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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江西同乡联谊大会召开

近日，第四届世界江西同乡联谊大会在江西南昌召
开，来自 31个国家和地区 55个江西社团的 150余名海外
代表齐聚一堂，共叙乡情、共商发展。会上，与会代表
面向所有江西籍海外侨胞发出倡议：助力家乡发展，积
极参与美丽江西建设；发挥独特优势，大力促进中外合
作交流；弘扬中华文化，塑造大国赣侨新形象。

本次大会选举产生了第四届世界江西同乡联谊会轮
值会长、执行会长。海内外参会代表共同发布《树立赣侨好
形象共促赣鄱大发展——致江西籍海外侨胞倡议书》。

（来源：中新网）

广东华侨博物馆获捐文物藏品

近日，美国金山之路读者团队、美国华人收藏协会
代表团一行近40人拜访广东省侨办，并向广东华侨博物
馆捐赠华侨文物藏品。

据悉，美国金山之路读者团队、美国华人收藏协会
曾多次到访广东华侨博物馆，先后向广东华侨博物馆捐
赠藏品资料达数百套（件）。此次向广东华侨博物馆捐赠的
华侨藏品资料共100余套（件），主要包括秘鲁华侨抗战文
献资料、美国华人社会“一碗饭”运动捐款收据、美洲华侨
通鉴、华侨银行取款通知等珍贵的华侨藏品和文献资料。

（来源：中新网）

福建宁化客家祖地办祭祖大典

近日，第 25届世界客属石壁祖地祭祖大典在福建三
明市宁化县石壁客家祖地文化园举行来自海内外145个客
属社团的客属嘉宾及本地宗亲共约1.2万人齐聚祖地，寻
根谒祖，共话发展。祭祖期间，福建省还举办了海峡两
岸客家武术大赛、海峡两岸客家姓氏族谱展示交流会、
宁台农特产品展销会、石壁客家论坛等系列活动。

据介绍，2015 年 7 月，宁化客家祖地文化园被中国
侨联确认为“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作为客家祖
地和客家文化的发源地，客家祖地文化园在促进海内外
文化交流，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等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

（来源：中国侨网）

青田海外人才·科技峰会开幕

近日，2019青田海外“人才·科技”峰会在浙江省丽
水市青田县正式开幕。峰会以“才聚侨乡·智汇青田”为
主题。海内外创业创新人才、华侨代表、高级人才联合
会代表等总计200余人参加会议。

开幕式上，“侨·智库”专家联盟、“侨智汇”投资人
联盟正式成立。“侨·智库”专家联盟是集聚各行各业的
高端专家学者的青田创新发展“智囊团”。“侨智汇”投
资人联盟是由青田海内外侨胞及企业家自愿组成的评
估、投资项目的组织，是联系广大海内外侨胞投资人、
重点投资人才科技项目的重要平台。

（来源：中国侨网）

清晨 5点半，晨光熹微，一个熟悉
的身影总会出现在晨练的人群中。他就
是新加坡第一家食品集团执行董事长魏
成辉先生。一直以来，魏成辉坚持的不
仅仅是晨练，还有对事业的追求、对家
乡的热爱和对中国的眷恋。

小春卷开拓大奇迹

1956 年，6 岁的魏成辉跟随母亲，
离开家乡福建福清，来到新加坡与“下
南洋”的父亲团聚。

1969年，创业念头开始在年轻的魏
成辉心中萌生。他从父亲那里得到了
8000美元的创业基金，和朋友合作开了
一家机修维修店。

凭借“爱拼才会赢”的精神，魏成
辉又成立了一家机械维修公司，后来做
起了船舶修理生意。公司年收入从50万
美元跃升到 250 万美元，魏成辉收获了
人生的第一桶金。

魏成辉在食品行业的创业故事，源
于一种让他魂牵梦绕的故乡美食——春
卷，闽南话称之为“薄饼皮”。对家乡
味道的眷恋，成为他进军食品行业的初
衷。创业之初，魏成辉凭借敏锐的商业
嗅觉，果断出资买下一家机制薄饼皮私
人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并将公司改名
为“第一家食品厂有限公司”，这是今
天的“新加坡第一家食品厂”雏形。不

久，魏成辉发现传统食品加工行业存在
效率差、产量低、人工成本高等问题。
在他看来，自动化大批量生产才是传统
食品加工行业的出路。魏成辉开始设计
食品加工自动化机器。

上世纪80年代初，魏成辉的公司研
发出世界上第一台全自动春卷皮制造
机。1986年，魏成辉获得“全国生产力
奖”。之后，第一家食品厂成功将春卷
皮生产推向全面机械化、自动化。有了
产量，还需要稳定且庞大的市场。魏成
辉定下了一个更加宏伟的目标——有人
的地方，就有“第一家”。为了实现这
个目标，他亲自到世界各地推销春卷
皮。第一家食品厂不断扩张商业版图，
成为全球著名的春卷皮制造商和冷冻食
品销售商。

饮水思源的游子情怀

“薄饼皮大王”的名号享誉全球，
魏成辉并不满足于此。他选择“北上”
投资故乡，因为他深知中国有庞大的市
场，有更大的发展潜能。

1979年，魏成辉看到了中国改革开
放的大趋势和发展前景。他回到出生地
福建福清创业，积极回馈家乡、建设家
乡。回乡后，魏成辉收购了福州榕城啤
酒厂，这是中国国营啤酒公司首次被外
商独资企业收购。

魏成辉在中国大陆的早期投资集中
于他深耕多年的食品业。1988年，他在
福清市创办福建冠辉食品企业，随后又
成立福建名味食品有限公司。此外，他
还收购了江苏恒顺醋业的一半股权，与
江苏恒顺醋业携手打造香醋生产基地。

“一带一路”上的追梦人

魏成辉的投资足迹从家乡拓展到中
国许多省市，深度参与地方的建设发展。
他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也
以实际行动成为新时代的追梦人。

在 魏 成 辉 看 来 ， 一 个 强 大 的 祖
（籍） 国是海外华侨华人的底气和支
撑。创业过程中，魏成辉始终秉持“三
利”的原则：有利于当地经济的发展，
有利于当地人民的生活，有利于公司的
发展。魏成辉在“一带一路”国家和地
区积极布局，不断做大做强个人事业。

谈起这些年事业的发展，魏成辉多
次自豪地讲述“中新融汇”的优势。他
说：“我很幸运，生于中国，成长于新
加坡。我生长在中新交汇、文化交融的
特殊时代，在改革开放和‘一带一路’
建设的历史机遇中，我实现了自己的梦
想。我对自己的出生地永怀感恩之心，
我愿为中国和新加坡的发展贡献自己的
一份力量。这将是第一家集团和我始终
坚守的信念和初心。”

侨情乡讯

新加坡华商魏成辉

“薄饼大王”的桑梓情怀
李从玉 潘旺旺

根脉情温暖侨心

“杂技、京剧、民乐……能在海外看
到如此丰富而优秀的中华文化元素汇聚一
个舞台，精彩呈现，太难得了。” 10 月
16 日晚，洛杉矶圣盖博大剧院内，出国
30 余年的美国城市卫视副总裁卢威回味
着刚刚看完的“亲情中华”慰侨演出，心
潮澎湃。

这也是观众们的共同心声。
在纽约站，当《二泉映月》沉郁顿挫

的音符从二胡演奏家陈军的琴弦中缓缓流
出，95 岁高龄的纽约华人总公所董事长
伍长寿和他身边坐着轮椅的妻子都湿了眼
眶。离开中国整整 80 年，中华文化的根
脉始终牢牢扎在伍长寿的心底。“听到悠
扬的琴声，我仿佛回到了故乡。小小二胡
虽然只有两根琴弦，却拉出了我们悠长的
思乡之情，这正是我们日思夜想的乡音。”

在明尼阿波利斯站，明尼苏达中美联
谊会会长王平沉浸在京剧荀派传人张佳春
高亢清亮的唱腔之中，品味良久。“这是
我近年来看过的最原汁原味的中华文化大
餐。艺术家演唱的《红灯记》选段《都有一颗
红亮的心》，是我们这代人的时代记忆。”祖
籍湖南的王平出国已有二十多年。2008

年，“亲情中华”艺术团第一次到明尼阿
波利斯演出时，他就坐在观众席中。11
年后，他乡再次遇故知，中国艺术家用心
演绎的每一首旋律都流进王平的心坎里。

在洛杉矶站，祖籍广东、生在柬埔寨
的华人江美良带着不到1岁的女儿，早早
等候在演出现场。“这是我第一次现场观
看中国艺术家的表演。作为一名‘华三
代’，我没有在中国生活过，但我对中国
文化并不陌生。小时候，家里就保留着春
节拜年、清明祭祖的习俗。今天的演出让
我感动，我能感受到我和艺术家们是同根
同源、心心相连的。”江美良一口中文十
分流利。她说，她和丈夫有一个共识，那
就是孩子的母语必须是中文。

“亲情中华”的舞台为何总能打动无
数人心？侨胞的感叹给出最好的答案：

“这里有中华儿女无法割舍的文化情结。”

“中国风”超越国界

艺术无国界，文化有共识。十多天
里，“亲情中华”艺术团走到哪儿，“中国
风”就吹到哪儿。6场演出，观众席上除
了翘首以盼的华侨华人，还有许多各种族
裔的面庞。在明尼苏达站，将近20%的观
众都是当地民众。

一些当地观众因为这台演出，对中华
文化有了更多了解。

蒙古袍、马头琴、呼麦，蒙古利亚组
合的一曲蒙语歌曲 《黑骏马》，让人领略
了东方草原儿女的热情奔放；踩着花盆
底，唱着满语歌，满族歌手八音赫赫让观
众从视觉上与听觉上全方位感受少数民族
的款款风情。唢呐、筚篥、葫芦丝……唢
呐演奏家孙云岗一口气用 10 种民族乐器
吹奏出10首带有不同地域风格的乐曲。

“之前，说到中国，我通常只能想到
熊猫和功夫。看完演出才知道，原来中国文
化有这么多美好的元素和这么深层次的内
涵。”联合国使团官员比尔啧啧赞叹。

一些当地观众因为这台演出，对中国
产生更多好奇与向往。

“亲，情，中，华”，在明尼阿波利斯
站的演出开场前，一名美国小男孩坐在观
众席前排，望着舞台上的大屏幕，用发音
标准的中文念出其中最醒目的 4 个汉字。

“我的中文名字叫史佳范，我学习中文3年
了。”说着，这名年仅 6 岁的小男孩在节目
单上一笔一划地写下自己的中文名字。

在肩上跳芭蕾，用双脚蹬绸伞，将9个
小球灵活玩转于股掌之间，在空中翻飞却
能让脚掌上的碗不落……台上，中国杂技
团的演员们用精湛技艺让“人所不能”成为
可能。台下，史佳范全程坐直身子，看得聚
精会神。“妈妈，这些杂技表演太不可思议
了！下次，你能带我去中国看看吗？”演出结
束，史佳范一手拉着妈妈，一手拿着杂技演
员赠送的中国荷包，眼里满是兴奋。

“‘亲情中华’艺术团的到来，不仅
让侨胞享受到一场高品质、高水准的艺术
盛宴，也发挥了‘文化使者’的重要作
用，让美国朋友感受到中华文化的魅
力。”中国驻芝加哥总领事馆侨务组长卢
晓辉说。

促交流以文会友

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
强、国际影响力日益提升，中华文化日渐

风靡全球。为了让中华文化这朵璀璨的东
方奇葩为更多人所认识、所欣赏，海外华
侨华人从未停止努力。

“如今，在美国很多城市，华侨华人
都成立了京剧社。我们纽约华埠还有沪
剧、豫剧、粤剧等许多地方剧种的爱好者
和传承人。大家时常组团举办演出，吸引
许多当地民众慕名前来。”焦圣安是一名
京剧资深“票友”。22年前，他从北京移
民纽约，一起来的还有对国粹京剧的那份
痴迷。这次，在“亲情中华”的舞台上，
京剧表演是他最期待的节目。“我们希望
能和国内艺术家们一起努力，共同做好中
华戏曲文化在海外的推广与传承。”

全美甘肃同乡联谊会会长周刚介绍，
在他生活的华盛顿地区，华人社区的文化
活动同样丰富多彩。合唱团、舞蹈团、民
乐团、太极社等侨胞自发组织的艺术团体
比比皆是。每年 7月 4日，在华盛顿地区
举行的独立日游行上，华侨华人表演的西
北威风锣鼓和中国少数民族舞蹈都是一道
亮丽的风景线。

“我们希望通过展示优秀地道的中华
文化，不仅为在美侨胞送来乡音、抚慰乡
愁，也进一步激发他们的文化自信，促进
中美文化交流，增进两国民间友谊。”“亲
情中华”艺术团团长、中国侨联文化交流
部部长刘奇说。

这和在美华侨华人的期待不谋而合。
“艺术团的精彩演出让侨胞看得热泪盈
眶，也让当地民众赞叹不已，这是中华文
化的魅力。正如‘亲情中华’的标志是五
只不同颜色的和平鸽环绕成圈，艺术团带
来了中国人民爱好和平、以文会友的美好
愿望，这种文化交流为中美关系带来积极
影响。”美国南加州华人联合总会会长邵
闻说。

明尼苏达华侨华人社团联合会主席颜
炳文也认为，文化交流如同润滑剂，在推
动中美关系向好发展中发挥着突出作用。

“中美友好，华侨华人获益无穷。我们将
继续致力于向主流社会讲好中国故事，也
盼望着‘亲情中华’艺术团常来美国，带
来艺术佳音、文化盛宴。”

“亲情中华”艺术团赴美巡演打动侨胞心

中华文化情结依依不舍
本报记者 严 瑜文/图

当地时间10月18日，中国侨联“亲情中华”艺术团在美
国旧金山举行慰侨演出，以一台富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
精彩节目，与千余名观众共同度过一个难忘的不眠之夜。

旧金山站是艺术团此次赴美慰侨巡演的收官之作。从
10 月 3 日到 18 日的短短十余天间，艺术团一行风尘仆
仆，从美国南部的休斯敦，到东部海岸的华盛顿、纽约，
再到北部的明尼阿波利斯，最后来到西海岸的洛杉矶、旧
金山，为手足同胞送去了家乡亲人的问候，也让更多美国
朋友领略到中华文化的无限魅力。这是一次亲情之旅，也
是一次文化之旅、友谊之旅。

侨界关注

▲ 洛 杉 矶
演出中，中国杂
技 团 表 演 杂 技

《武韵》。

◀ 纽 约 演
出 后 ， 观 众 与
艺 术 团 成 员 合
影留念。

图为祭祖大典现场。 （图片来源：人民网）

海外华媒代表
体验剪纸乐
近日，来自12个国家和地区的20多

家海外华文媒体代表走进福建漳浦，体
验传统剪纸手艺。

上图：漳浦剪纸传承人卢淑容向海
外华文媒体代表介绍剪纸艺术文化。

王东明摄
左图：海外华文媒体代表展示自己

的剪纸作品。 张金川摄
（来源：中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