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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激情的事，一定能做好”

戈峻似乎总在逆流而行。
20 多年前，从美国路易斯克拉

克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后，他拒
绝了美西最大律师事务所，进入当
时还是一家中型规模科技企业的英
特尔。

没多久，英特尔打算扩大亚洲
地区业务规模，并在中国建立芯片
封装测试厂，他决定调到位于香港
的英特尔亚太区总部，参与亚洲地
区业务拓展。身边人都反对：“好不
容易留在美国，为什么要走？”

几年后，他又放弃在香港积累多
年的工作基础和社会关系网络，举家
搬至上海，负责英特尔在成都等地的
项目投资。为此，他不惜大幅降薪。

2014 年，已是英特尔中国执行
董事和全球副总裁的他，离开英特
尔，加入苹果公司，负责参与苹果
在亚太特别是中国大区的发展。那
年，苹果在中国市场遭遇不少困
境，一般人望而却步。

“永远不走常人走的路。”这是
戈峻不变的答案。看似逆流而行，

实际是追寻内心召唤。“我相信，最
有激情的事，一定能做得最好。我
喜欢尝试让人惊心动魄的新机会，
挑战自己。”

当初许多人觉得，戈峻将自己
的事业重心从美国一步步转向中
国，会不会让人生的路越走越窄。

“恰恰相反，我每走一步，眼前的路
都变得更为宽广。”戈峻说。

“让小蚂蚁变成大象”

2019 年 4 月，戈峻又做了一个
身边人几乎都反对的决定——离开
跨国公司，加入中国民营企业。面
对不解，戈峻的回答与过去相同：

“激情所驱，兴趣所在。”
激情从何而来？“目前，绝大部

分平台型企业都采用 B2C 模式，而
天九共享选择 B2B 模式，即搭建一
个平台，将全球的创新创业项目与
企业家资源进行对接。各地的企业
家利用其丰富的资源和经验，可以
帮助项目迅速做大铺开，让小蚂蚁
变成大象。这类模式在全球还很少
见。”戈峻找到了熟悉的兴奋感。

“也许我可以把这个平台从中国做到

全世界！”
过去大半年，戈峻花费心力最

多的工作是推动集团国际化。短短
数月，西欧、拉美、东欧等地的分
公司相继成立。借助这个平台，中
国的创新创业项目有机会走出国
门，与国际市场、资本和企业家对
接，不少海外的好项目也被引进
来，在中国市场落地。

从为跨国公司开拓中国市场，
到带中国企业走向国际舞台，戈峻
的事业选择始终与中国紧密相关。
于他而言，最大的激情来自中国。

“我相信，机会在中国。离中国越
近，就离市场越近、离未来越近。”

“贡献中国企业的力量”

“你看，这个室内跳伞项目是我
们海外团队在美国挖掘的，正打算
引入中国。这个通航航空项目借用
了‘空中滴滴’概念，搭建空中共
享出行平台。”戈峻点开手机上的

“天九云”应用程序，兴致勃勃地向
记者展示正在招募企业家参与经营
的各类创新创业项目。

不难发现，这些项目都与共享

有关。“既然交通工具、房屋可以共
享，那么商机、资本、商业模式、
人力资源为什么不能共享？”几个月
来，戈峻受集团在区域商机共享、
资本渠道共享、国际市场共享等方
面多年实践的启发，开始思考这个
问题。

2019 年 11 月底，首届全球共享
经济论坛暨全球共享经济联盟成立
大会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作为联
盟秘书长，戈峻与参会的250余位各
国政商分享心得：“大共享经济有助
于知识、技能、资金和企业家精神
的互通。企业家通过分享，可以最
大限度地利用闲置资源，提升效率
和价值，减少资源损耗。”

华丽转身之后，戈峻在“大共
享经济”中找到新激情。这不是一
次简单的“脑洞大开”。“在共享经
济领域，中国走在全球最前沿。我
们希望站在全球角度，通过推广大
共享经济理念，为全球经济的互联
互通贡献来自中国企业的力量。”戈
峻说。

上图：2019年 11月28日，首届
全球独角兽商机共享大会在奥地利
维也纳召开，戈峻现场致辞。

郭晓瑜摄

旅美华侨戈峻：

离中国越近，离未来越近
本报记者 严 瑜

眼前的戈峻，修身西服、牛仔裤，脸上挂着明朗笑容，
说起新鲜事物，眼里有光。

翻开他的履历，光彩亮眼：英特尔公司全球副总裁、苹
果公司全球副总裁、英伟达公司全球副总裁……大半年前，
这位爱好科技、喜欢挑战的旅美华侨，又完成一次职业生涯
的转身：结束近30年跨国公司任职经历，投身中国民营企业
天九共享集团，任集团董事局执行董事、全球首席执行官。

简 讯简 讯

浙江宁波“侨梦苑”宁海中心揭牌

近日，浙江宁波“侨梦苑”宁海中心揭牌仪式在宁
波生物产业园举行。

“侨梦苑”是国务院侨办与地方政府联合打造的国家
级侨商产业聚集区和华侨华人创新创业聚集区。浙江宁
波“侨梦苑”是全国第 16 家、浙江省唯一一家“侨梦
苑”。此次揭牌的宁海中心以宁波生物产业园为依托，以
生物医药产业为主体，以科技研发及高新技术产业为战
略重点，聚焦科技研发机构、华侨华人高层次人才、海
外专业人士和侨商组织、各类科技服务等要素，形成从
高端人才引进、科技机构设置、研发孵化项目到落地生
产制造的“一站式”服务体系，打造华侨华人高层次人
才创新创业基地。

宁波生物产业园作为宁波市政府和中科院上海药物
研究所共同建设的生物产业创新平台，目前吸引了以紫园
生物、中加低碳为代表的90余家高新技术企业落户园区。

中华文化展魅力

据南美侨报网报道，在中巴文化交
流中心主席罗士豪的推动下，巴西圣保
罗市“中秋日”提案最近获得市议会表
决通过，并由议长爱德华多签署实施。
这是继圣保罗市议会将 8 月 15 日设为中
国移民日后，华人在圣保罗市的又一个
重要节日。

“中秋节是中国人重要的传统节日，
许多巴西朋友对中华传统文化很感兴
趣。”罗士豪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当
地议员的主动邀请下，我积极宣传中秋文
化的独特魅力，为法案通过尽了一份力。”

在莫斯科，俄罗斯孔子文化促进会
会长姜彦彬刚刚承办了一场活动。不久
前，来自中国山东的齐鲁文化体验中心团
队来到莫斯科交流展演，通过汉服体验、
书画大师授课、非遗产品观摩等环节，为
中外观众献上一场齐鲁文化盛宴。“许多
俄罗斯朋友关注、热爱孔子文化，甚至能
随口说出孔子的名言。”姜彦彬说。

在美国洛杉矶，美国橙县华人联合
会会长周晏羽用一双巧手，让家乡精致
的蜀绣收获了一大批异乡“粉丝”。

“我刚来美国时，曾做了一个蜀绣的
靠垫套，送给语言学校的老师表达谢
意。她对蜀绣工艺赞不绝口，还用镜框
把它装裱起来，作为一件艺术品收藏。”
周晏羽回忆说。

如今，周晏羽把蜀绣做成了事业。

她成立了生产蜀绣产品的公司，还在洛
杉矶等南加州地区办起培训班，为华侨
华人子女和美国青少年提供免费学习蜀
绣文化的机会。

佛家拳传承人伍新雄不仅有“洋粉
丝”，还收了不少“洋弟子”。2016 年
起，他先后在美国纽约、洛杉矶开设两
家佛家拳传承基地，并与其他城市的 12
个团体达成合办传统武术培训基地的协
议。目前，伍新雄的徒弟已有 6000 多名，
不少“洋弟子”还取了冠以“伍”姓的中文
名，表达对中国老师的尊重。

“教授佛家拳，更要传授中国武术文
化。”伍新雄说，“习武之人更应重‘文’，发
扬‘武德’，我将这个道理同样讲给我的外
国学生们。”

找对路子是关键

“我们的演出通常都能得到当地政府
的大力支持。”李青霞告诉记者，“巴西
西南部的伊瓜苏市政府已经连续 3 年举
办中秋‘月光节’活动。今年，我们联系了
来圣保罗演出的上海鼓舞队，助兴‘月光
节’演出。极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表
演，吸引了上千当地观众到场观看。”

如何让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扎
下根？

在姜彦彬看来，创新传播手段是关
键。“齐鲁文化体验中心展演团设置了现
场展示、讲解、体验等互动形式，借助精准
的中俄文翻译，帮助俄罗斯朋友理解传统

齐鲁文化的内涵，满足了他们的需求。”
周晏羽讲究“润物细无声”。从围巾

披肩、服装鞋帽等日用品，到笔记本、
名片夹等办公用品，公司生产的蜀绣产
品种类丰富多样。周晏羽将中国的山水
风景、历史故事、人物典故等融入蜀绣
图案，借蜀绣作品向观众展示中国传统
文化的魅力。

“在蜀绣培训班，我们用中文教孩子
们学习简单的蜀绣工艺，进而介绍独具
特色的巴蜀文化和源远流长的中华文
化。希望他们真正认识并爱上中国传统
文化。”周晏羽说。

伍新雄向记者分享了一次难忘的经
历。在韩国的一次表演中，一位韩国嘉
宾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人喜欢练
武，是不是因为中国都好勇斗狠？”伍新
雄马上通过翻译回应：“汉字中的‘武’
由‘止’和‘戈’组成。武者，止戈
也。热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观众席中爆发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武术有派别，武术精神无国界。推
崇中国传统武术文化‘走出去’，找对路子
是关键。增强文化自信，通过沟通交流积
极消除文化隔阂非常重要。”伍新雄说。

文化交流正当时

得知“中秋日”法案在圣保罗议会通
过的消息，李青霞兴奋地说：“这是圣保
罗华人的一大喜事！”她早早地筹划起
2020年中秋节的庆祝活动。

“2020 年的中秋节和国庆节是同一
天。我们计划同时举办欢度中秋节、庆
祝新中国成立 71 周年系列活动。”展望
新的一年，李青霞干劲十足，“每逢佳节
倍思亲。同乡聚会、吃家乡菜、品尝月
饼、举办传统文化演出等是海外华人必
不可少的中秋项目。明年，中秋节赶上
国庆日，一定会更热闹！”

在莫斯科，齐鲁文化盛宴仍在继
续。继首场齐鲁文化展演在俄罗斯孔子
促进会成功举办后，第二场展演走进莫
斯科民族宫。书法、拓片、汉服及礼仪
表演，再次赢得满堂喝彩。

“齐鲁文化展的装修风格、摆放物
品、活动内容等，都体现出浓厚的齐鲁
文化氛围。许多观众说，来到这里，就
像到了中国。”姜彦彬说，“中俄关系已
提升为‘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
关系’，中俄友好为文化交流奠定了坚实
基础。在俄华侨华人生逢其时，有热
情、有信心向俄罗斯社会更好地传播中
国传统文化，促进中俄民心相通。”

周晏羽正在为大洛杉矶地区首届中
华传统文化庙会做准备。“庙会将于2020
年春节期间举办，集中展示中国非物质
文化遗产、刺绣剪纸等工艺、中国戏
曲、中华美食等。我们希望与当地民众
共庆中国传统节日，向当地社会展示华
人社区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促进各族
群包容发展、和谐共生。”周晏羽说。

上图：圣保罗华星艺术团举办 2019
年中秋庆祝活动。 李青霞供图

中国故事的讲述者、传播者和传承者

侨力助推中国文化“花开”海外
本报记者 李嘉宝

岁末年初，圣保罗华星艺术团团长李青霞的
工作行程满满当当。带领华星艺术团参加圣保罗
领事保护招待会，赴里约热内卢参加庆祝澳门回
归祖国20周年演出，举办辞旧迎新舞会……李青
霞马不停蹄，却乐在其中。

“巴西许多地区正掀起‘中国热’。”李青霞告
诉记者，“我们不仅在侨社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
还深入巴西各城镇及边远地区，向当地民众展现
中国传统文化的风采。”

对生活在海外的华侨华人来说，传统文化是
刻入骨髓的精神基因、融入血液的共同记忆。如
今，越来越多海外华侨华人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
讲述者、传播者和传承者，推动中国传统文化

“花开”海外。

侨 界 关 注

近日，由河南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和希腊雅典中文学校主办
的“2019中华文化大乐园——希腊雅典营”开营仪式在雅典中文学
校举行。当地华侨华人及师生近 300 人出席。在接下来的两周时间
里，大乐园的 12 名老师将分别传授汉语知识、少林武术、民族舞
蹈、声乐、葫芦丝演奏、中国书法、绘画、手工制作等课程。图为
手工老师郭玲玲在给营员们戴上他们自己制作的帽子。

王 继摄

中华文化大乐园在希腊开营中华文化大乐园在希腊开营

中国侨联厦门海外研修班举行

近日，由中国侨联、福建省侨联主办，厦门大学、
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承办，厦门市侨联协办的中国侨
联海外联谊研修班在厦门大学举办，来自36个国家和地
区的66名海外侨领代表参加研修学习。

这些学员称，通过学习，自己更加明确了作为侨领
的使命和担当。他们纷纷表示，将进一步凝聚共识，提
升当地侨社的凝聚力和影响力，展示侨胞良好形象，做
侨社和谐发展的领路人，带领广大海外侨胞充分把握中
国发展带来的机遇，找准“一带一路”建设的对接点，
融入和回馈住在国。

学员们表示，他们将以此次研修学习为契机，继续
深化对祖 （籍） 国国情的认识，提升海外侨团发展本
领，增强讲好客观、真实、立体的新时代中国故事的能
力，做中外文化的传播者和民间外交的践行者。

“海外华人精英浦东行”在沪举办

近日，上海浦东新区招才引智品牌项目“海外华人精
英浦东行”暨“春晖杯”优胜项目对接活动举办。活动围绕

“才聚浦东，筑梦未来”的主题展开，目标是整合海外高
层次人才资源，努力探索并持续创新“以才引才”模
式。此次活动通过精准化、专业化、市场化的运作，邀
请了40余位海外华人精英人才参与。

据了解，参会者来自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信息技
术、芯片产业、能源环保、金融投资等领域。参加“海外
华人精英浦东行”的嘉宾中拥有博士学位的高达79%，拥
有硕士学位的比例为21%。

在为期4天的活动中，通过政策解读、导师分享、实
地考察和匹配对接、专题讨论等形式，参会人员深入了
解浦东以及上海新一轮的发展规划、发展需求。同时，
参会者结合自身创新创业实践需求与浦东众多机构进行
了实际深入对接。

自 2008年起，在浦东新区区委组织部、新区人社局
指导和支持下，“海外华人精英浦东行”已经成功举办了
11 届，成功促成 1003 位海外华人精英到浦东“走一走、
看一看、听一听、聊一聊”。其中，20%左右的海外高层
次人才已经回国发展。

（来源：中国侨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