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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侨联青委会大会召开

本报电（记者李嘉宝） 11月7日至9日，中国
侨联青年委员会第四次委员大会在北京召开，来
自93个国家和地区的近500名青年委员出席大会。

开幕会上，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万立骏
向广大侨界青年、新一届青委会和青年委员提出
三点希望：一是希望广大侨界青年深入学习贯彻
党中央重大决策和部署，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树立为侨服务理念，把握中国发展宝贵
机遇。二是希望青年委员做到坚持志存高远与脚
踏实地相结合、坚持学好理论与深入实践相结
合、坚持追求个人成就与服务国家发展相结合、
坚持尊重物质财富创造与保持精神追求相结合、
坚持落叶归根和落地生根相结合。三是希望青委
会深入学习贯彻中国侨联工作的总体部署，承担
好职责使命，把青委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更
加充满活力。

会议期间，全体青年委员到北京展览馆参观
了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成就展。北京活动结束后，
海外及港澳青年委员分三条线路分别赴北京、天
津、重庆、四川、江苏、上海等地参观考察。

海外北京人联谊会助力冬奥

11月9日，以“北京情，冬奥梦”为主题的第
三届海外北京人联谊大会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来
自世界五大洲的北京人及拥有北京情结的200多位
海外华侨华人欢聚一堂，共话大北京情结、共商海
外华侨华人资源的互联互通，共同助力2022北京冬
季奥运会。

这是继 2017年首届华盛顿大会和 2018年智利
圣地亚哥大会后，海外北京人联谊大会平台的转
型升级。据悉，下届海外北京人联谊大会将在泰
国首都曼谷举行。

南非华人警民开展高尔夫联谊

日前，中国驻南非开普敦总领馆联合开普敦
华人警民中心于贝尔维尔高尔夫俱乐部举办第六
届“高尔夫球赛日”活动。中国驻南非开普敦代
总领事曹利，开普敦华人警民中心主任陈朱金，
西开普省、开普敦市警方及市政交通警察代表，
开普敦华人警民中心骨干成员，开普敦侨界代表
等约60人出席活动。

曹利在致辞中表示，经过多年耕耘，“高尔夫
球赛日”活动已成为促进开普敦华人社区、警民
中心与当地警方加强沟通、深化友谊的品牌活动。

安哥拉华人召开消防会议

近日，安哥拉华人消防专题会议在浙江总商
会会议室进行，安哥拉浙江总商会、安哥拉福建
总商会、罗安达华商联合会、江苏总商会、河南
商会、安徽商会、海山集团、佑兴集团代表，志
愿消防队代表等近20人出席会议。

浙江总商会会长在会议上表示，在安哥拉经
营发展的中国企业面临语言沟通、热带疾病等困
难，特别是近年来经济大环境的变化，这些困难
和挑战让在安同胞更懂得团结互助的重要。会议
还决定，近期开始举行无预警演练，测试救援协调
效率和反应速度，今后还将举行各种形式的消防
专题讲座和培训，切实加强消防防范水平的提高。

（均据中国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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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革命捐钱
王彭，又名王应彭，1867 年生于广

东花县花东九湖鱼笱庄 （即今三凤村）。
1883 年，刚满 16 岁的他远渡重洋，到美
国旧金山打工谋生。在异国，他仗义疏
财，满怀爱国之情，深得当地华侨华人
及朋友们的尊敬和拥戴。

1903 年 12 月，孙中山到达旧金山，
举办兴中会救国筹饷大会。王彭拿出自
己的血汗钱，和大家一道认购“军需债
券”，支持孙中山的民主革命。孙中山与
这个比他只小一岁的广东同乡一见如
故，常来常往，相谈甚欢。1904 年，王
彭毅然加入革命团体兴中会。

1916 年 ， 年 近 五 旬 的 王 彭 离 开 美
国，回到家乡九湖鱼笱庄，即如今的三
凤村，建起了一栋居住、防守两用的炮
楼式楼房，人称“王彭楼”。

甘当农会“米饭主”
1923 年，广东各地农民运动开始兴

起。王彭积极参加农运工作，并在经济
上给予大力的支持。1924年4月，九湖乡

农会正式成立，王彭被选为农会委员。
他满腔热情，为农会无偿地捐献了大批
粮食和款项，被大家尊称为“米饭主”。
不久，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农民运动的发展触及地主豪绅的根
本利益。1924 年 10 月下旬，反动民团和
土匪500余人向县农会所在地九湖乡发动
武装进攻。王彭再次捐钱给农会，使农
军及时购买到一批枪支子弹，大涨了农
军的士气。

坚守阵地40余天
1927 年 4 月 15 日，蒋介石叛变革命，

花县的反动势力也闻风而动，一批共产党
员和农会干部、会员惨遭杀害。6月 9日下
午，国民党反动派向花县扑来。其时，适逢
王彭六十大寿，听此消息，他立即停止寿
宴，紧急应战。由于敌强我弱，两天后，元
田、莲塘、九湖相继失陷。农会领导人决定
带领主力向上古岭一带撤退，留下王彭和
王世根等24名农军战士负责掩护，并退入
鱼笱庄王彭楼坚守。

敌人把大楼围得水泄不通，不断发
起猛烈的攻击。敌人先后用了挖通道、
埋炸药、搭架凿墙、火攻等阴谋，妄图

攻下这座大楼，但都被王彭等农军战士
逐一粉碎。

坚守了 40 余天后，农军面临弹尽粮
绝的危险局面。为保存力量，农军忍痛
弃楼，撤出鱼笱庄。在夜色的掩护下，
农军战士敏捷地沿着绳子滑下，然后迅
速疏散。

为革命献出生命
在撤退中，王彭跌伤了一条腿。他强

忍疼痛吩咐大家疏散，自己拖着一条伤
腿，忍痛连夜赶往李溪连石庄亲戚家，以
暂避风险。第二天，由于被暗探出卖，王彭
不幸落入敌手。团匪把他毒打一顿后，用
大铁线将其手脚穿透捆起，用大竹杠抬到
平山游行示众。王彭忍巨痛，对敌人骂不
绝口，并不断高呼革命口号。7 月下旬的
一天，王彭被敌人残忍杀害。

王彭牺牲时刚满 60 岁，遗下一妻四
子。解放后，花县人民政府追认王彭为革
命烈士，并将其英名刻于“花县革命烈士
纪念碑”上，将弹痕累累濒于倒毁的王
彭楼重新修葺一新，使这座具有传奇色
彩的青砖大楼成为革命历史的见证。

（姜文浩编）

追梦中华·华侨英烈

南粤赤子 农运先驱
人物简介：王彭 （1867-1927），又

名王应彭，广东花县人，出生于华侨家
庭。1922年，与王福三组织九湖村“农
民自治会”，领导花县农民运动。192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 年 6 月 10 日，
为了保卫农会，在王彭楼与敌战斗 40
多天，被出卖落入敌手，于7月下旬被
敌人杀害，终年60岁。 11月 9日，第四届全球华人少年书法大会总决赛在“中国文房四

宝之城”安徽省宣城市举行，来自中国、加拿大、法国、马来西亚、
日本等国家的百余名青少年同台竞技。本届书法大会于 6月 15日在北
京启动，报名总人数超10万，覆盖20多个国家的200多个城市。

图为选手在比赛中挥毫。 张 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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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彭：

赞叹——

中国道路根植中国大地
11月 1日，研修班开班后的第一天。海外华媒学员们

迎来第一课——参加由中国文化学院和美国库恩基金会联
合主办的“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学术论坛。罗伯特·库
恩、克里·布朗、李君如、钱乘旦等 20余位中外学者，围
绕“中国道路的文明根源”“多元文明的交流互鉴”等议题
发表观点、碰撞交流。

“非常自豪！”尼日利亚《西非统一商报》副社长邱晓东表
示，“这么多外国专家学者研究中国的发展经验和中华文明，
甚至有几位汉学家可以用流利的中文与中国学者展开学术
讨论，这充分显示了中国道路对世界的吸引力。”

此次研修班开班之时，恰逢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刚刚
落下帷幕。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系列部署，
引发华媒学员热议。

澳大利亚澳华之声传媒集团总编辑陆一平说，一个国
家的制度不能单纯用‘好’与‘不好’来评价，而应该用‘是
否适合’这个国家的发展来看待。

“我们为什么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个萦
绕在欧洲信®传媒集团总编辑范轩心头20多年的问题。20多
年前，在甘肃省兰州市永登县的田间采访时，他对一个老农朴
素而坚定的回答记忆犹新：“我们就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

“这是老农从生活实践中得出的结论。”20多年来，范
轩也从自己漂泊海外的经历中深刻体悟老农的回答：“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植根中国大地、具有
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具
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

“中国今天的辉煌成就来之不易！”参观完“伟大历程
辉煌成就——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型成就
展”，法国侨报社中国首席记者惠岩不胜感慨，“中国用70
年的发展经验证明：保持自信，中国道路将越走越宽广。”

“每个人都能在这个展览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时代记
忆。”澳大利亚澳华电视传媒 （ACTV） 董事长任传功表
示，大部分华媒人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到海外发展的，见证
了中国日益强大并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历程；而不少华二
代、华三代的华媒人也是被新时代中国的世界风采所吸
引，将笔和镜头聚焦中国。

赞美——

匠人仁心传承中华文化
“什么是一座好的博物馆？要深挖自己的文化遗产力

量，不断推出引人入胜的展览，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于
我而言，只有这样，才能说把一座壮美的紫禁城完整地交
给下一个600年。”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围绕“文化的
力量——让文化遗产资源活起来”，结合自身经历，讲述如
何让故宫“活起来”的故事，为华媒学员们奉上幽默生动
而饱含分量的一课。

故宫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多次强调，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
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
字都活起来，以多种方式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澳门《大湾区
时报》的报道引述单霁翔的话称，藏品锁在库房里得不到
展示时是“蓬头垢面的”，经过修缮向公众开放时才是神采
奕奕、光彩照人的。

“单院长承上启下，让我们看到一代代故宫‘守门人’
的匠心仁心。在他们的悉心守护下，我们有理由相信，下
一个600年，故宫将续写辉煌历史。”范轩说。

“没有创意的文化是重复的，没有文化的创意是单薄
的。”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胡钰关于文创产业发
展的讲解，令华媒学员们印象深刻。

“故宫在文创领域的发展经验很有启发性。”斯里兰卡自
媒体账号“斯里兰卡小姐”创始人杨诗源表示，只有让传统文
化表达形式更接地气、符合时代特征，才能有最佳传播力，让
更多的人理解中国文化、实现文化自信。

“故宫运用互联网技术和数字技术发掘文化遗产的活
力，卓有成效。”惠岩表示，故宫博物院让大家看到了新的
传播形式带来的文化传播新格局、新变化，看到了年轻一
代对中国优秀文化的喜爱。华文媒体在海外传播中华文化
时，要转变思维，学会创新，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传播中
华文化。

“此次学习让我对中国古今文化以及中西方历史、中国
政治制度等有了全面了解。”韩国奋韩网网站运营总监姜昊
表示，中国历史悠久，讲好“中国故事”就要先了解中国文化。

“我准备回去之后设置一个‘中国故事’专页，让更多的海外
同胞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赞同——

融媒发展理应顺势而为
“亲身体验和感受自己阅读新闻的情绪变化：用户的体

验点是持续流动的。”戴着一副特殊眼镜，参观完新华网，
陆一平兴奋地在“朋友圈”分享自己的感受。

这副眼镜的特殊之处在于，镜框上有个小如针孔的摄
像头和一根连接手腕、手指的细电线。

“带上眼镜，没什么特别的感觉，但参观过程中，情绪
波动的蛛丝马迹都会被数据记录下来。”加拿大红枫林传媒
副总编辑杨军表示，新媒体时代，技术发展更注重用户体
验，改变了新闻产品的生产方式和运营方式。

这只是中国新媒体技术发展和应用的冰山一角。在新华
网媒体创意工场，两大“新式武器”——MR 智能演播厅和
Milo Motion Control设备，令海外华媒一行叹为观止。

“高大上，的确牛！”美国《硅谷时报》总编于丽娜在自己
的“研修手记”里竖起了大拇指，“这几年，中国国家媒体在
媒体融合发展和系统化创新等方面做出了很多尝试。”

《星岛日报》驻波士顿首席记者李强表示，在新媒体时
代，5G、AI、大数据等高新科技应用前景广阔。海外华媒
工作者必须与时俱进，充分学习和运用这些高新科技，让
海外的民众，特别是和互联网一同长大的年轻人可以看到
一个个生动、真实、充满立体感的中国故事。

“找准自我、挖掘创意、持续营造、选择传媒、构建体系。”
腾讯文创基地（北京）负责人王辉从“媒体融合：智能新媒体
的技术驱动和内容创新”层面，为学员们讲述了新媒体时代，
融媒体如何将新技术与实践相结合，扩大影响力。

“很有针对性和启发性，为我未来的媒体经营思路指明
了方向。”在俄罗斯深耕移动通讯技术多年，华良通讯软件
有限公司总裁牛华伟表示，国际传播领域正在向移动化、
社交化、可视化方向发展。华文媒体也应顺势而为，向融
媒体方向转型。融媒体发展不仅仅是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
结合，更是媒体和各行各业的深度融合。

“要追赶中国融媒体发展的步伐。”作为中国互联网时
代最早一批自媒体玩家，拥有数百万粉丝的“网络大 V”
杨诗源表示，“回斯里兰卡后，我要下大力气整合分散在各
大平台上的资源，做好系统策划，在视频制作上重点发
力，拓展和延伸内容多样性。”

上图：华媒学员们在新华网参观。

日前，来自五大洲34个
国家和地区的67家海外华文
媒体代表齐聚北京，参加中
国侨联和中华文化学院共同
主办的“追梦中华·海外华
文媒体高级研修班”。

从知识点密集的中华文
化学院课堂到黑科技扎堆的
新华媒体创意工厂，从参加

“中华文明与中国道路”学
术论坛到参观“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成就展”……文化与
科技交相辉映，传统与现代
交织融合，为期一周的研修
课程满满当当。用笔记录，用
镜头捕捉，浸润在千年古都
的苍茫秋意和厚重文化里，
华媒人纷纷表示：不虚此行。

海外华文媒体高级研修班学员由衷赞叹

自信的中国道路将越走越宽广
本报记者 贾平凡文/图

侨 界 关 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