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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夏天，一位老人总是漂洋过海，前往福
建南安市贵峰村。他叫王国明，是一名印尼华
侨，今年已经 92岁。30多年来，他每年回乡就做
一件事——教村民们读诗。

办读诗班 乡村助学

今年是这个读诗班开办的第 33期。上世纪 80
年代，王国明从印尼回到家乡贵峰村探亲。在他
的印象中，贵峰村有着“诗礼传家”的传统，吟
诗作赋曾是村里常见的景象。那次返乡，他却发
现村里人都不爱读诗了，不懂平仄，更别说用传
统的闽南语调吟诗了。

于是，王国明开始着手要给村里办个读诗
班。那时没有现成的教材，在乡下连书都不好
买，王国明就想办法自己编教材。经过一年的准
备，1986 年，首期读诗班顺利开班。当时来了约
三四十人，大人来看热闹，孩子们则是冲着点心
而来。

怎样激发村民们读诗的兴趣呢？王国明想起
儿时听过老师用传统的“吟唱”方式读诗，不但
朗朗上口，而且更加有趣。他便试着追寻记忆，
给诗词“安”上了曲调。

这些吟唱的古诗，一下子成了村里的“流行
歌曲”。来上读诗班的人越来越多。第 3年，课堂
也搬到了村里的小礼堂，可容纳300多人。村民读
诗的热情越来越高，王国明每年暑假都雷打不动
地从印尼回到村里教学。

数年耕耘 打造“诗村”

村里的读诗班一办就是 30 多年，王国明前前
后后教了3000多首诗词，学员总计1万多人次。

常言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

吟。”村里人一开始是读诗、吟诗，到后来也慢慢
开始写诗。能吟诗的村民多达 3000 人，能写诗的
村民也超过了300人，作诗逐渐成了村民们的一种
生活习惯。村里小学的走廊上，贴的不是名人名
言，而是村民们自己写的诗。

教学效果如此之好，还要归结于王国明的独
特教学方式：他教的诗不是念出来的，而是唱出
来的。

王剑秋今年 82岁，来自江西。22年前，她结
识了王国明。得知王国明不懂谱曲，她便主动提
出帮他把各种吟唱调变成乐谱，记录下来。改变
了之前口口相传的方式，方便更多人传唱。

目前，两人已经整理记录了200多首诗词的吟
诵调乐谱，中国诗词吟唱的魅力也打动了越来越
多的人。就连和王国明一同来中国的印尼帮工娣
玲，耳濡目染，也能唱上几句。

乐心慈善 找回传统

读诗班的一切费用都由王国明自掏腰包，他
甚至还给成绩好的学生发奖学金。不仅如此，村
里的教学楼，不少也由他出资修建。对于一些贫
困学生，王国明更是倾囊相助。30 多年来，他在
弘扬诗词文化、助学等方面已经捐资近千万元。
此外，他还借助自己的人脉，向海内外的乡贤筹
集善款。

如今，王国明的年纪越来越大，腿脚不便。
但他坚持每年夏天从印尼坐5个多小时的飞机来到
中国，回到村里参加读诗班的活动。

“乡教承延负我肩，书坊到处觅诗篇。平生浅
学虽无几，将尽所知荐少年。”这是王国明自己写
下的诗作。诗礼传家，耕读传家。传统中国人的
生活方式在王国明身上得到了继承和传播。他花
了30多年，让失落的传统重回家乡。

（来源：央视新闻）

近日，2019“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四川营在
成都开营。来自美国、加拿大、德国等国家和地区
的千名海外华裔青少年将在为期 10 天的活动里学
习武术、茶艺、绘画、礼仪、乐舞、年画、中医等
中华传统文化，实地参观青城山、都江堰、乐山大
佛等风景名胜，欣赏憨态可掬的大熊猫、独具特色
的川剧变脸，进一步增进对中国历史和巴蜀文化的
了解，增强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认同。

上图：营员们来到拥有千年历史的紫岩书院，
身着汉服，用毛笔写下自己的名字。

左图：营员们在七曲山大庙体验射箭。
（来源：四川省侨联）

印尼华侨王国明：

33年漂洋过海，只为这堂课
杨 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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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专家为新西兰基督城市长莉安·达尔齐尔把脉。
朱其平摄

中医专家为新西兰基督城市长莉安·达尔齐尔把脉。
朱其平摄

华裔青少年寻根巴蜀华裔青少年寻根巴蜀

爱上非洲这片土地

“当时，我刚刚毕业，参加工作不
久。对非洲知之甚少，基本停留在书本
上。”谈起 20 多年前初到肯尼亚的情
景，卓武回忆说。

1996 年，卓武从河北工程大学的国
际贸易专业毕业后，进入河南省一家国
企工作。不久后，卓武被公司派驻肯尼
亚，负责当地市场拓展工作，并处理产
品的遗留库存。

对走出象牙塔、初入社会的卓武来
说，这次非洲之行是“无条件执行公司安
排的任务”。他没有犹豫，背上行李，踌躇
满志地踏上了这片陌生又神奇的大陆。

在肯尼亚工作两个多月后，表现突
出的卓武又被公司派遣至乌干达分公司
担任总经理。“那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卓武感叹说，“肩上的责任要求我不得不
更快地提升自我，更快地了解、融入非
洲这片天地。”

说是总经理，其实就是一个光杆司
令。“在国外独自生活的好处之一，就是迅
速适应了当地生活。我在乌干达很快组建
起自己的销售团队。”卓武说。

1999 年底，工作快 3 年的卓武迎来
了人生中的又一次选择。

当时，卓武与公司签署的合同即将
到期。鉴于他驻外期间的优异表现，公
司决定将他调回总部，从事国际业务的
综合管理工作。

即将挥别非洲的卓武发现，自己已
经深深爱上了非洲。“我喜欢这里的环
境，喜欢这里的生活方式。最重要的
是，我觉得非洲是一个充满了机会、具
有广阔发展空间的大舞台。”

辞职，留在非洲。卓武做出了一个
大胆的抉择。凭借此前从事销售的经验
和基础，卓武的创业之路起步顺利。他
开始在非洲销售河南生产的轻工业产
品，后来进口山东烟台的苹果等鲜果产
品在非洲销售，之后他成功加入联合国
驻乌干达维和部队水果供应商的名单，
很快站稳了脚跟。

逆境之中再出发

困难来得比想象中更快。
创业没多久，卓武就遭受了连番挫

折。“首先是从国内进口的一批日用搪瓷
产品出现了质量问题，损失惨重。随
后，又因为物流问题，一批苹果在运输
途中全部烂掉，造成了大笔损失和商业
违约。我失去了供货商资格。之后，我
投资饮料业，因为用人有误，再度以失
败告终。”卓武向记者细细盘点着当时接
踵而至的打击。

一系列的失败，让卓武几乎损失了
此前的所有收益。他开始萌生退意，有
了离开非洲的想法。当时，他申请了英
国留学，并成功拿到了一所英国大学的
入学通知。

“真的不甘心就这样离开非洲。”卓
武撕掉了入学通知书，决定破釜沉舟。

时隔多年，谈起当年种种挫折，卓

武显得云淡风轻。“我一直很喜欢日本企
业家松下幸之助的一句话——逆境给人
宝贵的磨练机会。只有经得起考验的
人，才能算是真正的强者。那段难熬的
岁月，让我真正理解了这句话的内涵。”

2004 年，再次起步的卓武反思了前
几次生意失败的原因，总结出两条经
验：一是不能经营易坏的产品，容易像
苹果一样砸在自己手里；二是要在国内
找到一个能够信任的合作伙伴，避免收
到不合格产品。

卓武瞄准了建材业务。他发现，鲜
有中国人涉足的东非建材市场蕴藏着巨
大的商机。“以瓷砖为例，西班牙和意大
利的瓷砖价格竟是中国同样产品的 10
倍。”说干就干，卓武重新筹措资金，联

系国内供货商，从物流公司赊账，从零
开始。

从 2条货柜变成 4条货柜，从 4条货
柜变成 8 条货柜……卓武一头扎入建材
市场，从乌干达转战卢旺达，再回到肯
尼亚，他的事业再次回归正轨。

如今，卓武依然在销售建材产品，
不过他的商业版图已经扩展到了国际物
流、旅游、医疗器械、生物科技、咨询
公司等行业。

机遇来自中非发展

卓武扎根非洲已经超过 20 年了。
“感受最明显的是，来非洲工作生活的中
国人越来越多了。”深耕非洲市场多年的
卓武一直在思考，如何帮助在非同胞少
走弯路，更好更快地融入当地社会。

2017 年，卓武和一些华商朋友共同
筹建的肯尼亚中国总商会挂牌成立，由
他担任会长。“为遇到困难的侨胞发
声。”这是卓武的初衷。

近年来，中非关系进入全面发展的
快车道，“一带一路”倡议和新时代中非
关系并肩前行。处在国际贸易第一线的
卓武，深切感受到中国机遇给非洲带来
的澎湃活力。

2017 年 5 月，在“一带一路”倡议
的推动下，由中国企业承建的肯尼亚蒙
内铁路正式建成通车。该铁路全长 480
公里，是肯尼亚独立以来最大的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这条铁路为当地带来了实
实在在的利益。”卓武感慨说，以前货柜
从蒙巴萨港口用货车运输至内罗毕需要
几天时间，现在通过铁路运输仅需几个
小时，而且方便、快捷和安全。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在非洲的深
入推进，卓武正拥抱新的机遇。“许多在
当地承建基础设施的中国企业，都从我
这里购买过建材、家具、设备等。我和
中航国际、中国路桥等许多国内企业也
开展了密切合作。”

如今，事业有成的卓武依旧闲不下
来。他活跃在中非经贸和人文交流活动
中，为推动中非友好贡献着自己的力
量。他曾奔走牵线，和多位中非友好人
士一起，促成黄山风景区与肯尼亚山国
家公园签订建立友好公园备忘录。

“非洲是我的第二故乡。”卓武动情地
说，“我在这里取得的成就，全部源于中国
和非洲的发展带来的机遇。”

肯尼亚华商卓武讲述创业故事——

在非洲拥抱中国机遇
本报记者 李嘉宝

从初出象牙塔奔赴肯尼亚工作的年轻人，到如今深耕中非
国际贸易的企业家，卓武已经和非洲结缘20多年了。体验过成
功和失败，经历过摸索和尝试，卓武将自己的创业故事向本报
记者娓娓道来。

这是一个关于勇气的故事，也是一个关于机遇的故事。

2018年 2月，肯尼亚铁路局与业务覆盖东部非洲的中肯国际物流有限
公司签署经由蒙内铁路运输货物的货运合作协议。图为卓武 （左二） 推动
并见证了该协议签署。 （照片由卓武本人提供）

中医专家赴新西兰基督城义诊

近日，由河南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主办，河南省各
中医院与新西兰基督城中华协会、新西兰河南文化贸易促
进会联合承办的“中医关怀”大型中医药专家讲座及义诊
活动在新西兰基督城拉开帷幕。在当地掀起一股看中医、
学养生的“中医热”。

来自河南省的5名中医专家在现场为100余名华侨华人
和外国友人进行了中医“望闻问切”和针灸推拿治疗，并
表演了中医传统养生功“五禽戏”，受到在场华侨华人和当
地友人的高度赞誉。

据悉，“中医关怀”计划是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
为海外华侨华人送关爱的一项活动。活动致力于扩大中华
文化和中医药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推动提升海外中医
行业的整体水平与形象，让更多人从中医药中受益。

（来源：中国侨网）

驻英使馆举办华侨华人音乐会

近日，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驻英国大使刘
晓明夫妇在驻英国使馆为旅英华侨华人举办“伦敦之夜”
专场音乐会，邀请访英的中华青少年交响乐团表演精彩节
目。来自全英数十个侨团的100多名代表出席。

刘晓明表示，旅英侨胞不仅要成为美妙乐章的“欣赏
者”，而且要成为新时代新乐章的“演奏者”，一起携手奏
响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乐章、文明交融互鉴的时代乐章和爱
国主义的精神乐章。希望中华青少年交响乐团此次访演，
为促进中英人文交流、增进两国人民友谊、促进东西方文
明互鉴做出贡献。

中华青少年交响乐团指挥、曾获“格莱美奖”的著名
法裔指挥家卢多维克·莫洛在致辞中表示，乐团愿扮演“友
好使者”的角色，通过音乐这个世界上最美妙的语言，增
进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音乐会上，中华青少年交响乐团的青少年音乐家们表
演了 《掀起你的盖头来》《茉莉花》《铜管号角》 等中外名
曲，引起在场华侨华人的共鸣。

中华青少年交响乐团在中美青少年教育发展基金会等
机构支持下，于2016年在美国纽约成立。成员为中国顶尖
音乐院校学生及海外高等音乐学府的中国学子，平均年龄
18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