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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修收获大

近日，由中国侨联主办、江苏省侨
联和南京大学共同承办的 2019 年中国侨
联“海外侨领研修班”在南京举行。来
自英国、法国、意大利、肯尼亚等 28 个
国家的 60 余名海外侨领参与。高箭就是
其中之一。

“ 《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与高质量发
展》《共和国七十年——大历史与小细
节》《<论语>——现代精英培养与侨领培
养》《中 外 文 明 交 流 互 鉴 与 侨 领 的 作
用》 ……”高箭对南京研修班的课程如
数家珍，连连称赞：“名家授课，内容涵
盖面广，让我受益良多。”

德国浙江总商会会长郑旭涵今年已
经两次回国参加研修学习。他对在南京
学习到的有关“华侨华人与国家形象”
的内容感受颇深。他向本报记者表示，
海外侨胞不仅仅代表个人形象，也代表
着中国的形象。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综
合国力的日益提升，新一代海外华侨要
有新面貌，展现新时代大国侨民新形象。

除了“知”，“行”也是研修班的重
要环节。马达加斯加马仁加华侨协会会
长何建辉讲述了他前往南京大屠杀纪念
馆，悼念遇难同胞的难忘经历。“我和许
多侨领朋友都深受震撼。大家晚上还在
一起讨论，深感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
我们要铭记历史，勿忘国耻。”

泰中侨商联合会会长邝锦荣对去年

一次国情研修学习中的“现场教学”印
象深刻。当时，他和多位侨领一起到云
南陆军讲武堂历史博物馆、西南联大旧
址参观。他感慨说：“许多华侨华人为新
中国的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他
们的故事给了我精神上的洗礼。我们要
继承华侨前辈们的优良传统，成为中外友
好的使者，成为中国繁荣发展的建设者。”

合作机会多

课堂内的学习气氛浓，课堂外的交
流同样热烈。正如郑旭涵所说，“侨领研
修班在向我们传递新知识的同时，也为
我们提供了一个结交新朋友、新合作伙
伴的大平台。”不少侨领对此深有同感。

在非洲从事农机贸易的何建辉，在
国内的一次交流学习中认识了一位缅甸
侨领。两人逐渐发展成关系紧密的合作
伙伴。何建辉后来还在缅甸开了一家柴
油机厂，拓展了自己的事业。“每次回国
都收获满满，我的朋友遍天下。”何建辉
笑着说。

高箭介绍了自己此前回国研修学习
时到一些工厂、企业实地参观考察的情
况。“实地考察让我们更直观地学习到企
业管理经验，还帮助我们与国内企业建
立联系，寻找合作机会。一些侨领甚至
会在考察时与企业签订协议，开展技术
或业务合作”。

最近，希腊华侨华人总商会执行会
长李昂正在北京参加由中国侨联主办的

2019 海外侨领中国国情研修班。在他看
来，“此次研修学习是海外侨领把握国际
国内形势、加强联谊交往的良好途径和
平台。”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越来
越多的中国企业希望‘走出去’，开辟海
外市场。许多外国企业也希望搭乘中国
经济发展和‘一带一路’建设的快车。”
李昂表示，将把在研修班学习期间的所
见所闻带回希腊，让更多希腊侨胞了解
中国发展，寻找更多商机。

邝锦荣认为，经常回国参加研修班
学习，有利于更好地了解国情、侨情的新
发展与新变化，更有效地参与国内经济社
会建设，也有利于紧跟国家的各项改革举
措，更主动地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侨领责任重

今年5月，第九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
联谊大会发出倡议，强调侨胞要成为树
立新时代大国侨民形象的亮丽名片，侨
团要成为树立新时代大国侨民形象的坚
强基石，侨领要成为树立新时代大国侨
民形象的示范表率。

提高海外侨领服务、领导和管理海
外侨团的意识和能力，对和谐侨社的建
设意义重大。不少侨领都将回国“充
电”视为提高自身素质的重要途径之一。

李昂表示，在研修班里学到的新理
论、新知识，更新了自己的观念，提升
了自己作为侨领的工作能力，在指导侨

团工作上有很强的实用性。“在今后的工
作中，我会把学习到的新知识运用到具
体实践中去，把新理念融入到工作创新
中去，把学习成果转化为看得见的工作
效果，促进侨团的规范化、功能化、年
轻化和信息化发展，回报侨团侨社对我
的支持和信任”。

“侨领在提高自身能力的同时，要注
重对年轻一代的培养。”邝锦荣说，“每
次在国内参与研修学习后，我都会在第
一时间将学习收获传达给身边的侨胞朋
友。我们泰中侨商联合会内部也经常召
开会议，就国情、侨情的发展变化展开
学习讨论，并鼓励会员参加国内各侨务
部门组织的研修班、研讨会和论坛等学
习交流活动。希望能够不断提高侨团成
员的素质，培养新一代泰中友好事业的
接班人。”

俄罗斯山东同乡会执行会长谢正宾
说：“我会把回国‘充电’的成果讲给在
俄侨胞，让更多人了解中国的新变化、
新发展，增强他们对祖 （籍） 国的认识
和认同。作为一名侨领，我一定不会忘了
自己的根，不会忘记自己的责任。我会团
结更多俄罗斯侨胞和友好人士，在海外维
护好中国形象，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
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上图：近日，由中国侨联主办、江
苏省侨联和南京大学共同承办的 2019 年
中国侨联“海外侨领研修班”在南京举
行。图为研修期间，海外侨领代表在扬
州体验丰富多彩的淮扬饮食文化。

（照片由江苏省侨联提供）

华裔大学生赴山东学习考察

近日，“2019海外华裔大学生——经纬烟台营”在山
东鲁东大学举行开营仪式 （下图）。来自美国哈佛大学、
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等高校的31名华裔大学生将在为
期12天的活动中学习武术、剪纸、京剧、国画、面塑等
传统文化，考察山东济南、曲阜、烟台等地的历史文化
古迹，并与中国大学生及青年企业家开展创新创业主题
交流、参观侨资企业和乡村建设项目等。

全美中文学校协会会长邢彬表示，这些来中国参加夏
令营的华裔大学生受父母的影响，对中华文化很感兴趣，
他们希望通过此次山东之行，亲眼见证高速发展的中国。

第二届全球华语朗诵大赛落幕

近日，第二届全球华语朗诵大赛暨第五届“曹灿
杯”青少年朗诵展示活动优秀作品展演在京落幕。现场
颁发特别奖、朗诵达人、特等奖、清音奖等。朗诵表演
艺术家和新闻主播为获奖选手颁发荣誉奖杯及证书。此
外，来自15个国际赛区的50名华裔青少年站上北京喜剧
院的舞台，集体朗诵了《我有祖国我有母语》。

据悉，该活动于2018年12月正式启动。包括70余名
海外华裔青少年在内的 1500 多名优秀青少年脱颖而出，
参与全国展示。

“水立方杯”华人歌手北京集结

近日，2019年“文化中国·水立方杯”海外华人中文
歌曲大赛开营仪式在京举行。来自31个国家50个赛区的
88位青少年华人歌手将参加总决赛和音乐夏令营活动。

本届大赛以“侨心筑梦水立方 共谱华诞新乐章”为
主题，青少年歌手们将开展声乐培训、文化体验、实地
参访、决赛选拔、颁奖晚会和文化节等活动。

据悉，总决赛将于 7 月 29 日正式启动，分为初赛、
复赛、半决赛、决赛四个阶段，华人大联欢及颁奖典礼
活动将于8月8日晚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举行。

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功夫音乐《龙泉凤舞》日前
在纽约进行世界首演。剧中饰演龙凤胎妹妹“小凤”的舞者
赵明凭借精湛的舞技备受关注。除了是一名舞蹈表演者外，
赵明还有一个身份——武侠小说巨匠金庸的外孙女。

赵明说：“我希望用舞蹈的形式传达外公笔下的侠义精
神，也希望有朝一日读懂他的中文著作，更了解他、靠近他。”

靠舞蹈融入新环境

今年26岁的赵明，出生于中国香港，5岁移民加拿大温
哥华。当时，赵明作为人生地不熟的新移民，不懂英文、没
有任何归属感。“刚上学的时候，班里包括我在内只有两名
华裔，凡事还需另外那名华裔女生帮我翻译。”赵明回忆说。

8岁那年，妈妈为赵明报了一个舞蹈班，为她打开了一
扇融入新环境的大门。口语表达仍有困难的赵明，便更多地
利用肢体语言与人交流。“通过练舞，我逐渐结交到了好老
师、好朋友，也获得更多的关注。”赵明说。

随着练习的深入，赵明越来越喜欢舞蹈，尤其是现代舞
和芭蕾舞。“跳舞对我来说，已经不再是练习一门技艺那么
简单，而是一种自我表达、并与他人分享快乐的方式。”

读大学时，赵明离开加拿大，到美国波士顿音乐学院就
读。大学毕业后，她又来到纽约做了一名自由舞者。后来，
她又转战英国伦敦发展，一边跳舞，一边教英文。

刻苦训练迎接新挑战

2018 年 10 月，赵明来到美国参加华裔导演陈士争执导
的《龙泉凤舞》试镜。试镜期间，导演和工作伙伴谈起金庸
逝世的新闻，便问赵明知不知道金庸。赵明顿了一下回答
说：“他是我的外公。”机缘巧合，赵明获得了人生中第一个
出演音乐剧的机会，剧本的题材正是外公写了一辈子、爱了
一辈子的武侠故事。同时，这次演出也融入了她视为终生职
业的舞蹈。

为了展现出更好的演出效果，赵明拼尽全力训练，还到
北京密集培训了3周时间。由于《龙泉凤舞》是一部功夫音
乐剧，表演的时候，要兼顾武打动作和唱歌跳舞，这让赵明
备感压力。

在该剧武术指导张俊及两位助理的带领下，赵明按照一
周6天、每天8小时的节奏不间断地练习。赵明说：“剧中的
许多演员都没有武术表演的经历和基础。表演时我们需要持
长枪、长刀等不同的武器道具，因此更需要努力练习。”

首场演出时，观众们热情的反应让赵明意识到，自己终
于完成了这个难度不小的挑战。

推动东西方文化交流

“外公的著作里写的都是江湖和大爱。”在赵明看来，
《龙泉凤舞》 要传递的重要主题和信息，就是爱高于一切、
胜过一切。“如果一个人不是心怀着爱，而是怀着贪婪、愤
怒或恐惧去追求他的目标，那就一定会失败。”

赵明表示，该剧充分体现了东西方文化的和谐交融。
“我自己是文化交流的亲历者和受益者，并有幸成为参与
者。在这个过程中，我对中华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越来越
为自己的华人身份感到自豪。我要尽自己的努力，推动东西
方文化交流。”

赵明常常会想起自己的外公。高中以前，她每年圣诞节
都会随家人回香港和外公团聚。工作之后，她返港次数虽
少，但只要有机会她都会去探望外公。“后期他说话渐渐少
了，见到我总是抓着我的手。”赵明回忆说，最后一次见外
公时，他已不记得赵明这个名字，却记得是“跳舞的那
个”。“他还记得我对舞蹈的热情，我很感动，也很骄傲。”

赵明说，小时候对外公的第一印象就是他安静写作的样
子。她以外公为榜样，一直保持着写作记录的习惯。“遗憾
的是，我的中文水平不够，只能读外公著作的英文翻译版或
观看改编的影视作品。我希望自己能把中文学好，有朝一日
读懂外公的中文原版著作，和他靠得更近。”

（来源：中国侨网）

国内各类侨领研修班如火如荼

海外侨领回国“充电”忙
本报记者 李嘉宝

“增长知识，提高本领，增进情谊，

共谋发展。”谈起近日在南京参加侨领研修

班的学习感受，科特迪瓦中国和平统一促

进会秘书长高箭这样说。

像高箭这样的侨团骨干不在少数。近

年来，国内各类侨领研修班开展得如火如

荼。回国“充电”正成为许多海外侨领积

极参与的“必修课”。他们从不同国家和地

区、跨越千里万里，汇聚到祖 （籍） 国的

研修课堂中，明国情，知文化，谈发展。

侨 界 关 注侨 界 关 注

侨 情 乡 讯

图为巴西赛区现场。
（均据中新网）

金庸外孙女、舞者赵明：

我为自己的华人身份自豪
钟 乔

金庸外孙女、舞者赵明：

我为自己的华人身份自豪
钟 乔

近日，2019 东阳籍海外华裔及港
澳台地区青少年“中国·东阳寻根之
旅”夏令营开营。本次夏令营的营员
包括了来自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
及香港地区的 26 名东阳籍海外华裔及
港澳台地区青少年和部分学生代表。
图为营员参观“中国木雕博物馆”。

胡扬辉摄 （人民视觉）

东阳籍华裔青少年返乡寻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