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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特殊的医院

林芝市人民医院，去年 1 月被正式
确认为三级甲等综合医院。这里是此次
考察团成员收获最多感动的地方。

“大病不用出林芝。林芝只有 20 多
万人口，却拥有一所设备一流的三甲医
院，这就是援建为西藏百姓带来的实实
在在的好处。”刚从西藏飞回北京的国际
民间艺术组织全球副主席陈平讲话还有
点喘，激动的情绪溢于言表，“此次进
藏，我们主要考察的都是援藏案例，包
括鲁朗小镇、藏民的民宿、拉萨北京实
验中学等。我真的为祖国感到骄傲。”

“作为对口援建林芝的单位，广东省
确定包括广东省人民医院在内的 11家三
甲医院持续帮扶林芝市人民医院 17个科
室，先后选派百余名医疗人才组团式援
藏。”西班牙华人华侨社团联谊总会执行
主席韩杰了解到这些情况后，用“震
撼”来形容自己的感受。

这种组团式援藏也给阿根廷中国和
平统一促进会会长罗超西留下了深刻印
象。“来西藏之前，我查过一些资料，当
时不太明白什么叫组团式援藏。到了医
院，我就明白了。比如，中山医院常年
派业务骨干到林芝市人民医院。一期 3
年，长期坚持。这些人除了亲自参与业
务，还负责培训林芝的医务人员。设备

到位，人员到位，整体医疗水平才能得
到真正提高。”

“这种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是党中央
高度重视西藏工作、亲切关怀西藏各族人民
的生动体现。也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治边稳藏’重要战略思想和中央第六次西
藏工作座谈会精神的有力举措。”韩杰说。

“我相信，这种发达省份对口支援、投
入大量人力物力的做法，没有其他国家能够
做到，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能做到。”
罗超西说出了考察团很多成员的心声。

一个奉献的群体

支援西藏建设，离不开人。一批批
援藏人员的付出让考察团成员一次次湿
润了双眼。

“过去对于援藏的真正意义了解得不
够深刻，以为主要是物质和资金的支
持。但是，此次西藏考察，我看到了国
家对于西藏的大力度支持，从政策到人
员，再到各种实际措施。特别是一批批
前赴后继的援藏人员作出的贡献。我们
遇到很多‘藏二代’，他们的父辈是上世
纪五六十年代的援藏人员，自己出生在
西藏，又继续参与西藏的建设。已经成
为名副其实的‘援二代’。可以说，这些
人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和家人。我们听到
一个说法：贡献了青春，贡献家人；贡
献了家人，还要贡献子孙。虽然有玩笑

的意思，但是，它道出了援藏人员奉献
精神。”陈平说，“这不仅表现出中国政
府对支援西藏建设的强大决心和不懈努
力，也感受到援藏人员的无私情怀。”

这样的例子在西藏比比皆是。考察
团到访了拉萨北京实验中学。这是北京
市援藏项目之一。北京市教委的数据显
示，2014 年实施组团式教育援藏以来，
截至今年 7 月，北京市累计选派援藏教
师三批 165 人次，目前在岗援藏教师 65
人。“一批批来自北京的老师在拉萨轮流
执教，这真的令人感动。”罗超西说，

“正是他们，帮助拉萨的教育一步一个台
阶地向全国一流迈进。”

一连串真诚的建议

自2001年起，全国政协连续19年邀
请来自 81 个国家的 588 位海外侨胞列席
政协大会。“为密切海外侨胞与全国政协
的联系，发挥海外侨胞为祖 （籍） 国发
展献计出力的积极作用。自 2005 年始，
全国政协办公厅已连续 14年邀请海外列
席侨胞回国考察。这是第一次到西藏，主
题是‘对口援藏工作’。”全国政协港澳台
侨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张武军介绍说。

“海外华侨华人一直很关注西藏，这
里是否安定和谐、藏区人民生活是否得
到了改善、雪域高原的环境是否依然美
丽……这次考察，我发现西藏的发展大

大超出了我的预料。”罗超西非常激动，
“之前，在海外向当地民众讲述西藏故事
的时候，因为我还没到过西藏，总是讲
得不够深入。记得 2008年，一些讲英语
的‘藏独’分子包机飞到阿根廷破坏奥
运火炬的传递。事情发生后，当地记者
采访我，问我对西藏了解多少，还没到
过西藏的我有些不知从何说起的感觉。
现在就不一样了。以后，我能把西藏故
事讲得更生动。”

“西藏的变化天翻地覆，这是到了西
藏才能真正体会到的事实。”在德国生活
多年的陈平说，“海外一些对西藏的负面
言论，都是不负责任的说法，是居心叵测
的污蔑。一些普通民众被蒙骗，主要源于
对西藏的不了解。西藏应该努力发出自己
的声音。今后，我们会利用自己的平台，为
西藏的海外推广尽最大的努力”。

韩杰也建议加强西藏故事的海外推
广：“西藏可以尝试让部分城市与国外城
市结为友好城市，加强交流；也可以让西
藏的文艺团体多多走向海外，加强交流互
鉴。对于海外侨胞而言，要在重大时间节
点，巧讲‘西藏故事’，让国际社会对西藏
多一些了解。同时，还应该加强对年轻侨
胞的引导，让他们认识真实的西藏。”

祝福西藏未来更加美好，这是考察
团成员的心声。我们努力讲好西藏故
事，这是考察团成员的心愿。

上图：考察团成员在拉萨布达拉宫
前合影。 （张武军供图）

全国政协会议海外列席侨胞代表首次走进西藏

“我会把西藏故事讲得更好”
本报记者 张 红

每年“两会”，都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吸引
各方目光。他们就是列席全国政协会议的海外
侨胞代表。8月初，来自15个国家的24位代表
应全国政协办公厅邀请，走进西藏。这是列席
全国政协全体会议的海外侨胞代表考察团首次
进藏。7天行程，侨胞们感动于西藏翻天覆地
的变化，感动于各地组团援藏的坚持，感动于
伟大祖 （籍） 国的政策。点点滴滴，入眼入
心。这一切，让他们更加坚定也更有信心在海
外讲好西藏故事。

侨 界 关 注

从优秀舞者到东渡扶桑

他曾是中国总政歌舞团出类拔萃的舞者，现
在则活跃在日本华人社会。在众多演出与社群庆
典中，总是少不了他——颜安。

1959 年，颜安出生于四川宜宾一个医生世
家。从小在医院环境中长大，颜安对人生比同龄
人多了些思考。1979年 3月，他加入总政歌舞团，一
个月后就随中央慰问团到中越前线参加慰问演出。

第一次上战场，20 岁的文艺新兵颜安不仅得
到同行艺术家的指导，也看到了鲜血与严酷的现
实，强烈感受到了生与死的考验。

1986年对于颜安来说是收获的一年。他先后夺
得全军舞蹈比赛第一名和全国舞蹈比赛第一名。时
任总政舞蹈队团支部书记的他有了些新想法：舞蹈
毕竟不是终身职业，人应该有更宽广的舞台。

1988 年，颜安东渡日本，4 年求学，体验了海外
留学生的酸甜苦辣。后来，他在日本公司就业，随后
又选择创业。他还历任中华总商会会长和全日本华
侨华人联会会长。

从推动音乐史诗 《清明上河图》 在东京新国
立剧场上演，到通过原创歌剧 《木兰诗篇》 将中
国的理念“和”传递到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从
以舞台剧 《镜花水月》 为日本观众和华人同胞奉
献充满中国气息的演出，到在中日友好舞台剧

《木兰》中加入反串创意，展现舞台与演员的表演
张力，颜安已经成为公认的优秀舞台制作人。

艺术创意推动爱国爱乡

在自己的各种身份界定中，颜安认为最核心
的是“艺术家”：以感性创意打造感动，以理性策
划感染情怀。作为华侨华人社群活动的领头人，
颜安始终胸怀祖国和故乡，将艺术创意与爱国爱

乡有机结合。
2003 年非典横行，颜安及时组织中华总商会

和多个华人社团共同主办“同心协力——民族音
乐酒会”，当晚共募得支援金 650万日元，通过中
国驻日大使馆转交国内抗击非典第一线。

2015 年 9 月，颜安制作了又一台盛大晚会。
800 多名侨胞共同演唱 《黄河大合唱》，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 66周年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2016年1月，颜安在六本木负责制作并导演了
“中国节”文艺演出。通过这次演出活动，颜安将
旅日华侨华人艺术爱好者团结在一起。各种文艺
爱好者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活跃了旅日华人
文体生活，也增强了侨社凝聚力。

2019 年春节，颜安策划并担任执行委员长，
与在日侨胞共同努力，首次让东京塔除夕夜点亮
了“中国红”。这不但让华人社会备感喜悦和自
豪，也成为日本主流社会关注的侨界盛事。

一片赤诚礼敬共和国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颜安成
为9月22日在日庆典《礼敬共和国》的总导演。

早在 2009年 10月，日本新华侨华人会、日本
华侨华人联合总会就曾携手，在东京新大谷饭店
隆重举行“日本华侨华人国庆60周年”纪念活动，时
任新侨会副会长的颜安便担任了那次纪念庆典舞
台的总导演。

在 《礼敬共和国》 国庆庆典上，颜安将让舞
蹈演员穿上迷彩装，通过还原战争场景展现和平
时代的宝贵；还将使用乒乓球与舞蹈、音乐的跨
域艺术融合，回望乒乓球外交“小球转动大球”
的渊源。本次晚会上，还会有旅日华侨华人组成
近200人的合唱队表演节目，庆典晚会也将有旅日
华侨儿童参与其中。

（来源：中国侨网）

旅日侨领颜安：

倾力打造中日文化交流舞台
杜海玲 杨文凯

8 月 11 日，“ 《我和我的祖国》
中华文化快闪活动”在巴西圣保罗
市保利斯塔大街举行。当地华侨华
人和巴西民众观看了演出。

上图：小演员在保利斯塔大街
表演舞蹈。

左图：保利斯塔大街上的腰鼓队。
拉赫尔·帕特拉索摄

（新华社发）

中华文化快闪巴西中华文化快闪巴西

华 人 社 区

温哥华举行“功夫”主题华埠节

当地时间 8月 10日，主题为“功夫”的“2019温哥华华
埠节”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吸引了约5万名市民参与。

活动现场设置表演舞台及大屏幕，安排功夫及各类
文娱表演，傍晚时分播放电影《功夫熊猫》。逾百个摊位
设置各式游戏和抽奖，市民还可以欣赏传统手工艺品，
参与迷你四驱车比赛等。此外，今年还增设华埠历史导
赏团，带领市民通过参观各堂所了解华埠历史。

温哥华华埠节由温哥华华埠商业促进会主办，是温
哥华每年夏季一项大型多元化文化活动，除2018年停办
一年外，在过去的19年，每年都吸引数以万计的市民及
游客参与。

图为华埠节现场，人们在舞台与大屏幕前驻足。
冯瑞熊摄

世界华商大会对英国企业推介

近日，第十五届世界华商大会指导委员会对英企推
介会在伦敦举行，近百位来自各领域的重要平台和公司
代表以及华侨华人代表出席。英国中华总商会执行主
席、世华会筹备委员会执行主席杨腾波表示，第十五届
世华会是英企与世界各国优质华商企业合作的绝佳机
会，将搭建起持续性发展中英两国贸易关系的重要平台。

世界华商大会自 1991年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举办首届
以来，至今已成功举办 14 届，现已成为全世界最具规
模、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华人商界盛会。第十五届世界华
商大会将由英国中华总商会主办，于2019年10月21日至
24日在伦敦举办，主题为“世界新格局，华商新机遇”，
包括开幕式和8个平行论坛。

洛杉矶华人社区办邻里守望活动

近日，美国洛杉矶华人社区举办了“邻里守望”相
关活动，各地政府和警方希望通过联欢活动，加强警民
关系，联合抵御各种暴力犯罪的发生，将犯罪率降到最
低，给广大市民一个安宁祥和的生活环境。

蒙特利公园市政府和警局在市政府广场联合举办了
“邻里守望”派对，消警人员在现场向市民介绍防范犯罪
的知识和最先进的执法武器和设备。圣盖博和阿罕布拉
等华人居多的城市也举办了各自的“邻里守望”活动。

8 月 7 日是美国的“邻里守望日”，今年的活动已经
是第 36 届，得到全美 50 个州 1.6 万个社区的响应，约有
3700万人参加。

（均据中国侨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