贺信中说，希望参加汉语角
的朋友们再接再厉，用好这一民间交流平台，弘扬友好传
统，增进两国民众相互理解和友好感情，为发展中日友好
事业再立新功。

日本前驻华大使宫本雄二参加了当天的活动，他说，
日本年轻一代对中国的兴趣不断增加，学习中文的人不断
增多。“通过学习汉语，日本青年对中国的理解会有很大的
变化。”

汉语角创办人、在日华人段跃中表示，举办汉语角活
动最初是为了让参加中文作文比赛的日本朋友有一个固定
的与中国人面对面交流的平台。经过12年的坚持，汉语角
已成为东京有影响的中文交流园地。

（据新华网）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70年来，中
国的变化真不简单！”日前，南侨机工蒋印生
在四川都江堰的一家养老院内谈及中国的
发展时，激动之情溢于言表。在重庆住了大
半辈子的蒋印生选择到四川养老，已年过九
旬的他每天仍坚持锻炼。

1939 年 ， 在 爱 国 侨 领 陈 嘉 庚 的 号 召
下，3200 余名华侨青年组成南洋华侨机工
回国服务团(简称南侨机工)，从东南亚各
国 回 到 祖 ( 籍) 国 参 与 抗 战 。 他 们 不 顾 生
死，通过滇缅公路抢运物资，为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
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目前，中国国内健在
的南侨机工仅剩 3 人。

精神矍铄的蒋印生回忆起 80 年前的经
历。当年，年仅 13 岁的蒋印生放弃了在印度
加尔各答优渥的生活，瞒着父母登上驶往中
国的船只，开始了与枪林弹雨为伴的日子。
谈及当年的选择，蒋印生说，“80 年来，我从
未后悔过，能见证中国的崛起和发展，非常
荣幸。”

彼时，滇缅公路路况险恶，南侨机工不
仅需要小心驾驶，还要时刻提防敌机的轰
炸、扫射。为了安全运送物资，车队在晚
上行进时甚至不敢开车灯。“我们看不清
路，害怕翻车，就用几米长的白布连接卡
车头尾，看着白布前进。”回忆起当时的惨
烈状况，蒋印生眼眶泛红，“我随时都做好
了牺牲的准备。”抗战期间，很多生命消逝
在这段“死亡公路”上。

自从加入南侨机工，蒋印生便与家人
断了联系，直到 1980 年才和母亲在国外阔

别重逢。“曾经，中国护照常受人轻视。见
面时，我专门告诉母亲，这样的情况不会
再有，因为中国已日益强大。”蒋印生说，
中国的发展给了海外华侨华人在外拼搏的
底气，大家的腰杆挺得更直，也越来越有
信心。

蒋印生喜欢驾驶，一生都与汽车、公
路密不可分。他说，以前路不好、车也
慢，在滇缅公路上，驾驶员最快也就开 30
公里/小时。“但现在不同了，中国汽车造
得好、路也修得好。汽车在高速公路上一
小时能跑 100 多公里。”

让蒋印生惊喜的变化不仅仅发生在公
路上。2015 年，他作为抗战老兵受邀参加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 70 周年阅兵式。这位老兵激动地
说，抗战时用的武器、车辆基本都是从国
外买的，而自己在阅兵式上见到的各类新
型飞机和坦克都是“中国造”，“太让人骄
傲了！”

2018 年，云南省档案馆馆藏的“南侨
机工档案”成功入选 《世界记忆亚太地区
名录》。得知此消息，蒋印生十分欣慰。在
他看来，南侨机工四个字不仅代表着 80 年
前 3200 余位华侨毅然回国抗战的赤子情
怀，更代表了海外华侨华人对祖 （籍） 国
永远不变的热爱。

如今，蒋印生每天都看新闻，时刻关注
中国的发展。“现在人们的生活幸福，但这个
幸福是无数人一起闯荡出来的。希望年轻一
代能够不忘过去，努力为中国的发展贡献力
量。” （据中新社电）

华 人 社 区华 人 社 区

7月 8日至 7月 26日，来自意大
利、法国、荷兰、美国等7个国家的
近百名华裔青少年，在浙江省瑞安
市参加以中文学习为主，辅有国
画、书法等传统文化课程的 2019 年

“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
图为华裔青少年在瑞安市东源

木活字印刷展示馆，了解和体验中
国木活字印刷术。

庄颖昶摄 （新华社发）

南侨机工蒋印生

见证中国变化 与有荣焉
岳依桐 严易梦

图为“饮食华埠”活动现场。 黄少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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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在于习惯的养成

如何区分不同种类的垃圾？这是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以
来，不少上海市民面临的困惑，也成为
众多网友乃至各大媒体讨论的热门话
题。其实，初到海外生活时，不少华侨
华人也曾遇到类似难题。

“刚到日本时，我们也乱扔过垃圾，但
是很快，周围的人就会帮你捡起来。”在东
京生活了20多年的刘洪还记得，如果扔错
垃圾，周围邻居知道是谁扔的，就会放回他
的家门口，并贴上写有注意事项的字条。
久而久之，习惯养成了，也就不再乱扔了。

在刘洪看来，细致是日本垃圾分类
的一大特点。不同种类的垃圾须在特定
日期和时段进行处理，不同地区间的垃
圾分类标准也有差别。以他所在的东京
都练马区为例，周一和周四扔可燃垃
圾，周二扔瓶子、罐子、塑料桶等可回
收垃圾，大家具、家电在内的粗大垃圾
则需提前联系处理，并贴上专门的贴
纸。此外，为了让初来乍到的外国人尽
快适应垃圾分类，日本的区役所和市役
所还会提供专门的手册，社区和房东也
会给予相应指导。

德国华人华侨联合会主席李阿平初
到海外生活时也有相似的经历。“我们开
始的确很不习惯，有时直接就把废纸扔
进垃圾桶。后来，看到德国民众特别认
真地进行分类，我们受到感染，也感到
这是自己的一种责任。”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德国逐步将日
常垃圾分类细化为厨余垃圾、废纸张、包
装材料、废旧玻璃、其他垃圾、特殊有毒垃
圾以及大型废弃物等几大类。“德国垃圾
分类分得很细，每一项处理起来很便利。”
李阿平认为，这是值得学习的经验。

“关键在于社会习惯的形成。”新西
兰中华青年联合会会长孙朕邦介绍，新
西兰在垃圾分类方面同样有非常细致的
标准。为了提高市民的参与度，在他生
活的奥克兰市，当地政府还会免费向市
民推广含有蚯蚓的“有机垃圾分解桶”，
市民可以用这些分解桶将垃圾降解成肥
料，用于灌溉自家花园或菜圃。

让环保诉求成为自觉

继上海之后，北京市城市管理委日
前表示，北京也将推硬招，试点生活垃
圾“不分类、不收运”机制，倒逼居民
小区、企事业单位及各类公共机构提升

垃圾分类效果。据悉，到 2020 年底前，
全国 46个先行先试的重点城市将基本建
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

“垃圾分类本身是非常积极的举措。
当然，在试点过程中可能出现一些问
题，需要总结经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出庭律师张军建议，可以适当参考美国
在垃圾分类中实行的政府与民众共建的

“双轨制”，即一方面联邦政府和各州出
台相关法律，另一方面对民众开展教
育，让他们从小开始培养垃圾分类的意
识。“最终让环保诉求成为全社会民众自
发的意愿”。

刘洪也认为，有关垃圾分类的教育
很重要。“我的孩子在上幼儿园时，老师
就教他如何进行垃圾分类了。只有通过
一点一滴的培养，孩子长大以后才能形
成自觉的意识。”他介绍，在日本，社区
会定期举办讲座，向民众普及垃圾分类
的具体操作规范和环保知识，同时还会
印刷一些相关图文资料，免费分发给各
家各户。

除了必要的科普教育，孙朕邦建
议，对于非一二线城市及乡镇，还可以
采取更适合当地民众习惯的方法，因地
制宜，让他们切身感受到参与垃圾分类
的意义和重要性。

有媒体注意到，近段时间，为了帮
助上海市民尽快习惯垃圾分类，众多与
垃圾处理有关的 APP 和手机小程序应运
而生。其实，在一些国家，借助新媒体
帮助民众养成垃圾分类习惯已有先例，
且效果不错。

就职于加拿大多伦多一家互联网公
司的华人陈道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
绍，当地政府每年会给每家发一个垃圾
回收日历，里面包括垃圾分类的介绍以
及你家所在街道哪天会收哪一种垃圾等
信息。“此外，政府也有专门的网站和手
机APP，可以查询到分类信息”。

垃圾分类是大势所趋

“上海的新项目 （指垃圾分类） 是中
国有史以来关注度最高、规模最大的城
市垃圾回收计划。”彭博社日前刊文称，
如今，上海居民无论是在社交网站，还
是在家中、小区里，都在思考和谈论垃
圾分类，这是一个显著的进步。

对于中国在垃圾分类上迈出的坚实
步子，海外华侨华人十分看好。

“垃圾分类是大势所趋。”张军认为，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中国民众的环保意
识显著提升，对垃圾分类、环境污染治理
等话题的关注程度也与过去不可同日而
语。“上海在开放程度、与国际接轨程度等
方面无疑是走在前列的，由上海来做环保
垃圾分类的先行者，我觉得非常好”。

李阿平认为，中国走在一条正确的发
展道路上。“20世纪中叶，德国、英国等欧洲
国家也曾经历经济急速发展的阶段，但很快
便意识到环保对于人类发展的重要性。实
施垃圾分类是中国在环保领域取得的一个
大进步。”在李阿平看来，做好垃圾分类需要
时间，“但一定要往这个方向继续努力”。

“这是上海市乃至中国社会发展上升
到一个全新阶段的体现，也是中国平衡经
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短期经济回报和长期
可持续性发展的重要举措。”孙朕邦说。

彭博社预计，2018年到 2050年，人
类制造垃圾的速度将是人口增长速度的
两倍多。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垃圾分类举措的落实，对其他许多
国家而言，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人与自然应和谐发展。在经济发展
的同时，对生活品质和绿水青山的追求是一
个非常自然的发展方向。”张军说，中国推行
垃圾分类，将对自然资源的再生利用大有裨
益。中国经验值得更多国家分享借鉴。

海外华侨华人恳切建言

垃圾分类可以这样办
严 瑜 陈冠合

自7月1日以来，被称为“史上最严”的垃圾分类
措施——《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实施半月有余。
一些上海市民笑称，“这是什么垃圾”如今成为他们每天
需要面对的“灵魂拷问”。而对于许多海外华侨华人来
说，这个问题不难回答。

在不少西方国家，垃圾分类已经形成较为完整的体
系，也成为民众习以为常的生活环节。在接受本报采访
时，定居海外多年的数名华侨华人在为中国垃圾分类行动
点赞的同时，也分享了他们的经验和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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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在奥地利维也纳一名居民家中拍摄的分类垃圾桶。 新华社记者 郭 晨摄
右图：在上海，外国志愿者通过游戏道具，模拟各类不同垃圾投放。

杨建正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