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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归侨王文教：

归国当无悔 羽球开路人
吴 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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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部海外侨情年度报告发布

本报电（张晓洁） 近日，由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举办的 《世界侨情蓝皮书：世界侨
情报告 （2019）》（以下简称“报告”） 发布会在北京举
行。该报告是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编撰的首部海外侨情年
度报告。报告按照各大洲主要国家地理空间划分，重点梳
理分析2018年30多个国家的华侨华人在拓展、融入、生活
等方面的大事，涉及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侨社、侨团、侨
报等信息。报告旨在全面系统地展现 2018 年侨情发展概
况、重大事件、热点问题与政策变化，为侨联和侨务工作
者、华侨华人和国际移民研究者及关注侨情动态的社会各
界人士提供参考。

发布会上，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所长张春旺表示，华
侨华人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
程中承担着重要作用，整体把握世界侨情有其必要性。

侨 情 乡 讯

美国侨领向浙江衢州捐赠史料

本报电（何珊）近日，美国侨领陈灿培夫妇向浙江衢州博
物馆捐赠杜立特行动及飞虎队史料。这批史料共有116件，其
中包括杜立特突袭的 B-25同型战机零件、杜立特突袭行动
纪念徽章、杜立特突袭者亲笔签名及当时的报纸、杂志等。

1942年，美国“杜立特飞虎队”在开展反法西斯行动
返途中，得到衢州人民的救助。2018年10月，衢州“杜立
特行动纪念馆”开馆。

陈灿培夫妇的此次捐赠举动得到了浙江省侨联和衢州
市委统战部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省市侨联主动对接、
积极推进，使这批史料顺利落户衢州。

浙江省侨联主席连小敏在捐赠仪式上高度赞扬陈灿培
夫妇捐赠文物的爱国善举。他表示，衢州侨联充分发挥了
桥梁和纽带作用。希望衢州能传承好这段光荣历史，讲好

“衢州故事”，续写中美友谊。

《世界侨情报告（2019）》发布会现场。 张晓洁摄《世界侨情报告（2019）》发布会现场。 张晓洁摄

图为陈灿培夫妇捐赠的部分文物。
（图片来源：浙江侨联）

2019 全球华侨华人年度评选颁奖典礼举行，王文教
（右一） 获评年度人物。 中新社记者 翟 璐摄

当地时间 1 月 11 日晚，休斯敦华
侨华人举行 2020 年“拥抱春天”春节
联欢晚会，庆祝即将到来的新春佳节。

上图：休斯敦华侨、北美广陵琴
学社社长季家锦等演奏古琴乐曲 《清
平乐》。

左图：休斯敦少林寺文化中心的
学员表演中国功夫。

中新社记者 曾静宁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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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定第三届进博会展位”

“我已经预定了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的展位，并计划参加其他几个地
区性和专业性展会，把事业重心进一步
向中国倾斜。”美国寇菲护肤品公司总裁
蒋勇向记者聊起新年计划。“2020年，我
们将与中科院几家研究所合作，在中国
设立新技术研发基地、开展相关产品联合
研发，还将与天津一家医药公司在护肤、
生发、疾病防护等领域进行生产合作。”

作为两届进博会的常客，澳大利亚
CPG 集团董事长曹佩青同样早早锁定了
第三届进博会的展位。她旗下的文创品
牌“Space18”在进博会上广受欢迎，让
曹佩青对进军中国市场更有信心。在她
看来，“随着中国人生活水平的提高，个
性化文创产品成为人们的时尚新追求。
2020 年，我将在创意基础上更注重高端
制造、绿色环保，满足中国消费者对产
品质量的要求。”

今年春节后，德国汉堡华人华侨联
合会副会长张禹华在湖南投资的一家汽
车产业园区将大规模投入生产。“当地政
府在政策、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给我很多
帮助。园区将引进德国汽车产业最先进的
技术，打造高科技、自动化生产线。”

卓武也将目光瞄准产业园区。“新的
一年，我重新定位了企业的发展方向
——从扎根传统贸易领域转向在国内打
造产业园区。我们将与国内医药公司、
医疗器械产业园及地方政府加强合作，
进一步深耕生物科技、医疗器械和农产
品深加工等新领域。

澳大利亚悉尼青年华人商会会长付
智涛正专注于无人机的研发和生产。他
在家乡焦作的地理信息产业园创办了一
家无人机人工智能应用企业。新年伊
始，地方政府领导及工作人员来园区观

摩考察，付智涛和团队成员做了现场汇
报演示。“无人机应急管理系统可整合优
化应急资源，应对多发、突发性公共事
件，在未来新型城市应急管理中将大有
可为。”在家乡创业，付智涛干劲十足。

“中国市场那么大”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开放的市场。
日益健全的法律制度和不断完善的市场
环境，正不断提高中国吸收外资的综合
竞争力。我对投资中国充满信心。”蒋勇
道出了广大华商的心声。

《外商投资法》《优化营商环境条
例》同步落地实施、对850余项商品实施
低于最惠国税率的进口暂定税率、降低
与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双边贸易协定及亚
太贸易协定的协定税率……2020 年一开
年，一系列扩大开放的利好消息扑面而
来，让众多海外华商振奋不已。

“2020年，我看到了更多的机遇和希
望。”卓武表示，“作为中国第一部外商
投资领域的基础性法律，《外商投资法》
以立法先行的方式，为有效利用外资提
供了更有力的制度保障。降低关税、优
化营商环境等实实在在的举措，为全球
企业带来机遇，也为我们提供了更多与
国内企业进行产业合作的机会。海外华
商回国投资有保障、有红利、有动力！”

“中国市场那么大，新兴产业和新机
遇那么多，营商投资环境越来越好，政
府服务效率越来越高，值得所有人都来
看看。尤其对熟悉国内情况的海外华商
来说，中国市场是不容错过的机遇，回
国投资创业是明智的选择。”付智涛说，

“找准产业试一试，抓住机遇闯一闯，海
外华商搭上中国高速发展的快车，和祖

（籍） 国共同成长。”
“2020 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

我们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

百年奋斗目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
2020年新年贺词让张禹华印象深刻。

“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
是全球重要的消费市场。许多德国企业
对中国市场兴趣浓厚、信心十足，纷纷
来华布局投资。相信 2020 年的中国将更
加自信，更加开放！”张禹华说。

“助力更多外企落地中国”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曹佩青兴致勃
勃地分享了近期的一个好消息。“在我们
的牵线下，澳大利亚一家海鲜公司在上
海完成了品牌落地，进入中国市场。”除
了经营文创产品业务外，作为澳大利亚
悉尼上海商会顾问的曹佩青，还积极拓
展公司市场策划及广告营销业务，为中
澳经贸合作架桥铺路。

“不少海外华商掌握双语能力，熟悉
祖 （籍） 国和住在国的商业规则，具备
国际视野和多元文化优势，能够帮助更
多企业落地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曹佩青说，“目前，企业正在尝试为留学
海外的中国学生提供一个孵化平台，帮
助他们学习市场营销知识，积极融入当
地主流社会，使他们成长为有能力、有

创意的国际化人才，为中澳经贸交流合
作储备生力军。”

在山东淄博设立新的研发和销售中
心、与吉林长春一家企业签订自贸区销
售协议、与河北两家公司签订引进新技
术和新产品的全面代理协议、迎接一家
中国企业团队赴美考察……最近，蒋勇
马不停蹄地开启了2020年的工作日程。

“当今世界，开放合作是主流。企业
的发展也是一样，合作才能共赢。任何
拒绝合作的企业，将失去机遇和市场。”
蒋勇表示，“海外华商是中外经贸合作的
天然媒介。一方面，我们能够接触到更
多国际新技术、新产品，并结合中国市
场需求做出合理规划；另一方面，我们能
够帮助国外企业更好地熟悉中国的市场
环境，做好进入中国市场的各种准备。”

“新的一年，我将继续发挥好牵线搭
桥、穿针引线的作用，促进中国和肯尼
亚的经贸合作。”卓武说，“目前，已经
确定的工作主要有：组织肯尼亚进口企
业参加广交会、组织肯尼亚出口企业参
加上海进博会、办好第三届中肯合作论
坛等。”

上图：蒋勇 （右二） 在第二届进博
会展台前与合作企业代表合影。

（蒋 勇供图）

2020，华商投资中国信心更足
本报记者 李嘉宝

近日，肯尼亚中华总商会会长卓武在微信朋友圈接

连转载两条消息：“自2020年1月1日起，中国对来自肯

尼亚的冷冻牛油果关税税率从30%下调至7%。”“自2020

年1月1日起，中国对850余项商品实施低于最惠国税

率的进口暂定税率，商品数量比2019年增长超过20%。”

“中国兑现持续扩大开放的承诺，在满足国内消费

需求、优化公平竞争市场环境的同时，还将为全球企业

带来更多发展机遇。”卓武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新的一年，更多海外华商从祖 （籍） 国进一步扩

大对外开放的铿锵足音中获得信心。展望2020年，“到

中国投资”成为不少华商计划表上的重要内容和优先

选项。

侨 界 关 注

近日，87岁的王文教获评“2019全球华侨华人年度人
物”。他为中国羽毛球事业做出的贡献得到了人们的敬意。

“留在中国发展羽毛球”

1953 年，作为印尼羽毛球国手的王文教，跟随印尼
华侨青年体育观摩团到中国参观比赛。“我和当时的中国
冠军打友谊赛，第一局15比0，第二局15比6。这样的比
分让我很难受，中国这么大的国家，羽毛球水平却这么
差。当时我就想留在中国发展羽毛球。”由于当时观摩团
50 名成员用一张集体护照，为了保证其他人顺利回国，
王文教必须随团返回印尼。

但是，王文教回中国的念头并没有消失。回到印尼
后，王文教经过多方努力，终于做好了回国的各种准备。

1954年5月6日，海轮“芝利华”号拉响汽笛，载着一
批印尼华侨青年缓缓离开雅加达，驶向新中国。王文教正是
这些心怀报国之志的青年中的一员。

4个人的“准”国家队

回国之初，羽毛球运动员的训练条件很差，甚至连场
地都很难找到。王文教只能在天津的基督教青年会礼堂训
练。每天，队员们先乘公交车，再转有轨电车去训练。

那时，中国羽毛球队只有王文教和陈福寿、黄世明3个
人。“3个人连双打都练不成，只能从北京华侨补习学校找
了一个会打羽毛球的同学来陪练。”不久之后，施宁安从印
尼回来。至此，这支4个人的“准”国家队才建立起来。

1956年 11月，福建省成立了中国第一支省级羽毛球
队，随后上海、广东、天津、湖南、湖北等省市相继建
队。运动员们以王文教和陈福寿合写的 《羽毛球》 一书
为指导刻苦训练，技术水平有了明显提高。1965 年，王
文教带领汤仙虎、陈玉娘、梁秋霞等组成中国羽毛球队
来到丹麦，与当时的世界冠军进行了一场较量。他回
忆：“当时，当地一家报纸登出‘中国人会打羽毛球
吗？’的文章，质疑中国运动员的水平。比赛结果是汤仙

虎大胜丹麦运动员、羽毛球世界冠军奥尔胡斯，第一局
15比5，第二局15比0。第二天，报纸上又出现了赞叹中
国羽毛球技术的文章。”

“我的根在这里”

在 1982年的英国汤姆斯杯比赛中，中国队击败了“七
冠王”印尼队。谈到这场比赛，王文教从家中摆满奖杯和
照片的橱窗里拿出了一张泛黄的相片，言语间难掩自豪。

“这是英国女王和时任国际羽联主席在给中国队颁奖。”
执教 20余载，在王文教带领下，中国羽毛球队一共

获得 56 个单打世界冠军和 9 个团体世界冠军，他还培养
出了杨阳、赵剑华、李永波、田秉毅等羽球人才。

回国 60余年，王文教心中始终牵挂着祖籍地福建泉
州。2019年9月，王文教再次回到泉州南安，终于找到老
家祖厝。“我给新建的祠堂剪了彩，心里非常高兴。”王
文教说，“我在印尼出生长大，但我的父母经常跟我说，
有机会要回老家看看。我的根在这里，我终于做到了。”

（来源：中新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