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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是我在英国学习工作的
第10个年头。当时我已是英国MRC
爱丁堡人类遗传学研究所高年资研
究者。一个选择摆在了我面前：继续
留英发展，还是回中国“从零开始”？
父亲的话扫去了我的犹疑：中国人在
中国土地上所做的贡献，与在别国土
地上所做的贡献意义是不一样的。

我的父亲是一位“老海归”，20
世纪 50 年代响应国家号召，从澳大
利亚回国，投身新中国如火如荼的
建设热潮。父亲为我树立了榜样。

回国之后，我进入中国科学院
上海生命科学研究中心工作，主要
从事和疾病相关的遗传学研究。一
次偶然机会，我发现，世界上第一
例孟德尔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
A—1型短指 （趾） 症的致病机理始
终未被破解。为此，我带领团队到
中国边远山区收集大量相关病例数

据，对致病基因进行了精准定位和
克隆。经过艰苦钻研，我们最终成功
揭开了致病之谜，相关研究论文在
国际权威杂志《自然》发表，我也因

此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收获成绩的那一刻，我更加深

切地领悟了父亲当年那句话的含
义。中国大量丰富的病例数据让我
们探索真相的步伐更加顺利，也正
因此，这份研究成果对于中国更有
价值。我想，如果身在海外，我的
自豪感与成就感不会如此强烈。

经过70年的发展，中国人民的
生活水平大幅提升，科研环境和科
研条件也显著改善。我庆幸当年选
择回国，更庆幸与共和国的脉搏同
频共振，见证并参与了中国医学科
学事业的进步。一人健康是立身之
本，人民健康是立国之基。我愿继
续为中国的健康事业贡献自己的力
量，也衷心祝愿我们的祖国国泰民
安，发展成为全球大家庭中物质繁
荣的典范和精神文明的表率！

（本报记者 严瑜采访整理）

1989 年，为了学习前沿医学
科学与技术，我离开上海长征医
院，赴德国攻读博士学位。那时，
中国的科研装置、医疗设备、科研
水平与欧美相距甚远，对外交流、
国际合作的程度也远不及今日。刚
到德国，最大的感受是震撼。从实验
装备，到创新研究机制，甚至是德国
的城际铁路交通系统，都让我意识
到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巨大。

1997 年开始，我回上海筹建
立足前沿科学研究的国际合作实
验室，投身肿瘤的基础与临床研
究。此后 20 多年间，我从一名普
通的归国学者，成长为中国工程
院 院 士 ， 发 展 中 国 家 科 学 院 院
士，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创新团
队奖、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等众
多荣誉，实验室也由小到大，发
展 为 今 天的国家肝癌科学中心。

与此同步的是，在国家的创新创
业政策支持、资金保障和机制激励
下，中国的医学科学研究一日千
里，正在迅速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个人经历是新中国70年巨大变
迁的一个缩影。我们是幸运的，赶
上了新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契机，
亲历了祖国由弱变强的飞跃，得到
了成长和发展的难得机遇。当年我
踏上异国土地的震撼，恰恰是今天
外国朋友对今日中国的感受。这让
我由衷地自豪！我们是中国腾飞的
见证者，更是受益者。

新中国的腾飞经过了几代人的
努力，新的医学发展也需爬坡过坎。
未来，我将继续开拓创新、勇担责
任，在做好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的
同时，用心培养年轻一代的科技人
员，带领他们一起攻克难题，为健康
中国贡献智慧与力量。我也相信，随着
中国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的快速增
强，我们从事医学科学研究的土壤将
更加肥沃，会迎来硕果累累的明天。

（本报记者 严瑜采访整理）

在美国生活60年，我一直十分
关注祖籍国和住在国之间的关系。
中国是我的生母，美国是我的养
母，我希望中美两国人民友谊长存。
今年8月，我在旧金山组织召开“中
美建交 40周年回顾与展望”高峰论
坛，搭建了一个民间平台，邀请众多美
国政府官员、联邦议员、学者和商界
人士与中国学者、侨界代表共聚一
堂，探讨中美友好的重要性。举办这
次论坛是我为中美友好所尽的绵薄
之力，也是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70周年的一个献礼。

沧桑巨变七十载，民族复兴铸
辉煌。我还记得，新中国成立50周
年时，我曾来北京观看国庆阅兵。
现如今，中国自主研发的武器装备
越来越多，这是中国国防科技工业
自主创新能力的体现，也是中国整

体国力显著提升的彰显。
70年来，中国的发展不仅表现在

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话语权不断

提升，更体现在中国在国际舞台发挥
的引领作用越来越大。中国提出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愿与各国携
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这符合各国
人民的愿望，展现出中国的大国担当。

70 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中国从封闭落后迈向开放进步，
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激发海内外
中华儿女由衷的自豪之情，也让海
外华侨华人对祖（籍）国的向心力
更加强烈。虽然身在海外，但是我
们无时无刻不关心中国的发展，无
时无刻不期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70年是一个重要的节点，也是
一个崭新的起点。衷心祝愿中国在
新的征程上乘风破浪，一往无前，
赢得更多胜利！取得更多辉煌！

（本报记者 严瑜采访整理）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浪潮翻涌，再
到中国阔步迈进新时代，七十载栉风沐雨，有
一个群体始终与中国同频共振、同甘共苦，他
们就是海外千千万万华侨华人。70年来，无论
身处何方，他们始终心系故土，关注、见证并

参与中国的建设与发展。
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来自130个国家和

地区的约2000名海外侨胞，受邀代表6000万海
外华侨华人参加国庆观礼。他们将从五湖四海汇
聚中国，汇聚北京，汇聚天安门广场，亲眼见证新

中国历经70年发展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亲身感
受中华民族追求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铿锵足音。

日前，本报专访20位来京参加国庆70周年
观礼的海外侨胞代表和国内侨界代表，请他们述
说70年沧桑巨变，展望新时代风景无限。

有幸作为海外侨胞代表参加国
庆 70 周年观礼，我非常振奋。国
庆 35 周年、50 周年和 60 周年大
典，我也在现场观礼，亲眼见证祖
国的国防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

我 1962 年出国。虽然身在海
外，心一直和祖国同在。1982 年
我应邀到北京参加首次海外侨领座
谈会。2001年，9位海外侨胞首次
应邀列席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议，
我是其中之一。我还有幸参加香
港、澳门回归，北京亚运会和北京
奥运会开幕仪式等重大活动。

1941 年，我出生于浙江省温州
市文成县。我们这代人见证了新中
国70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感受
最深的是高铁和互联网的发展。
1971 年我第一次回国，从北京到上
海坐火车要两天一夜，从上海坐船
到温州又要一天一夜，温州到杭州

坐汽车要13个小时。如今，乘坐高铁
从北京到上海只需5个小时，从温州
到杭州仅需 2 个小时。现在，网购和
移动支付在中国已经普及了，小店小

摊都能用手机付款，非常方便快捷。
中国的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进

出口贸易额和外汇储备均居世界第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
放是正确的选择。作为一名老侨，我
由衷地为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骄傲
和自豪。我要继续支持祖国的建设发
展，投身“一带一路”建设中去，为推
动中外友好合作贡献自己的力量。

1980年开始，我担任旅荷华侨
总会会长，1996 年任第五届欧洲华
侨华人社团联合会主席。我一直努
力加强华侨华人与当地社会的友好
沟通，还和其他侨领一起，积极筹建
多所中文学校。几十年来，我把很
多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华侨华人社
团工作中，为侨胞做一些有用的
事，我十分欣慰。
（本报记者 李嘉宝采访整理）

2015 年 9 月，我受邀参加纪念
抗战胜利 70周年大阅兵，并作为 5
位侨胞代表之一登上天安门城楼观
礼。2019年适逢新中国70华诞，我
受邀参加庆祝活动，倍感激动。看
到祖籍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日
益繁荣富强，我深感自豪。

我出生于福建泉州晋江，少年时
随家人远渡重洋来到菲律宾，在严格
的中国传统教育中长大，经过几十年
奋斗，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
的精神力量，是维系海内外中华儿
女的精神纽带，华文教育已成为海
外华侨华人让后代保有中华民族之
魂的“留根工程”。

为让更多菲律宾学生了解中
国，喜欢中国传统文化，20 年来，我
一直坚持定期组织千人“菲律宾华

裔学生学中文夏令营”活动，资助近
两万名菲籍华裔学生来中国学习中
文。我还积极倡议并带领其他侨胞一

起资助了由菲律宾华教中心发起的
培养本土中文教师的“造血计划”。

花在孩子们身上的时间和金钱，
是我对未来的投资，也表达着我对中华
文化的热爱。中国国务院侨办为我颁授

“倾心华教，泽被侨胞”牌匾，并授予我
“热心海外华文教育杰出人士”称号。

我还积极参与中国公益慈善事
业：先后向国内幼儿园、小学和各大
高等院校捐资近亿元人民币；向1990
年北京亚运会、2008 年北京奥运会

“水立方”建设、2008 年汶川地震及
2010年玉树地震灾区捐款等。

我一直念念不忘的祖籍国经历
了70年沧桑巨变，如今，14亿中国
人民和6000万海外侨胞正共同谱写
新时代壮丽篇章，携手走向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
（本报记者 李嘉宝采访整理）

我和我的国，一刻也不曾分离

推广中华文化 更好回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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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中国发展 推动中美友好

北京大学名誉校董 方李邦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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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祖国建设 服务海外同胞

旅荷华侨总会永远名誉会长 胡志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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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于1948年。1959年，新中国
成立 10 周年之际，校长给我们讲述
了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人民
经过多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建立新中
国的光辉历史。我至今仍印象深刻。

改革开放后，我的家乡浙江省
青田县一部分人开始走出国门。
1984年，我离开家乡远赴葡萄牙创
业。后来在西班牙开办中餐馆。到
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快速发展为
海外侨胞的事业发展提供了巨大的
机遇。我现在还记得，那时每天都
有来自中国的货物，最多的时候能
达到几百个集装箱。这些货物包括
服装、鞋类、玩具、文具等。西班
牙位于南欧，与非洲相连，又成为
中非贸易的中转站。这使得许多从
事百货贸易的侨胞事业得以迅速发
展。我在1995年底开办了东方旅游
公司和商店，事业又上一层楼。

个人事业取得了一些成就后，
我一直在思索如何更好地为侨服
务，为祖国服务。2000年，我创办
了西班牙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并担

任会长，积极开展“反独促统”活
动。从 2001 年到 2007 年，我担任
西班牙华侨华人协会主席。几十年
来，我一直尽心尽力服务侨务工
作，只要有损害侨胞利益的事件，
我都会毅然地站出来，为侨胞维
权。为了发展西班牙的华文教育事
业，在华裔新生代中传播优秀的中
华传统文化，我与其他侨领一起开
办了马德里华侨华人中文学校。

2013年，我获得了西班牙马德
里大区政府授予的“华人杰出贡献
奖”，这是中西建交 40 年来西班牙
政府首次授予华人荣誉。

我深刻体会到，中国的发展给
海外侨胞带来了无限机遇，海外华
侨华人的事业与祖 （籍） 国休戚相
关。有一个强大的中国作后盾，海
外的华侨华人才更有底气。

（本报记者 张红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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