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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人 社 区

华侨华人为纳米比亚旱灾捐款

11月25日，中国驻纳米比亚大使张益明向纳米比亚总理
莎拉·库贡盖卢瓦-阿马蒂拉递交了华侨华人用于救助当地旱
灾的捐款，库贡盖卢瓦-阿马蒂拉对此表示感谢和赞赏。

捐款数额为 200万纳米比亚元 （约合 13.5万美元）。在
温得和克举行的交接仪式上，库贡盖卢瓦-阿马蒂拉表示，
这笔资金将用于最急需的人和地方。

张益明表示，中国作为纳米比亚的全天候朋友，将继续
提供必要的支持。自纳米比亚宣布因旱情进入紧急状态以
来，中国红十字会是第一批响应者之一，向纳方捐赠了15万
美元用于救济。其余捐赠的救济食品也将很快到达分发。

纳米比亚目前正经历90年来最严重的干旱。今年5月6
日，纳米比亚总统根哥布宣布全国进入干旱紧急状态。

（来源：新华社）

“新丝绸之路摄影赛”在波兰颁奖

当地时间11月24日，波中友好协会在波兰举行了“超
视野——新丝绸之路摄影比赛”的颁奖仪式，此次比赛是
中波建交70周年庆祝活动之一。

一等奖获奖作品的题目为 《波中爱情》，展现了 70 年
来中波合作的成功。其余参赛作品题材多种多样。从 《华
沙的中国银行》《重庆之夜》《市井风情》 等作品可以看
出，中波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是广泛深入的。

此次摄影比赛得到了中国驻波兰大使馆的支持和波兰
中国总商会的赞助。颁奖仪式上，中国驻波兰大使馆参赞
姚东晔与波兰中国总商会秘书长郭培东等为获奖者颁发奖
品奖状。 （来源：中国侨网）

驻卢旺达使馆赴东方省慰问巡视

日前，中国驻卢旺达使馆政务参赞邢玉春和领事马文
娟赴东方省开展领保宣传和安全风险巡视，实地考察中地
海外和江西水建联营体承建的卢苏莫水电站项目、中国路
桥 92公里公路改扩建项目，并赴基本戈医院慰问中国医疗
队。

走访卢苏莫水电站和公路改扩建项目时，邢玉春参赞
就安全生产、员工出入境、签证申办、同驻在国合作等问
题同项目负责人进行深入交流，要求中国企业和人员依法
合规开展对外经营合作，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风险防范。

随后，邢玉春参赞看望慰问了在东方省基本戈医院的
第二十批中国医疗队部分队员。他表示，希望大家运用精
湛医术支持卢旺达提升医疗卫生水平，造福卢旺达民众和
卢卫生事业发展。 （来源：中国侨网）

广东海联会代表团访法潮州会馆

当地时间11月25日，广东海外联谊会代表团赴法国潮
州会馆考察访问。在侨领们的陪同下，广东海外联谊会代
表团一行在实地考察后，到法国潮州会馆会议室参加座谈
会。座谈会上，法国潮州会馆第一常务副会长许葵介绍了法
国潮州会馆近期的主要工作。他表示，法国潮州会馆已经从
以前的“提倡融入”，转向为现在的“倡导华二代回国寻根”。

李阳春也介绍了广东省近年来的发展现状。他表示，
欢迎广大留法中国学生学者、华二代们能到广东创业发
展，同时，广东也将会推动更多的人来法国留学。

（来源：中国侨网）

纳人才 地利人和侨业兴

“如果大家把中国地图上下左右对
折，中心就在湖北”，在 11 月 21 日下午
的中国侨商发展论坛上，湖北省委统战
部副部长王兆民用“地图上的湖北”展
开推介。

先天的地理位置优势给予了湖北无
限的发展潜力。湖北九省通衢，是长三
角转移、西部资源输出、南北经贸交流
的桥梁和纽带，还是“一带一路”的重
要纽带和节点、中部崛起战略中的支
点。湖北省侨联副主席、新特光电技术
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义红接受本报采访时
指出，高铁等现代交通的发展更成为湖
北经济发展的大马力“助推器”，一个以
湖北武汉为中心、辐射东南西北的“3小
时经济圈”正在形成。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武汉人，中国
旅美科技协会匹兹堡分会理事长、美国
完美微笑牙科连锁公司创始人和总裁程
鹏指出，除了地理优势，湖北还有政
策、人才、成本三大优势：“在‘长江经
济带’的发展计划中，武汉被认为要承
担‘华中龙头’的作用，因此湖北政府
的政策扶持力度大；湖北高等院校林
立，具有得天独厚的人才资源；跟一线
城市比，湖北的生活成本、劳动力成本
都较低，这些都是吸引初创企业落户武
汉的优势”。

基于湖北巨大的发展潜力，怀着热
忱的爱国情怀，借着华创会的东风，越
来越多的华侨华人到武汉创业。据统
计，武汉市现有侨资侨属企业近 4000
家，多为中小型高科技企业，集中在生
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
光电子等高科技领域。

中枢神经系统疾病新药平台攻关
人、凯瑞康宁生物工程 （武汉） 有限公
司创始人及董事长向家宁表示：“若武汉
市政府抓住机遇，招商引资，持续关注
高层次、顶尖人才引进项目的落地，武
汉会持续成为侨商投资的热点。”

“创”字号 荆楚侨商新气象

从2001年到2019年，历经十八载的
华创会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侨商来鄂创
业，也催生了朵朵创业创新之花。

参加了 19届华创会的兰丁医学高科
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孙小蓉笑称自己是

“华创会的元老，也是见证者”。据她回
忆，第一届华创会还处在摸索之中，“只
是一个简单的侨商聚会”。“如今的华创
会已经发展成熟，形成了一个为侨商服
务的专业平台。”孙小蓉接受本报采访时
说。1999 年，她带着癌细胞研究的相关
科研成果回国，在武汉市政府的帮助下
成立了兰丁医学高科技有限公司。

去年，孙小蓉在华创会上展示了宫
颈癌筛查及诊断机器人的新技术。今

年，她带领着团队里的年轻人参加了
“华创杯”创新创业大赛。孙小蓉说：
“很高兴看到下一代人开始参加华创会，
感觉华创会创新、创业的精神得到了传
承。”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是首批国家
高新区，别称“光谷”。2001年，回国的
陈义红在光谷创立新特光电技术有限公
司，从事激光产品开发和产业化。如
今的光谷已经成为中国智能制造业及激
光产业的重要集聚区。参加多届华创会
的陈义红，今年将作为嘉宾代表在活动
论坛中发言，和大家探讨激光技术在智
能制造中的应用。

2014 年，向家宁把创办的凯瑞康宁
生物工程 （武汉） 有限公司正式落地光
谷生物城。两个月后，他参加了首届

“华创杯”创新创业大赛，凭着靶点线粒
体活性自由基抑制剂项目一举获奖。目
前，该项目已经发展成为该企业的中枢
神经系统疾病药物开发平台。

念家乡 回报故土正当时

每每念及自己从华创会平台上得到
的收获，孙小蓉都无比感慨。她也用实
际行动对家乡和社会作出了回报。

当年，身在国外的孙小蓉接触到自
动化癌细胞诊断技术，随即想到可以利
用该技术造福中国的农村妇女。

据报道，2003 年，她利用新技术为

30 万湖北农村妇女做了宫颈癌筛查，
1500 余名早期宫颈癌患者被发现并得到
了治疗。近几年，接受宫颈癌筛查的人
数快速增加。

据她介绍，有了宫颈癌筛查云诊断
平台和机器人云诊断技术，农村妇女们
可以在家看病，把宫颈细胞取下来寄到
实验室。报告出来后，医生、受检人可
以随时随地用手机看报告，非常便捷。
如今，宫颈癌筛查范围已普及全国多个
省份。孙小蓉激动地表示：“说实话，这
也是我的‘中国梦’，现在我感觉梦想要
实现了！”

程鹏本职是一名牙科医生。多年
来，他一直希望与国内医疗机构进行合
作，建立一个国际诊所，将国外先进的
管理、技术引入国内，推动国内牙科医
疗事业的发展。“华创会让我找到了合作
伙伴。我已经和国内一家知名牙科连锁
公司达成了合作意向，后续他们会派人
来美国进修、学习，我们也会派人过来
指导、教学。”

反哺故乡之余，侨商们还试图带着
华创会的成果出海，惠及更多国家。

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孙小蓉
的企业已在印度尼西亚建立了人工智能
实验室，研发的民生项目也走进巴基斯
坦等海外市场。

上图：第十九届华创会“智能制造
暨第十届田长霖论坛”现场。

魏 铼 李 溪摄

华创会引来侨商落户大武汉
杨 宁 沈丹玲杨 宁 沈丹玲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
途。62年前，在武汉诞生了“万
里长江第一桥”——武汉长江大
桥。18年前，这里又诞生了一座
特殊的“侨”梁——华侨华人创
业发展洽谈会(以下简称“华创
会”)。11月21日上午，2019年
华侨华人创业发展洽谈会在武汉
东湖国际会议中心开幕。1800余
名海内外嘉宾汇聚一堂，以“万
侨同心，共创未来”为主题，共
商华侨华人事业发展大计，共谋
湖北高质量发展大业。

侨 界 关 注侨 界 关 注

展示湖北独特魅力 催生朵朵“双创”之花

法籍华人艺术展在京开幕法籍华人艺术展在京开幕

11 月 26 日，由中国美
术馆主办的“自知者明——
熊秉明艺术展”在北京开
幕。展览展出熊秉明雕塑、
油画、版画、速写等百余件
艺术作品。熊秉明是法籍华
人艺术家、哲学家。他旅法
50余年，其作品反映出中国
艺术家在西方文化情境下的
艺术创造。

左图：观众在拍摄熊秉
明的雕塑作品。

下图：观众在欣赏熊秉
明的雕塑作品。

中新社记者 杜 洋摄

让世界瞩目“东方风情”让世界瞩目“东方风情”
程思琪

珠宝设计师丰吉：

工作室内，珠宝设计师丰吉正伏
案勾勒新款艺术珠宝图案。巧思驱动
妙笔，她笔下的珠宝设计，光彩跃然
纸上。

这位“85 后”中国女珠宝设计师
曾被巴黎权威珠宝评论媒体盛赞为

“21世纪的珠宝设计师”。她将散发中
国魅力的珠宝设计展现于世界艺术舞
台，引来国际珠宝界的关注。

“是珠宝选择了我”

回想来路，丰吉坦言，成为珠宝
设计师并非自己的最初心愿。机缘巧
合，最终走上珠宝设计之路的她认
为，“与其说是我选择珠宝，不如说是
珠宝选择了我”。

丰吉出生于浙江杭州，成长于一
个充满艺术气息的家庭。山水人物、
花鸟鱼虫……在丰吉的童年，中国艺
术元素悄然融入她的世界，造就了她
独特的人生气质。

完成在中国美术学院的学业后，
丰吉满心欢喜地准备实现自己在跑车
设计专业深造的心愿。但天不遂人
愿，签证问题让她阴差阳错地转读了
伦敦艺术大学的珠宝系。“与我先前预
想不同的是，珠宝设计和汽车设计一
样也是一项融合美和力量的专业。”在
伦敦学习期间，丰吉被珠宝设计的魅
力深深吸引。

珠宝设计，听来光鲜，钻研不易
——设计绘图、宝石鉴赏、金属锻
造，各种能力缺一不可。为了解各类

宝石，丰吉前往美国宝石学院学习并
获得宝石学家资格，之后又赴欧洲进
修彩色宝石鉴定，研修欧洲百年珠宝
手工艺技艺。经过多年的坚持，丰吉
用作品打造出了国际影响力。

“讲东方故事”

在丰吉的童年记忆中，夏日湖畔
低飞的蜻蜓和秋天夕阳下的银杏都成
了她创作的灵感。“法国珠宝评论家认
为，虽然我的作品是用西方宝石和欧
洲手工艺完成，但隐隐透出一股迷人
的东方韵味，其实那就是我骨子里的
情结。”她说。

她认为，呈现中国艺术魅力的最
好方式是融合。其代表作“粉色枫
叶”耳环中所用到的每一粒粉色宝石
其实都有着微妙的色相变化，有的偏
粉有的偏紫，当它们汇集一处时形成
了渐变色调，仿佛国画一般，自然又
协调。

“在西方人眼里，可能觉得青花
瓷、龙凤等形态才代表中国风，但我
觉得，中国文化的精髓是一种难以忽
视却又不张扬、不刺眼的显性之美。”
丰吉认为，传统与创新是并存的。充
满东方古韵的冰种翡翠可以和有着

“太空金属”之称的钛金属相得益彰，
散发璀璨火彩的钻石能够与形态随
性、色彩各异的宝石相映成趣。

正因秉持这一设计理念，丰吉的
作品在珠宝圈掀起一股令人瞩目的

“东方旋风”。

闪耀国际舞台

2016 年，丰吉在巴黎创立了“丰
吉”艺术珠宝品牌。

“巴黎是全球公认的顶级珠宝标杆
地带，我对自己说，如果能在巴黎站
稳脚跟，就真正在高级珠宝业站稳了
脚跟。”

丰吉的设计还打动了世界顶级的
法国珠宝制作工坊。“我将中国传统建
筑的榫卯结构融入一条项链的设计
中，让项链可以根据佩戴者的脖颈尺
寸调整大小。”

丰吉告诉记者，这项具有东方智
慧的设计工艺难住了不服输的法国工
匠，更激发出他们的热情，“有工匠为
了制作好这款项链，特地去进修了两
周以提升技艺。”

短短数年间，丰吉的作品受到广
泛赞誉，并获得了市场的青睐。

从去年 10 月至今年 1 月，丰吉连
续获邀参加欧洲收藏级艺术博览会，
其珠宝艺术作品广受欧洲藏家赞誉。

法国国家高级工艺联盟主席曾这
样评价丰吉：“即使在顶级珠宝汇聚的
巴黎，丰吉作品的精妙依旧瞬间捕获
了我，并让我久久不忘。”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丰吉对此
强烈认同：“若只有亦步亦趋，何时才能
塑造自我？”正是这些述说东方、展现自
我的作品打动了巴黎、打动了欧洲，让
中国原创力量获得全球掌声。

（来源：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