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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侨办签署友好协议

9 月 24 日，山西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与全美中文学
校协会在太原签署友好合作关系协议，共同促进华文教育
事业发展。

此举旨在发挥晋籍海外侨团、侨社的人才和资源优
势，进一步增强海外侨胞凝聚力和向心力，促进海外华文
教育事业发展和山西经济社会转型发展，推动山西省与合
作方所在国在经贸、科技、文化、教育、旅游等方面的务
实交往与合作。

山西省侨办副主任滕德刚表示，“海外华文教育一直是
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关心和打造的‘留根工程’‘希望工
程’。希望今后双方开展多方面的友好交流，推动双方各领
域合作”。

四川华侨华人社团大会开幕

9月23日，以“同心圆梦新时代·汇侨兴川新征程”为
主题的第五届四川华侨华人社团大会在成都开幕。

来自 65 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400 位海外华侨华人齐聚一
堂。本次大会将持续至26日，期间将举行包括海内外侨界
代表人士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座谈会、“新时
代新侨商·新征程新作为”主题论坛等活动，还将组织安
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海外侨胞看四川分线路考察
活动。

四川省委副书记、省长尹力在大会开幕式上致辞表示，
希望海外华侨华人社团继续坚持为侨服务理念，充分发挥桥
梁纽带作用，大力推动住在国与祖(籍)国全方位交流合作。

侨资高新技术项目落户安徽

9 月 20 日，2019 世界制造业大会子活动之一的“百家
侨企”对接活动在安徽省合肥市举行。

活动吸引来自美国、德国、澳大利亚、肯尼亚、日本
等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侨领侨商等近 350 人参加，共签约
39 个项目，投资总额 120.8 亿元人民币，合同引资总额
99.48 亿元人民币。项目主要集中在集成电路、节能环保、
生物医药、通用航空、新能源、新材料、新型显示和智能
终端等领域，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34个。

中国侨联副主席齐全胜说，希望侨资企业家和侨界人
才充分发挥优势，深入了解长三角一体化战略，促进深入
洽商与合作，为安徽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广东华侨华人国庆专题展开幕

9月20日由广东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主办，广东省政
协外侨委、致公党广东省委、广东省侨联协办，广东华侨博物
馆承办的“粤侨情中国梦——广东华侨华人与新中国70年专
题展”在广东华侨博物馆开展。

此次展览旨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集中展示新中
国成立70年来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归侨侨眷支持参与广
东以至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
光辉历程和巨大贡献，弘扬粤侨精神，凝聚侨心侨力。

展览分为“侨情侨务”“赤子情怀”“改革先锋”“新时
代新作为”4 个部分，共展出 300 多张照片和 200 多件实
物，并另设电子触摸屏专门介绍新中国成立70年来海外侨
胞、港澳同胞、归国侨眷等捐办广东公益慈善事业的代表
性项目。展览将持续至11月底，之后将在广东巡展。

（均据中新网）

海南三亚一处不起眼的小山坡，几十棵老橡胶树
环绕，马来西亚归国华侨雷贤钟长眠于此。坟前的墓
碑 显 示 ， 有 “ 橡 胶 王 ” 之 称 的 雷 贤 钟 被 子 孙 们 称 作

“迁琼始祖”。
这是一个午后，雷贤钟长子雷德万点燃一柱香，祭告

父亲有客来访。他向记者讲述了父亲不平凡的一生。
祖籍福建的雷贤钟经过20余年奋斗，在马来西亚已拥

有自己的橡胶园和木材加工厂。1949年新中国成立。“爸爸
在报上看到周恩来号召海外侨胞支援祖国建设的消息，就
决定回国发展橡胶事业。”雷德万回忆道。

1955 年，9 岁的雷德万随父亲登上离港的轮船，随行

的行李中，有100多斤胶籽、300多株芽接桩和200多米长
的芽条，目的地是海南岛。“选择来海南岛而不是回到家乡
福建，是因为爸爸的爱国心和事业心。”雷德万说，在举家
归国前，雷贤钟已经就新中国的橡胶产业做过一番考察，
发现“福建老家种不了橡胶，能种橡胶的海南品种差、产
量低”。

“爸爸在 1954 年回海南考察时就成立了华侨侨福垦
殖公司。到海南岛之后，就在这片原来是原始森林的地
方开荒，种植橡胶。因为不知道哪一个品种更适宜海南
的土壤和气候，所以当时一共带了十几个不同的橡胶品
种。”雷德万指着墓地四周的橡胶树说，眼前的橡胶树
即是当年所植。

他们当年还总结出了“环山行”（即在山坡四周挖一
圈沟以利蓄水）、“一短两长”（橡胶苗之间种植毛蔓
豆、香茅草，既能提供生物肥料又避免杂草丛生） 等种
植方法。

1956年，雷贤钟受邀前往北京参加全国侨联大会。海
南农垦提供的材料显示，雷贤钟开荒垦殖种橡胶的事迹受
到高度重视，其带回国的橡胶种子据说“贵过黄金”。

1958年，垦殖公司并入南田农场，雷贤钟任作业区副
主任。1959年第一批种下的芽接苗橡胶开割，其中一个良
种平均单株年产干胶6至8公斤，比海南本地实生树产量高
4倍多。上世纪 60年代起，国内各橡胶农场开始从南田农
场引进良种，到80年代，仅海南垦区就种植雷贤钟引进的
良种200多万亩。

雷德万说：“1984 年爸爸因胃窦癌不治，按照他的遗
愿，我们将他安葬在这片饱含他心血的橡胶林。”

逝世多年的雷贤钟，依然被人们铭记。2014年，海南
农垦博物馆展出一口雷贤钟当年运橡胶种苗的木箱。这口
被该馆奉为“镇馆之宝”的箱子虽其貌不扬，却因为独特
的历史意义而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南田农场一带，作为经济作物的橡胶，地位早在上世
纪90年代就让位给了产值更高的芒果，但雷贤钟的名字依
然留存在附近居民心中。“你看摆在墓碑前的白酒啤酒，都
是附近民众自发拜祭留下的。”雷德万也离不开父亲耕耘过
的这片土地，他从三亚侨联副主席职位退休后，就留在了
南田守望家园。

（据中新网）

马来西亚归国华商雷贤钟：

王晓斌

为祖国带回“贵过黄金”的种苗

图为雷德万拿着照片讲述父亲过去的工作。（资料图片）

纽约侨胞展示民族服装迎国庆

9月21日，美国纽约及周
边地区数百名华侨华人以快闪
方式展示中国民族服装，载歌
载舞迎接国庆节。

上图：美国华侨华人向当
地群众展示民族服装。

左图：年轻华侨华人身着
民族服装表演。

新华社记者 张凤国摄

看美丽乡村——

“中国发展的一个缩影”

灰白色的独立小楼错落有致，干净
的柏油路蜿蜒向前，家家门前果树成
荫，没有一点垃圾或杂物。来到遂宁市
蓬溪县天福镇狮山村，仿佛进入一幅浓
淡相宜的水彩画中。

村里随处可见的分类垃圾桶吸引了
加拿大共生国际传媒副总编胡海的镜
头。厨余垃圾、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
其他垃圾按类投放。村里划分了不同区
域，每户轮流监管区域内垃圾分类一
周。区域保洁员、各类垃圾的监管人、
上月垃圾分类示范户的名字都列在垃圾
桶旁的牌子上。“我只知道垃圾分类在
中国一些城市开展试点。没想到在四川
农村，垃圾分类已经这么普及了！”胡
海赞叹说。

乡村振兴，既要看人居环境美不
美，也要看村民的“精气神”好不好。
在绵阳市北川县安昌镇高安村，一户村
民家门口悬挂的“李氏家训”让不少华
媒人驻足细看——“学在前，和为贵，
德为先，勤为本”。

“现在老百姓腰包鼓了，村容村貌
变美了，生活水平也提高了，精神文明
也要同步跟上。”澳门 《大湾区时报》
总编辑吴默表示，“在中国书法之乡遂
宁市蓬溪县的乡村里，我看到家家都有
手写家训，体现出深厚的文化底蕴。乡
村振兴给农民增加了‘文化自信’。大
国的文化自信正是从千家万户的‘小家
文明’中凸显出来。”

有多姿多彩的美丽乡村，才有气象
万千的美丽中国。“基层农村的发展是中
国发展的一个缩影。”法国《欧洲时报》编
辑部主任侯诣村表示。此次赴川采风，是

侯诣村时隔7年故地重游。看到乡村的新
风貌和大变化，他称赞道：“中国在新农
村建设方面发展太快了！”

赞致富新路——

“乡村振兴惠及面广”

在蓬溪县现代农业示范区琪英菌业
的扶贫车间里，工人们正在熟练地削
菇、分装，一派忙碌景象。“我看到一
些年龄比较大或身体不太好的工人通
过 帮 扶 政 策 ， 做 一 些 力 所 能 及 的 工
作，真切感受到乡村振兴战略覆盖面
大，惠及面广。”高翔说。

在致富路上，各地纷纷深挖潜力，
亮出新招。在广安市广安区龙安乡革
新村，商务部驻村第一书记金达芾在
电商服务点介绍“革新村农特产品进
城记”，许多华媒人听得津津有味，不
时鼓掌叫好。村里的柚花茶、剁椒酱、
香肠腊肉、土鸡蛋等农产品插上电商
的翅膀，卖得红红火火，带动不少村民
增收致富。

在蓬溪县常乐镇拱市村，联村党委
书记蒋乙嘉带领村民修路、治水、调
产业结构、建新村，因地制宜做大立
体化种植，发展乡村旅游产业。

“政府相关部门分工明确，为农民
发展产业提供技术和销售上的指导，
使产业扶贫做到不重复、见实效，使乡
村振兴少走弯路。”侯诣村说，“尤其令
我印象深刻的是，农村的基层党组织
非常坚强，基层干部在脱贫致富路上
发挥了重要作用。”

“问道八台山，隐居天池坝。”在达州
市大巴山茶文化小镇，一砖一瓦、一枝一
叶都融入了当地的茶文化特色。山水环
绕、古色古香的小镇中，茶叶展销、餐饮
民宿、娱乐购物等特色商铺分区布局，体
系完备。特色旅游业让这个本是异地扶
贫搬迁安置点的小镇焕发新的活力。

“此次四川之行，我深入了解到脱贫
攻坚战中多管齐下的扶贫模式。”吴默
说，“农村电商、特色产业、人文旅游、特
色搬迁等，都体现了人性化，即在尊重
当地人生活习惯的同时，因地制宜发挥
出他们的积极性。”

谈喜人变化——

“把乡村讲给世界听”

采风期间，华媒代表们深入田间地
头、企业车间考察，与当地干部群众交
流，实地了解四川多地在人居环境改
善、乡风文明建设、精准扶贫、产业发
展等方面的做法和成效。“惊叹”“惊
讶”是华媒人提到最多的词汇。

菲律宾亚卫传媒集团执行董事刘继
明拍下一段段小视频，剪辑制作成短视频
作品发布，被许多华文媒体和国内媒体转
载。“只要按下录制键，镜头里都是好风
景，每一个画面都舍不得扔掉。”刘继明笑
着说，“我要用镜头记录中国美丽乡村的
巨大变化，记录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在刘继明看来，国外关于中国乡村振
兴的报道还比较少。“作为华媒人，我们有
责任有义务通过各种传播手段，帮助更多
华侨华人及海外读者深入了解四川、了解
中国乡村发生的发展变化。”

侯诣村计划在深入考察后，找出几
个村子在乡村振兴发展中的同与不同，
思考乡村振兴战略对中国农村发展的意
义，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对乡
村发展的引领作用。“我会通过在现场
对当事人的采访，以深度报道的形式将
中国乡村的发展介绍给读者。”

第一次来四川的高翔对巴蜀大地的
一景一物都感到新奇。“四川和我想象的
太不一样了！这里不仅有绿水青山，还有
金山银山。”高翔说，“在发展经济的同
时，乡村依旧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注重
传统文化的传承。同时，信息化浪潮正深
刻改变和影响着乡村的每一个角落。我
会把中国的乡村振兴故事讲给世界。”

上图：四川省遂宁市蓬溪县常乐镇
拱市村俯瞰。

华文媒体代表四川采风行

好一幅乡村振兴“巴蜀画卷”！
本报记者 李嘉宝文/图

“共同富裕没有落下一个人！”在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龙
安乡革新村，六旬老人陈明兰靠自制剁椒酱成为“电商明星”
的故事，让来自德国的欧洲新侨网执行总编高翔感慨不已。

近日，来自美国、加拿大、德国、菲律宾、博茨瓦纳等
13个国家和地区的19位华文媒体代表走进四川，先后赴绵
阳、成都、遂宁、广安、达州五市的多个乡村深入考察。此
次采风活动由中国侨联指导、四川省侨联主办。

在为期5天的采风行程中，华媒代表们徜徉在巴蜀大地
美丽乡村的动人画卷中，看农村美、农民富、农业强。他们
用手中的笔和镜头，向世界娓娓道来乡村振兴的四川实践。

侨 情 乡 讯

侨 界 关 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