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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远远超过预期

最新数据显示，7 月，中国外贸进出
口 2.74万亿元，出口 1.53万亿元，均为今
年以来单月最高水平。对此，外媒分析认
为，与市场预期相比，7 月外贸数据全面
好于预期。此外，7 月份，中国经济运行
保持在合理区间。

不久前发布的数据表明，上半年，中
国GDP同比增长6.3%。

近来，中国经济的“期中成绩单”成
为海外华侨华人讨论的热点话题。

“在全球经济放缓、贸易保护主义抬
头的背景下，上半年中国GDP增速仍能达
到 6.3%，这说明中国经济依然表现强劲，
抗风险能力远超各方预期。”澳大利亚南
昆士兰国立大学新西兰分校校长陈金明在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旅美学者、南京大学华智研究院研究
员徐德清也认为，一系列经济数据足以表
明，中国经济很有韧性，能够经得起考
验。他发现，虽然中美经贸摩擦在持续，
但是他在国内创办的创新基地，其中许多
进出口电商企业并未受到太大影响。“即
使美国对华加征关税，但由于中国商品本
身价廉物美，相比其他国家的商品，依然
具有很强的竞争力。”

身在海外的华侨华人，对中国与世界
各国经贸往来的热络程度有着更加直观的
感受。

巴西巴中经贸交流中心总裁方激告诉
本报记者，在巴西，仅她了解的就有 200 多
家中国企业参与了当地通信、科技、贸易、
大数据等诸多领域的合作。“中国企业经验
丰富，技术成熟，不仅在中国市场有相当大
的辐射能力，其国际化水平也不断提升，走
出去的步伐非常快。这与中国有力的政策

支持和稳健的经济发展密切相关。”
在英国 《金融时报》 看来，考虑到其

规模和韧性，中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的增长
来源。对此，受访华侨华人深以为然。

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6 月发布的
《2019 年世界投资报告》 中，有一组数据
吸引了瑞士欧亚集团董事长朱爱莲的注
意：2018年中国吸收外资创历史新高，达
1390 亿美元，占全球吸收外资总量的 10%
以上，全球排名仅次于美国。

“中国日益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
国。这种影响力不仅体现在货物贸易和服
务贸易的出口方面，也开始显现于国际投
资领域。”朱爱莲对本报记者说。

开放不断注入活力

“中国拥有近 14 亿人口，市场很大，
内 需 很 大 ， 潜 力 很 大 ， 韧 性 当 然 很 强
劲。”加拿大中华新闻社社长常建国认
为，这是中国经济良好表现的重要支撑。

“同时，中国有较为完整的工业产业链，
自我供给能力强，发展不受制于人。”

徐德清认为，中国经济的强劲韧性还
来自不断开拓的新市场。“特别是在欧
洲、东南亚等地，中国提出的‘一带一
路’倡议得到很多国家的响应，大家都愿
意同负责任的中国交朋友、促合作。”

随着各省市陆续晒出今年上半年经济
成绩单，多地呈现的一个共同特征引起大
家的关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进
出口增速明显。受访华侨华人普遍认为，
这个发端自中国的倡议，正在让世界受益，
也为中国持续扩大开放提供更多选项，为
中国经济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在海外，我们能切身感受到，中国
与‘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贸易往来日益
密切，经济互信程度不断提高。除了中国

的优质商品，越来越多中国的建设者、贸
易者来到海外。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
大，这不只是一个概念，而已成为不可忽
视的现实。”方激说。

全国累计新增减税降费 1.17 万亿元，
“放管服”改革深入推进，出台外商投资
法，缩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推出金
融业对外开放“新 11 条”……今年上半
年，一系列务实举措相继落地，更让世界
看到中国扩大开放的决心和力度。

如《欧洲时报》刊文所言，对中国经济
前景保持乐观至少来自三个基础：一是经
济数十年增长积累的基本盘足以抵御各种
短期波动；二是不断释放的改革红利、开放
举措夯实了中国市场的活力与潜力；三是
经过多年摸索和实践形成的宏观调控体系
为经济发展保有较大的政策空间。

陈金明认为，目前中国制造业、工业
发展稳定，国内消费市场稳中有升，还得
益于近年来中国经济从粗放向精细、从重
产量向重质量的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也
正因此，面对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的
外部环境，中国经济始终稳稳的。

持续看好中国经济

亮丽的“期中成绩单”让华侨华人对
下半年乃至更长时间内的中国经济增长态
势充满信心。

“尽管国际环境错综复杂，风险与挑战
依然存在，但是我相信，中国经济长期向好

的趋势不会改变。我身边多位瑞士国际企
业的高层人士也表示，持续看好中国，中国
经济将进一步向高质量发展。”朱爱莲说。

方激注意到，在她的公司，越来越多巴
西年轻人开始学习中文，以便更好地参与
中巴企业的合作。“在我身边，去中国旅游
的巴西朋友也明显增多了。这都表明巴西
民众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以及中巴经贸合
作发展是持肯定态度的。大家对中国持续
稳定的经济发展态势充满信心，并且认为
这是一种有利于各国的和平发展态势。”

《欧洲时报》认为，下半年，全球经济增
长放缓以及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
的趋势恐难改变，培育壮大国内市场、提振
内需将是中国经济运行的关键，相信随着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大规模
减税降费、不断扩大开放举措的实施，中国
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将稳步提升。

对于华侨华人而言，中国经济企稳向
好意味着更多的发展机遇。

回顾自己在海外生活发展的 32 年，方
激表示，尤其是近10年来，她始终在中国的
发展壮大中找到自身发展的新机会。“如
今，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国际
舞台上不可忽视的重要角色。与此同时，
中国持续扩大开放，坚持引进来、走出去，
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一方面可以继续为
中外经贸往来贡献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
也可以从中国自信开放的发展中持续获
益。高质量发展的中国经济提升了我们在
海外的发展水平，这让我们对未来更加期
待，也愿在中外合作中发挥好桥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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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一系列中国经济最新
数据吸引海外华侨华人密切关注和热烈讨论。今年
上半年以来，在全球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不确定性
和不稳定性增多的情况下，中国经济韧性十足，以
稳应变，亮点频现。稳稳的中国经济赢得海外华侨
华人的一致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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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首个侨务扶智基地揭牌

近日，四川省侨务扶智基地挂牌仪式在四川省
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举行。四川省委统战部副部
长、省侨办主任文甦出席活动并致辞。

据悉，该基地为四川省首个侨务扶智基地，是
四川省委统战部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通过教育扶贫扶智助力脱贫攻坚工作的
又一创新举措。

文甦表示，侨务扶智基地挂牌后，四川统战部
门将充分利用侨务资源，精心打造这一特色侨务工
作基地，通过涉侨捐赠、引入涉侨优质教育培训资
源、开展国际文化教育交流、支持设施设备建设等
方式，持续帮助“一村一幼”项目、“9+3”职教计
划实施，以教育扶贫扶智的实效更好助力凉山跨越
发展。

（来源：中国侨网）

厦门侨联组织侨商侨青助学

近日，福建省厦门市侨联组织青委会、侨商会
开展 2019年“侨商侨青助学”活动。厦门市侨联主
席潘少銮出席捐助仪式。

今年共有 39 名困难学生通过“侨商侨青助学”
获得帮助，现场发放助学金3.7万元。另有一名学生
因重病休学，其捐助人一直与其家庭保持联系，并
专门通过厦门市慈善总会三广福慈善基金给予其1万
元的特别帮助。

“侨商侨青助学”活动是厦门市侨联打造的特色
品牌，旨在帮助侨界家境贫寒、品学兼优的学生实
现自己的求学梦。这既是在弘扬扶贫济困的传统美
德，传播社会正能量，也是在实施教育精准扶贫、
履行关心下一代的社会责任。“侨商侨青助学”活动
从 2011 年举办至今，累计捐助 378 人次，发放助学
金约20.5万元。 （来源：中国侨网）

中国国际华语大会在桂林举行

近日，第三届中国国际华语大会在广西桂林开
幕，澳大利亚语言协会主席、华人朗诵家吕忠堂在活
动中表示，近年来，随着世界各地的人们学习中文的
热情越来越高，“中文热”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升温。

30多名国内外知名语言艺术家、学者应邀出席第
三届中国国际华语大会，来自全国各地的广播电视台
主持人、播音主持艺术高校教师和语言艺术从业者、
爱好者以及部分中小学校师生共约380名代表参加。

据了解，此次大会开设“大师公开课”18 场
次，授课讲演内容包括朗读、朗诵、新闻播音、影
视配音、广告演播、旁白解说、故事演播、演讲及
节目主持等几大门类，以此创造一个良好的交流学
习平台，让参会者拓宽专业视野，提高实战水平。
活动期间还增设了名家名篇分享晚会，由出席大会
的众多艺术名家与部分参会代表联袂登台表演。

（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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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修隆：

唯一在世的琼籍南侨机工
贺立樊

张修隆的证件。 资料图片

今年8月，张修隆度过了自己101岁的生日。在80年
前的烽火岁月里，张修隆和一群年轻人放下南洋的生
计，告别家人，毅然回国，加入抗战。

历时 3 年，3200 多名南侨机工穿越滇缅公路的生死
线，在敌人的飞机炮火下，保障抗战物资的输送。1000
多名南侨机工牺牲在这条路上，在怒江边迎来生命的谢
幕。80 年后，生还的 2000 多名南侨机工，只剩下 3 人在
世。张修隆是唯一在世的琼籍南侨机工。

1918 年，张修隆出生于文昌抱罗镇里隆村，家中农
田稀少，生活困苦，小学还未毕业，他就跟随舅舅下南
洋讨生活。凭着勤劳肯干，到了 1937年，张修隆和舅舅
已经有了稳定的事业，梦想着开办咖啡种植园，实现淘
金梦。然而，当年7月7日，卢沟桥的一声枪响，宣告日
本侵华战争全面开始。

1939 年初，中国大半领土和沿海沿江港口尽失，滇
缅公路成了唯一的物资通道。随着物资运送量日益增
加，司机和机修人员严重紧缺。爱国侨领陈嘉庚发出

“南侨总会第六号公告”，号召华侨中的年轻司机和机工
回国参加抗战。1939 年 8 月 17 日，张修隆瞒着舅舅和家
人，登上归国的轮船。作为 3200 多名南侨机工的一员，
他怀着满腔报国志挥别南洋。

作为当时中国唯一的对外物资通道，滇缅公路上空
布满了敌机，轰炸不断。绵延盘绕的公路下方，是望不
到底的悬崖以及奔腾的怒江。上下皆为险境，却是南侨
机工所处的战场。“我没有什么好怕的，就是来和敌人斗
争的。”提起当年的侵略者，101岁的张修隆目光炯炯。

抵达昆明后，张修隆和其他南侨机工一起，迅速接
受了汽车驾驶和维修培训。一刻不停，随即奔赴仰光，
接收运往东方主战场的弹药物资。

张修隆在车队负责运送汽油，稍有火星弹片，就会葬
身火海。“我什么都不怕，大不了一死，我不怕。”每次回到
昆明，总能听到工友牺牲的消息。看着照片，张修隆只能
把悲伤往心里藏，把更多的货物装在车上。

对于那时的中国，滇缅公路就是大动脉。藏身山岭之
中，南侨机工们保障的物资运送，就像川流不息的血液，不
能被切断。根据现存的资料统计，1939年至 1942年之间，
南侨机工共抢运了 50万吨军需物资。由于部分物资资料
遗失，实际运送物资的数量会更多。1940年，侵华日军研
究中国军力变化的数据后发现，经过几年的战争，中国军

力反而比1938年增强，其中步枪增加到150万支，轻机枪6
万多挺，其他火炮 2650门。这一切，离不开南侨机工们一
次次冒着危险，从仰光出发，经过曲折险峻的滇缅公路，穿
过怒江之上的惠通桥，将弹药物资送往昆明。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缅甸、泰国、老挝相继在5个月内陷落。仰光成了一座“孤
岛”，张修隆和其他南侨机工们在前面运送物资，敌人的部
队和飞机在后面紧追不舍。1942年5月，日军逼近怒江西
岸，中国军队被迫炸毁惠通桥。南侨机工队伍被遣散。幸
存的2000多名南侨机工各谋出路，张修隆来到昆明机场担
任技工，仍然决心尽一份力，与同胞一起，抗击侵略者。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喜悦的张修隆回到祖国，回到家乡里隆村。

乡亲只知游子归家，不知游子赴国难，九死一生。
张修隆没有提起过南侨机工的经历，连爱人和孩子都不
知道。2010 年，一次偶然，张修隆的南侨机工身份才被
披露。此时的张修隆已经 92岁，看着“赤子功勋”的牌
匾，那段记忆好像上辈子的事。 （来源：中国侨网）

家国情怀
记忆遗产

近日，“家国情怀 记忆遗
产——侨批与金融历史文化
展”在福州举行。本次展览展
出福建各地侨批及相关实物近
500件，批信书写时间从 1884
年至 1991 年，涉及的侨居地
包括新加坡、印尼、菲律宾等
东南亚多个国家以及美国、加
拿大等国。

上图：参观者在细看侨汇
物资供应券等票样。

左图：“中国银行外汇兑
换券”吸引了小朋友。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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