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06 华侨华人 责编：孙少锋 邮箱：guojihwb@126.com

2019年12月6日 星期五

“侨与新中国”图片巡回展览
近日，由河北省侨联主办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侨与新中国”图片巡回展在河北科技大学举办。
据介绍，“侨与新中国”图片巡回展展出的 400多张

图片是从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和河北各级侨联提供的
3000多张图片中精选出来的，旨在进一步激发广大归侨
侨眷、海外侨胞投身美丽河北建设的热情和创造力。巡
回展先后在石家庄、邯郸成功举办，海外侨胞、归侨侨
眷、社会各界人士近2万人次观展。 （来源：中新网）

深圳举办海归创业大会
近日，由深圳市侨办、市侨联主办的第八届中国

（深圳） 海归创业大会在深圳举行。600多名海归人员齐
聚一堂，交流创业经验，进行项目对接，共享粤港澳大
湾区建设和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双
区叠加”的重大历史机遇。

活动主要分为“第八届海归创业经验交流会”和
“第七届海归创业项目路演报告会”。在路演报告会上，
主办方从入围的 100 个项目团队中挑选最优秀的 10 个项
目进行现场路演，促成项目和市场的无缝对接。

（来源：中国侨网）

百名闽侨青年回乡交流
由福建省委统战部主办的闽侨青年精英“海丝情”

活动日前在福建展开，来自全球32个国家和地区的近百
位闽籍海外优秀青年代表齐聚福建，了解新中国和家乡
建设取得的成就。

当天，闽籍海外优秀青年代表们参观了福州数字小
镇、网龙网络公司等，并参与了海外闽侨青年 《龙的传
人》音乐闪诵活动。“今天的行程对我们启发很大，进一
步了解福建的数字建设，让我们看到很多机遇。”从事陶
瓷行业的德国华人华侨联合会副主席郑鹏飞表示。

（来源：中新网）

广州举办华人文化艺术节

开幕式上的舞蹈表演。 龚春辉摄
由广东省侨联、广州市侨联联合主办的“亲情中华·风

韵南粤”第八届（广州）华人文化艺术节日前拉开帷幕。
本届 （广州） 华人文化艺术节为期4天，内容丰富，

既保留了深受海外侨胞喜爱的岭南戏曲音乐交流、书画
名家联谊笔会等传统项目，还增加了“创业中华·侨创南
粤”海外侨胞来穗投资创业交流对接会。

（来源：中新网）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提起希腊就绕不开
“爱琴海”3个字，能真正在爱琴海上扬帆远航更是
许多希腊迷的“终极梦想”。张希就是一位与爱琴
海结下不解之缘的华人后裔。

马拉松上听见中国话

尽管生在希腊、长在希腊，可是张希对中国有
着割舍不断的情缘。张希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

“因为我从小喜欢看中文电视剧，在家与父母用普
通话交流。”

相比其他“挣扎”在学习希腊语道路上的华
人，在双语环境中长大的张希无疑是幸运的。正是
这种“幸运”，让张希在 2016年受到马拉松市长之
邀，为其在国际马拉松开赛仪式上担纲中文翻译。

“当时，现场有位中国记者评价说‘在马拉松
战役2000多年后的马拉松原址上，第一次响起了中
国话！’那一刻，我感受到了特别的荣光，这让我
终身难忘。”说起那次作为翻译的经历，张希语气
里依然流露着激动和自豪。

帆船少年“荒岛求生”

帆船是张希的“挚爱”。6岁时，他第一次接触
帆船运动。9岁的张希开始接受训练。16岁到20岁
期间，他成为希腊帆船队的队员。

在此期间，张希不仅要保证正常的训练，还要
完成学业，这不是轻松的挑战。“如果不是真的热
爱它，我可能坚持不下来。”张希说。

坚持就有收获，张希曾两次获得希腊帆船比赛
青年组冠军、巴尔干地区青年组和成年组冠军，还
在世界帆船锦标赛中获得了青年组第六名的好成
绩。

2017年，热衷户外运动的张希参加了希腊电视
台的一档探险真人秀 《幸存者》。让他没有想到的

是，这档节目使他成为了希腊“网红”。
节目中，张希和另外十几个选手被投放到一个

荒无人烟的小岛上。93天里，参加者只能像当年的
鲁宾逊那样自己砍柴、生火、搭房、造筏，过着吃
昆虫、被虫咬、受蛇蝎惊吓的生活。张希形容，

“此生从来没有这样艰苦过”。
除了这些物质上的匮乏，选手们还要时刻面临

节目组发起的体能比拼挑战。
一次挑战中，张希跳进水池时被硬物砸中背

部，痛得差点儿沉入水底。但他咬紧牙关站起来，
打了止痛针后，继续坚持比赛。最后，他的队伍赢
得了胜利。

张希凭借节目里不服输的精神和乐观豁达的心
态，赢得了观众的尊重和赞赏。

中希发展 把握机遇

大学时，张希选择了农业经济贸易专业，因为
他一直觉得希腊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孕育出优质的
农产品，他希望把这些农产品推广到全世界。

另外，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人开始寻求
更大的发展空间，更多的投资机遇。张希认为，希
腊地处亚洲十字路口，是一个很好的投资选择。

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也为了更
好地学习汉语，张希曾在中国的大学学习了一个学
期。18岁以后，他经常来到中国，并曾受希腊人委
托，在深圳管理一家企业。这一切都给他此后的发
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爱琴海畔长大的张希有一个要为中希两国发展
和交流做贡献的梦想。

“我们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中国日新月
异，世界科技突飞猛进。当代的年轻人是大有可为
的。我希望自己能成为更优秀的人。”目前，张希
选择运用自己的大学专业所学，致力于将希腊优质
农产品卖到中国，同时帮助中国投资商寻找希腊更
好的投资项目。 （来源：中希时报）

在侨胞间织就“暖心网”

“以前的侨联工作是喝喝茶、拉拉
手，进入互联网时代，一切都不一样
了。”浙江省归国华侨联合会秘书长周松
一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道。

这几年，在“数字浙江”建设的引领
下，浙江成为数字经济发展高地，走在全
国数字治理前列。互联网的发展深度改变
了浙江省侨联与海外侨胞的沟通方式。

如今，只要通过一部手机，海外侨
胞就可以随时随地了解中国的侨务方
针、侨务法律等相关信息。周松一介绍
说：“我们希望通过网上‘智慧侨联’建
设，建立一个总平台，跟全世界的浙江
侨胞进行沟通、联系。”

其中，侨情数据管理系统就是“智
慧侨联”的数据基础。

今年5月上线运行的侨情数据管理系
统，由浙江省各级侨联 420 余名数据管理
员组成的团队负责信息采集及运营工作。
基层侨联工作人员通过入户调查登记、手
机小程序登记等方式，挨家挨户地采集侨
情信息。

目前，该系统已录入 15.2万余条有效
数据，涵盖 90 余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侨华
人和留学生信息以及全省 11 个地市 100
个县区的归侨侨眷、留学人员家属信息。
这些信息包含了侨胞的籍贯、出生地、性
别、联系方式、旅居国、从业方式等关键
信息。系统上线后，侨情信息持续稳定
增加，日均增加数据 120 余条。

“通过网络来建一个‘侨’家大院，
让网络这张‘无形的网’把海外侨胞紧
密联系起来，组成一个有形的、温暖的
大家庭。”这就是建设浙江省侨情数据管
理系统的初衷。

“生命线”与“任意门”

侨情数据管理系统在侨胞的事业和
生活中，发挥了很多积极作用。

半个月前，菲律宾浙江商会会长张
红阳接到了浙江省侨联的求助信息。经
过一番沟通，她得知浙江侨胞吴晨在菲
律宾突发脑溢血紧急住院，情况十分危
急。事发后，他的身边只有妻子和年仅3
岁的儿子。张红阳立即联系上吴晨妻
子，随后迅速赶往医院，协助处理治疗
相关事宜。

次日凌晨，吴晨仍处于深度昏迷。
医院供血状况紧张，急需献血来缓解供
血压力。张红阳随即在社交媒体上发布
求助信息，浙江省侨联也进一步在侨情
数据管理系统上寻找当地侨胞，希望得
到更多支援。

天刚蒙蒙亮，医院就排满了前来献
血的华侨华人。有的侨胞排了3个多小时
的队，得知献血量早已足够，才放心离
开。菲律宾浙江商会还举行了临时募
捐，帮助吴晨一家度过难关。

吴晨最终不幸离世。他的妻子在悲
痛之余，对侨胞们的帮助深表感激：“在
困境中，我收到了同胞们的爱意与温
暖。如果没有侨联和侨胞搭建的生命

线，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以撑过那段艰
难的日子。”

除了搭建侨胞的“生命线”，侨情
信息管理系统还成了浙江侨商的“任意
门”。每当有本土企业试图寻找海外合
作伙伴，或有海外侨资企业寻找国内商
机时，系统总是能让双方迅速匹配。就
如“任意门”，推开了就能到你想去的
地方。

百草味集团是浙江知名零食企业，
以坚果销售为主营业务。今年“双 11”
购物节前夕，原有的采购渠道受阻，公
司面临无货可售的窘境。

百草味集团董事长邱浩群偶然间跟
周松一提起了这个烦心事。周松一当即
表示，自己可以为百草味集团寻找其他
国家的坚果货源。“我当时很惊讶，甚至
有点不相信。临时联系好几个国家的坚
果生意，在我看来是非常困难的。”邱浩
群说。

通过侨情数据查询，周松一很快联系
上了南非、澳大利亚、土耳其等地的侨胞。
不少侨胞表示愿意牵线搭桥，为邱浩群寻
找合适的坚果供应商。甚至有侨资企业直
接表示，愿意接下坚果供应业务。

“很快，在许多热心侨胞的帮助下，我
的燃眉之急解决了！”邱浩群高兴地说。

不负广大侨胞期许

侨情数据管理系统的建设成果喜
人。但是，作为浙江省“智慧侨联”的
基础数据部分，它承载的期望还有很多。

周松一介绍，目前系统只是对侨联
单向开放。未来，系统将对海外的华侨
华人组织敞开大门。“在世界各地有 700
多个浙江侨团，我们希望通过‘网格
式’管理，将系统开放给侨团的主要负
责人。”他表示，这样既可以加强各个地
区侨情信息的更新和管理，也有利于促
进海内外侨胞的沟通与互动，让侨胞做
到“游而不离”。

升级之后，侨情数据管理系统不仅可
以查询数据，信息传播渠道也会得到拓展。

若系统进一步完善，张红阳希望在
系统内建立一个“菲律宾侨胞应急救助
群”。她说：“我觉得侨情数据管理系统
应对这种紧急突发情况还是很有帮助
的。通过对当事人的实际救助和心理上
的疏导，促进海外侨胞互帮互助。”

邱浩群也表达了自己的期待：“浙江
侨胞分布在世界各地。我们通过侨情数
据管理系统寻找合作对象，一是信誉有
保障；二是网络非常方便快捷，可以及时
地给我们提供很多海外的信息。”未来，
他还希望可以通过该系统拓展海外商业
合作，把百草味的产品卖到世界各地。

“侨胞是我们散落在世界各地的珍
珠。我们将通过‘智慧侨联’建设，把华侨
华人、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连成一片，打
造信息互通的共同家园，推动侨联工作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为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贡献侨界力量。”浙江省侨
联党组书记、主席连小敏如是说。

上图：杭州市侨联举办的“侨情信
息登记”专题培训活动现场。

浙江省侨联供图

侨 情 乡 讯

近日，被命名为“尼斯光之湾”的首届尼斯中国传统灯会拉开序幕。灯会
将横跨法国圣诞、新年假期和中国的春节、元宵传统佳节。灯会将为法国的华
侨华人找回儿时记忆，重温遥远又亲近的中国传统新年氛围，同时也为法国民
众提供一次欣赏东方传统文化和习俗的机会。

上图：尼斯市长埃斯特罗西与中法少年们一起点亮蓝色海岸的中国灯火。
下图：“二龙戏珠”中国彩灯在尼斯天使湾凤凰公园的湖面上亮相。

黄冠杰摄 （欧洲时报）

希腊华二代投身中希贸易：

爱琴海上再扬帆
蔡 玲

为侨商交流穿针引线 为侨胞提供实用信息

浙江网上“侨家大院”暖意浓
孙少锋 沈丹玲

为侨商交流穿针引线 为侨胞提供实用信息

浙江网上“侨家大院”暖意浓
孙少锋 沈丹玲

侨界关注

2017年以来，为适应不断
变化的海外侨情和全省侨联深
化改革的实际需求，浙江省侨
联以网上侨联建设为抓手，以
开放运行、共建共享、有效侨
情数据实时掌控为目标，开发
打造了浙江省侨情数据管理系
统。该系统自今年 5 月正式上
线运行以来，得到侨胞的热情
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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