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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2019全球华侨华人年度评选”颁奖
典礼在北京举行。现场揭晓“2019 全球华侨华
人十大新闻”“2019全球华侨华人年度人物”及
特别致敬奖。

上图：南侨机工群体获得组委会特别致敬。

活动现场，南侨机工后人现场朗诵《祖国我来
了》，再现南侨机工对祖 （籍） 国的赤子之情。

右图：活动现场，孩子们合唱 2019 全球华
侨华人年度人物、归侨作曲家谷建芬的歌曲。

（本报记者 李嘉宝摄）

2019年11月23日，珞珈山
上秋韵正浓。武汉大学珞珈法
学发展基金签约仪式正在举行。

麻花辫、黑框眼镜、民族风
披肩，人群中的黄诗予眼含笑
意，引人注目。她是武汉大学
1991届校友，一位加拿大归侨。

黄诗予已记不清这是她做
过的第几个慈善项目、捐出的
第几笔款。她希望，自己捐助
的这项基金能“培养更多懂法
之本质、执法之正义的法律学
子，为国家法治建设添砖加瓦”。

“母亲对我影响很大”

1975 年，黄诗予出生在广
西的一个大家庭，兄弟姐妹 9
人，她排行老六。为了养活这
群孩子，黄诗予的母亲曾在集
市上卖菜，回收医院打吊针的
玻璃瓶，艰难度日。后来，母
亲将甘肃的冬虫夏草、砂仁等
中药运回广西出售，生活逐渐
好转。

虽然家里生活不富裕，但
母亲仍尽力帮助更困难的人。
在黄诗予的记忆里，每年从农
历大年二十八开始，母亲就煮
上很多稀饭和青菜，一大锅一
大锅地放在门口，让流浪的人
吃上“年夜饭”。“母亲的善举
对我影响很大。”黄诗予说。

也许是继承了母亲的经商
头脑，黄诗予大学毕业后在广西南宁开了一家建筑设计
公司，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后来，她远赴加拿大学习深
造。初到异乡，黄诗予倍感孤单。她在日记本中称自己
为“恋家之人”，表达对家乡的思念。

黄诗予在加拿大和美国生活了十几年。她曾在一家
生物工程公司任职，并担任加拿大广西总商会执行会
长，鼓励加拿大企业投资中国，积极搭建中加商业桥梁。

“勿以善小而不为”

2011年，黄诗予将事业重心转回中国。在经营事业
的同时，她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慈善事业。“企业家
应回馈社会，承担社会责任。”黄诗予说。

通过“一千个母亲一千个春天”慈善活动为广西的
贫困女性筹集善款，在世界客属第24届恳亲大会上助力
广西经济建设，关注并帮助重症患者……黄诗予的生活
忙碌而充实。在她看来，“做慈善就是‘勿以善小而不
为’。你的一点点努力，就可能帮助别人走出困境。”

在众多慈善项目中，黄诗予最关心的是教育扶贫。
自2013年起，黄诗予每年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捐款并设
立“贫困地区支教”基金，向百色市凌云县沙里瑶族乡
输送支教老师。“支教能为贫困地区的孩子带来希望，帮
助他们通过学习改变命运，回馈社会。”

黄诗予还和支教老师们成了好朋友。她被亲切地称
为“知心姐姐”。一次，黄诗予和支教老师们翻山越岭，
走了一天一夜，拜访一户贫困家庭。见到家里的3个女孩
因贫困辍学，黄诗予决定长期资助她们。她劝说女孩们
的父母支持她们上学。在黄诗予的帮助下，3个女孩重新
背起书包，看到了更精彩的世界。

“爱的传承让我欣慰”

一天，黄诗予收到一封来自广东深圳的信，字迹清
秀：“阿姨，我捐出了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资。我想向
您学习。”来信者是黄诗予此前捐助过的学生。

黄诗予回忆起，这位学生以前也曾给她写过一封
信，感谢她的帮助。信中说：“我一定要好好学习，考上
大学，回来帮助更多的人。”黄诗予说，这种爱的传承让
她很欣慰。“爱，正是慈善的精髓。”

如今，黄诗予还担任中国侨联青年委员会副会长、
广西侨联青年委员会会长，用自身行动感染广大青年侨
胞。她同样将爱与慈善注入家庭教育，教育子女“做善
良的人”。为了帮助孩子更好地理解什么是“善良”，她
常常带孩子去孤儿院，看望自闭症儿童。她希望，通过
这种方式，让自己的孩子在潜移默化中感受爱的力量。

黄诗予还让孩子们收集多余的玩具，摆在路边，卖
给其他需要的孩子。“赚来的钱，一部分让他们自己分
配，一部分捐出去。帮助孩子学会理财，也学会做慈
善，这很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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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第一”到“世界第一”

2019年12月30日，北京至张家口的高速铁路开通运
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回望百年历史，更觉京张高铁
意义重大。

对此，祖籍张家口的王永鸿深有感触。“很小的时
候，我就知道‘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修建京张铁路的
故事。这是历史上中国自主修建的第一条铁路。时隔
100 多年，京张高铁成为全世界首条自动驾驶的高速铁
路。从‘中国第一’到‘世界第一’，京张线让我备感
自豪！”

去年 10 月，在河北参加世界华文媒体论坛期间，
“亮点国际新传媒”总编张萍专程赶到张家口，参观冬奥
会主赛场并了解京张高铁的建设情况。“京张高铁覆盖
5G信号、通过北斗系统导航，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和同行的华媒朋友们相约，要在2022年乘坐京张高铁
看冬奥！”

无线充电、智能灯光调节、无级变色车窗、无障碍
设施……正式通车后，京张高铁“黑科技”集中亮相，
让澳大利亚澳中商业峰会主席杨东东啧啧称赞。“从自主
设计修建零的突破到世界最先进水平，从时速35公里到
350 公里，从蒸汽机车到北斗卫星导航的智能高铁，京
张线是中国工业从无到有、由弱变强的一个缩影，见证
了中华大地的沧桑巨变。”

近日，新西兰中华青年联合会会长孙朕邦带着孩子回
国旅游。他早早制定了北京之行的计划——参观天安门和
故宫、体验京张高铁、在八达岭高铁站下车登长城……

“乘坐高铁奔驰在祖国大地上，有一种踏实的安全
感。”孙朕邦说，“期待高铁移动互联网和外语服务系统
进一步发展，让更多外国友人随高铁线路感受中国各地
的文化魅力，见证中国发展。”

“流动的中国”更具活力

谈起在国内的高铁“初体验”，王永鸿记忆犹新。
“当时我乘高铁从北京去天津。上车后偶遇一个朋友，我
们好像只闲聊了几句，火车就到站了。第一次感受高铁
速度，我既惊奇又震撼。”

让王永鸿印象深刻的京津城际铁路开通于 2008 年，
是中国大陆第一条高标准、设计时速为 350 公里的高速
铁路。随着中国高铁“八纵八横”版图的不断延伸，流
动中国的生动图景在中国大地上徐徐铺展。截至2019年
底，中国高铁运营里程达到3.5万公里，居世界第一。

“这几年回国，我切身感受到中国高铁在快速发展。
除了一、二线城市，越来越多的偏远地区加入‘高铁
圈’。高铁四通八达，给人们生活带来便利，给经济发展
注入活力。”王永鸿说。

对菲律宾浙江商会会长张红阳来说，高铁经常成为
她回国期间的“移动办公室”。“宽敞舒适、安全高效、
网路及通话信号稳定，高铁的乘车环境不断得到改善。
在高铁上快速收发邮件、及时处理工作，太方便了！”

建设一条翻越崇山峻岭的京张高铁仅耗时 3 年多；
从北京到近 200公里外的张家口，最快仅需 47分钟……
孙朕邦赞叹道：“高铁的高效率与今天快速发展的中国社
会相辅相成。”

“詹天佑修建京张铁路时，面对外国人的技术封锁和
冷嘲热讽，克服了重重困难。如今，依托强大的国力和
科技实力，中国高铁坚持自主创新，走在了世界前列。”
忆古抚今，张萍无限感慨。

在杨东东看来，中国高铁的发展成就充分展现了
“中国之治”的优势。“高铁建设投入大、周期长。中国
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从中央到地方统
一部署，稳步推进，成为高铁建设的坚强后盾。”

“一带一路”上的亮丽名片

作为一名传媒人，张萍经常到印度尼西亚工作。她
一直密切关注着印尼雅万高铁的建设情况。

雅万高铁连接雅加达和万隆两大城市圈，全长142.3
公里，是中国成套技术整体“走出去”的首条高铁，也
是东南亚地区第一条最高设计时速 350 公里的高速铁
路。2021年建成通车后，雅加达至万隆的铁路运行时间
将从现在的3个多小时缩短至40分钟。

在雅万高铁动工前，张萍作为华媒记者采访相关人
员，在报道中介绍了中国海南岛环岛高速铁路的建设和
运营情况。“中国在热带岛屿地区修建高铁的成熟经验，
可以供印尼借鉴。”张萍说。

伴随着“一带一路”的延伸，中国高铁加快“走出
去”的步伐。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高铁是我国装备制
造的一张亮丽的名片，成为我国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的

“抢手货”，要抓住机遇、乘势而上。
在张萍看来，中国援建雅万高铁，有利于改善印尼

基础设施条件，便利民众出行，带动沿线产业和经济发
展。“中国以实际行动证明，‘一带一路’是合作共赢之
路，将为相关国家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许多菲律宾朋友对中国高铁表达赞叹和敬佩之情，
希望政府能引进中国的高铁技术，改善交通问题。”张红
阳说，“中国高铁‘走出去’，不仅带去了技术，还展示
了中国的友好形象，有利于国家间加强各领域合作。”

王永鸿曾在埃及举办主题为“大美中国”的摄影
展，特意选取高铁题材的作品，展示现代中国的发展面
貌。“高铁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新动能’，中国高铁技
术还将为世界经济提供‘加速度’。”王永鸿说。

上图：2019年12月30日，旅客在八达岭长城站拍照
留念。 任 超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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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速度跑出大国自信
本报记者 李嘉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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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速度跑出大国自信高铁速度跑出大国自信
本报记者 李嘉宝

近日，回国参访考察的埃及埃中新闻网总编
王永鸿发现，随着京张高铁正式通车，家乡张家
口的太子城冰雪小镇更“火”了。

“京张高铁助力2022年北京冬奥会，我的家
乡张家口迎来新的发展机遇！”王永鸿高兴地说。

如今，越来越多回国探亲旅游、参观考察或
投资创业的华侨华人感受到高铁带来的便利。在
呼啸前进的高铁列车中，他们由衷赞叹，一个充
满发展活力的流动中国正在奔腾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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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鼓承接的印度尼西亚不锈钢冶炼一体化项目陕鼓承接的印度尼西亚不锈钢冶炼一体化项目
2020万万NmNm33/h/h空分装置空分装置

作为中国工业行业的“排头兵”企业陕西鼓风机（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鼓”），正以先进的分布式能
源技术、产品和系统解决方案深度参与“一带一路”建
设，用“走深走实”的实际行动讲述“一带一路”国际产能
合作的中国国企故事。

用“陕鼓速度”建设印尼空分装置项目

陕鼓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输出优质高效节
能的陕鼓空分系统解决方案，助力其经济发展。对此，陕
鼓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宏安表示，陕鼓在大型空分领
域具有显著优势，市场业绩已达到256台（套），仅空分单元
工程总包领域就有40余台（套），企业研制的10万Nm3/h
等级特大型空分压缩机技术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陕鼓以优质高效的 EPC 工程总包方案，承接了印
度尼西亚年产 300 万吨不锈钢冶炼一体化 20 万 Nm3/h
空分装置项目。20万Nm3/h空分装置的一次试车成功
及园区发电项目一单元一号机组的一次并网发电，都展
示了作为国有大型企业的陕鼓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
国企“加速度”。

2018 年 8 月，陕鼓在印尼建立了海外工程代表处，

项目团队克服重重困难，历时一年多，在沼泽地上建设
成了现代化工业园区，不仅推动了印尼钢铁行业的绿色
发展，也极大地提升了当地区域经济的发展和民生就业
水平。陕鼓用“一流水平、最短周期”的工程方案，诠释
出“中国制造”“中国方案”和“中国速度”。

用“陕鼓方案”为产能合作提供样板

在推进国际化发展实践中，陕鼓布局海外研发体
系，在欧洲、北美设立了国际研发机构，为陕鼓“能源互
联岛”技术和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创新“硬核”。

陕鼓与河钢集团塞尔维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
钢塞钢”）签订了高炉鼓风系统能效优化升级改造总承
包工程项目，为河钢塞钢两座高炉动力系统提供流程优
化、能效提升及节能降耗的分布式能源系统解决方案。
陕鼓创新开发的“能源互联岛”技术，通过对钢铁制造流
程能源互联技术的优化，为河钢塞钢高炉流程工艺能效
提升及优化提供有力的方案支撑。

陕鼓与河钢塞钢的海外项目牵手，是两家中国企业
积极践行“一带一路”倡议，深化战略合作，促进中国钢
铁行业及其装备和方案能力全面提升的合作典范。陕

鼓以高效优质的中国装备技术和系统解决方案，推动中
国钢铁产业的海外布局，为打造国际产能合作新样板输
出“陕鼓方案”。

用“陕鼓智慧”建设俄罗斯高炉项目

近年来，为推动高炉能量回收装置高效节能发展，
陕鼓在高炉煤气余压回收透平发电装置技术方面进行
持续创新，实现了新气动设计、大型焊接机壳、径向进气
轴向排气、新型叶根等技术的持续优化，实现了机组升
速、励磁控制、电压调节、并网控制功率因数调节、负荷
控制、顶压控制等的远程一键智能操作，“陕鼓智慧”推
动了国产化大型装备的高端化、智能化发展，在国际舞
台上赢得了话语权。

陕鼓与俄罗斯北方钢铁集团签订5580立方米高炉
煤气余热余压能量回收透平发电装置项目合同，成为欧
洲最大冶金高炉能量回收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之一。
同时，陕鼓自主研制的近 1000 台（套）高炉煤气余热余
压能量回收透平发电装置已应用于许多国家的钢铁企
业。全球为数不多的5000立方米以上高炉能量回收系
统装置中，约一半都配备陕鼓能量回收透平发电装置。

2019年，陕鼓大型机组产量、销售订货及年度各项
主要经营指标均创历史新高。作为中国工业行业“排头
兵”企业，陕鼓以“走出去、走进去、走上去”的国际化拓
展思路，正全力打造市场、研发、供应链、金融四个全球
创新体系，并与合作伙伴互为市场、互为资源，推动国际
产能合作走深走实。

··广告广告··
数据来源：陕西鼓风机（集团）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