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06 华侨华人

当地时间2020年1月11日，美
国“南加华人春晚”在美国加利福
尼亚州橙县尔湾登场。华人演员表
演了民乐、民歌、京剧、芭蕾、拉
丁舞、民族舞、钢琴独奏等精彩节
目，欢庆中国年。该晚会受到众多
观众欢迎。

上图：华人演员正在进行乐器
表演。

右图：演员正在表演芭蕾节目。
中新社记者 卢 威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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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有这样一群人，许多
年来默默无闻地坚持在海外推广中
华传统文化，只求传承，不为盈
利。来自中国香港的京剧迷、伦敦
京昆研习社创办人李惠馨就这样坚
持了20多年。

与“国粹”结下不解之缘

谈到李惠馨与戏曲的结缘，要
追溯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李惠馨
拜当时刚移居到香港的沪上梅派名
家包幼蝶为师，一学就是 9 年。这
期间，她一对一上课，共学唱了 20
多部戏。后来她爱上了更古老的昆
曲，拜当时在香港的前上海昆剧院
演员乐漪萍为师，一对一学习昆曲
基本功和闺门旦 5 年，打下了扎实
的基础。

上世纪 90年代末，李惠馨决定
与英国丈夫到英国定居。在与家乡
相距千山万水、文化环境截然不同
的英国，自己与热爱的戏曲是否就
此“分手”？对于她来说，答案显然
是否定的。到英国以前，为了坚持
戏曲爱好，李惠馨便已经开始查询
伦敦的中国戏曲活动。刚到英国，
她就结识了一批同样酷爱京剧的戏
迷。在她的倡议下，她与伦敦的几

个京剧“发烧友”合力创立了伦敦
京昆研习社。他们不仅组织表演活
动，还教授京剧和昆曲。

致力于传统文化的传承

细数这些年的收获，李惠馨十
分感慨。在英国提倡多元文化的政策
背景下，中国戏曲的传播也得到鼓
励。李惠馨说，这些年来他们的活动
曾多次得到地方政府和英国艺术局的
资助。十几年间，她的团队去过英国
35 个城市，在不少学校开办过工作
坊。谈到自己过去这 20年里取得的
成就，李惠馨很是欣慰。“我们这样
一个小组织，没有固定财团、资金支
持，能做到如此，已很满足。”

提到创办研习社的初衷，李惠
馨说，是为了保留在英国的戏曲人
才。有趣的是，许多华人学生正是
到英国后，在李惠馨及伙伴们的努
力推广下，才第一次接触到京剧。
在李惠馨多年的教学生涯中，学生
来自世界各地，有在英华人、有英
国本地人、有欧洲其他国家的人。

2014 年 ， 出 于 人 才 流 失 等 原
因，李惠馨关闭了伦敦京昆研习
社。但这并不代表她不再推广中国
戏曲。直到现在，她仍致力于戏曲

的推广教学。
现在，李惠馨对中国戏曲在英

国的传承和发展又有了新的梦想。
“我希望能有更多机会推广中国戏
曲，并培养出可以将这种文化传承
下去的学生。”

让世界品味中国精彩

李惠馨正努力将戏曲文化推广
到英国本土的青年人身边。“我最好
的学生是一个两米高的英国人。他一
句中文都不会，但是却唱得很好。我
一个字一个字地教他，4年来，他也对
戏剧有心得、有研究了。”

谈到戏曲在海外的发展，李惠
馨态度乐观。她说，无论是学术支
持还是资金支持，哪怕是通过赞助
的形式向大家赠送戏票，都是对文
化传承的支持，“我认为传播戏曲文
化需要一个系统、组织去推广，也
一定要有商业性，否则没办法维
持”。其次，她表示，“希望两国的
学府有更多机会来往，比如将中国
戏曲纳入选修课程，计入学分等，
这样既能提高学校的名誉，又能丰
富学生课程，一定是很有意思的一
件事。”

（来源：中国侨网）

中国驻德使馆举行春节招待会

日前，中国驻德国大使馆隆重举行农历庚子年春节招
待会。旅德华侨华人、学生学者和中资机构代表等共400余
人欢聚一堂，喜迎新春。

中国驻德国大使吴恳在讲话中向全体旅德华侨华人、
学生学者和中资机构人员致以节日问候和新春祝福。吴恳
强调，2020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中国将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使馆将始终践行

“外交为民”的理念，全力维护广大侨胞、留学生和中资企
业员工的合法权益。

活动现场，中德学校学生和旅德青年艺术家献上了精
彩纷呈的文艺演出，把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据中国新闻网）

秘鲁“欢乐春节”活动开幕

日前，由深圳艺术团全新打造的“梅兰竹菊”新民乐
跨界音舞晚会在秘鲁首都利马市政剧院举行，拉开2020年
秘鲁“欢乐春节”系列活动的序幕。利马市长穆尼奥斯、
中国驻秘鲁大使梁宇以及600余名秘鲁各界嘉宾共同欣赏了
中国艺术家的精彩表演，共迎中国农历新春，共话中秘两
国友好。

据悉，随着秘鲁“欢乐春节”系列活动拉开帷幕，深
圳艺术团还将在利马和南部城市马尔科纳为秘鲁观众奉献
两场演出。

（据中国新闻网）

芝加哥召开“四海同春”发布会

日前，芝加哥地区华侨华人联合会 （下简称华联会）
举办新闻发布会，介绍2020年“四海同春”新春晚会在芝
加哥的演出阵容与筹备情况，表示目前准备工作正紧锣密
鼓进行，广大华侨华人踊跃购票，售票形势十分喜人。

由国侨办及中国侨联主办、华联会承办的 2020年“四
海同春”新春晚会将于2月1日晚7时在芝加哥市中心哈里
斯剧院正式上演。

中国驻芝加哥总领馆侨务组组长卢晓晖表示，“四海同
春”晚会是国家级的慰侨访演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有
着“海外春晚”的美誉，相信届时大芝加哥地区华侨华人
定能大饱眼福。

（据新华网）

印尼华侨华人献爱心

日前，印尼华裔总会和印尼潮州总会赈灾小组前往印
尼西爪哇茂物县下属镇级灾区收容所，举行了慈善爱心活
动。多名来自印尼华裔总会、印尼潮州总会的代表参与了
赈灾。

来自印尼华裔总会的代表表示，本次赈灾小组向收容
所的灾民分发食品、毯子和药物，也与灾区儿童们唱歌和
玩游戏。

据了解，印尼雨季在每年11月下旬开始，雨季期间雅
加达经常会受到洪灾侵袭。2020 年 1 月初，印尼首都雅加
达下起暴雨，导致突发性洪水和泥石流，近40万人被迫疏
散到临时避难所，数百个区域停电。

（据中国侨网）

中国驻约堡总领事慰问侨胞

近日，中国驻约翰内斯堡总领事唐中东赴约堡老城走
访调研。调研中，唐中东向约堡第一唐人街商铺和杜省中
华公会、华侨联卫会所，询问经营进展，了解华侨华人早
期来南生存发展历史，听取社团发展情况介绍并与侨胞代
表座谈交流。

唐中东总领事高度肯定杜省中华公会、华侨联卫会所
等社团在历届会长等骨干领导下，团结互助，长期以来在
维护华侨华人合法权益，反击抹黑华人社区言论，促进中
南经贸交流，传播优秀中华文化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
的工作。

（据中国侨网）

李惠馨：在英国传承中国戏曲
张子鑫

定格历史瞬间

进入展馆，犹如亲历华人百年历史风雨。
在特意调暗的氛围中，上百张大尺幅人物摄影作品

放着柔光陈列在两侧，平静地注视着观展的人们。展览
从一组手执华人先辈照片的古巴人像作品开场，逐渐引
出艺术家刘博智自身的“移民家庭”故事。在一组组异
乡华人的影像中，刘博智表达了对华人文化身份的探
索，发出“人为何要离乡”的追问。

关于古巴人像，刘博智请他们和自己华人祖先的相
片合影，然后用镜头记录下他们的怀想瞬间。夫妻、祖
孙、兄弟、母女、父女……在统一的主题下表现出历经
沧桑但血脉相连的传承。

“刘博智镜头下的人像有一种从容平视的感觉，不过
分修饰，也没有陌生感。我在了解背后的故事和历史后，
再回到作品上，仍有当初看一眼就不能忘怀的感觉。”影
展的策展人，越众历史影像馆馆长黄丽平这样说。

转入二楼，就进入海外移民人文故事的章节。“金山
梦”、“古巴华工”、“东南亚华裔”，一组组影像故事勾勒出
北美、南美、东南亚三地宏大又具体而微的华人生存画卷。

为了找寻华人足迹，刘博智走访了公社、工会、宗
亲会、洪门等社会组织，拍摄戏院、报社、药店和各式
中西合璧的神龛。他镜头下的一切，都是关于华人颠沛
流离的命运与落地生根的生命力。

刘博智之所以不断追寻海外华人的足迹，与他的个
人经历分不开。刘博智祖籍广东，生于香港，青年时期
的求学和工作都在北美。身份认同和成长环境，是他的
天然驱动力。

“我想，他作为一个广东人，去了海外，先到加拿
大，再到美国，也经历了这样的离散，包括文化上受到
的歧视和不理解。刘博智把这种经验转化成一种共情的
理解，并且将这些人的存在以摄影的方式呈现。”为本次
影像展提供学术支持的复旦大学视觉文化研究中心顾铮
教授这样说。

刘博智既是这部流散史的记录人，也是流散史的一
部分。他以快门为双眼，用镜头诉说这段少有人关注的
微观华人生活史。

折射移民历史

“如果和波澜壮阔的中国现代史结合起来，他们就是
海洋里的每一滴水，这些镜头组合起来折射出早期移民及
其后裔的生存图景。”黄丽平这样解读。

刘博智的镜头框定的对象，多是清朝中后期大移民历
史背景中的华工后代。他们的故事拼凑出了一幅海外华人
生活图景。

“19 世纪以后，北美‘淘金热’、南美种植园发展提供
了许多工作机会，大量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的人们出洋谋
生。”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副院长陈奕
平教授说，“但是他们过去以后，发现现实很残酷。”

影像展上，一组古巴华人公墓“寻骨”故事从侧面反映
了 19世纪华人移民的海外境遇。刘博智受托寻找古巴华
侨的遗骨时，在古巴华人公墓拍摄到了震撼人心的场景：
大量20世纪50年代后去世的华人遗骨，被一袋一袋层层
叠叠堆在狭小的屋子里，其中还夹杂着洋娃娃、塑胶花和
破十字架。

“在古巴，无数劳苦一生的华人，若无人料理后事，最
后只能归于年久失修、蛛网百结的华人公墓或遗骨存放
地。”图片解说中这样写道。

“但是老一辈华人的生命上有一股韧劲，只要一息尚
存，一定能打出一片天地。”黄丽平说。展览中，刘博智拍摄
的一组华人洗衣店照片反映了早期华人顽强生存的景象。

洗衣坊、中餐厅、杂货店是早期海外华人移民从事的
主要行业。刘博智拍摄的洗衣店人像中，工人们或平静，或
微笑地看着镜头。“洗衣工一般每周工作7天，每天16个小
时。他们希望能存到钱，下一步计划做小生意，接济一下亲
戚和老乡，也要为以后孩子上大学做准备，有些可能还要
还赌债。他们一心奔着目标劳碌，有时候站在熨斗前就猝
死了，身上还穿着围裙。”图片介绍中这样说。

“通过这些影像以及采访到的个人故事，可窥见华人
的精神信仰和朴实的价值观。”黄丽平说。

“刘博智用影像把这些早期华人从历史的边缘拉进
来，让一个大家不甚了解的群体进入公众的视野，使人
们重新正视他们的华人身份以及他们对家乡和祖国做过
的贡献。”对于影展的意义，黄丽平这样说。

“他乡”回归“原乡”

“在他们身上看到的并不只是穷苦与挣扎，更有顽
强、乐观，甚至有生机勃勃的文化之花，以及在当地的
文化传承。”黄丽平说。

华人到海外，也带去了中国文化和中国影响。
一张古巴粤剧花旦的照片诉说了这样一段历史：

这位异国花旦名叫何秋兰，她的继父方标是一名来古
巴寻找粤剧梦想的华人。据介绍，方标在十九世纪三
四十年代，创立了古巴四大粤剧团之一的国光粤剧
团。何秋兰也自小接受专业训练，十多岁就成为剧团
的正印花旦。

“在 19 世纪三四十年代古巴经济的鼎盛时期，剧团
经常在当地二三线城镇巡回演出”。照片的解说中这样写
道，“对于当时庞大的古巴华人群体来说，粤剧是最高娱
乐，是解乡愁的灵药。”

庞大的海外华人群体，离开了自己的故土，但是他
们在物质、精神、性格，以及生活习惯、社会组织形式
上，在他乡建构着自己的“中国”。

“海外的华人群体，总是在采用各种方式，传承和传
播中华文化。”陈奕平说，“譬如世界各国的华人社团，
每逢春节、中秋等传统节日，就会组织相关活动，庆祝
之余也传播了中华传统文化；又如华文学校，不仅让中
华文化传承下去，从学校走出的学生也在不断壮大传
承中华文化的力量；还有海外一千余家华文媒体，也在
不断传递当代中国的声音，增强海外华人向心力和凝
聚力。”

为何要在“他乡”回归“原乡”？对于这个问题，陈
奕平说：“海外的华人群体，始终要面临在多元文化中的
身份认同问题。一个族群如果失去了文化的传承，也就
难以找寻身份认同感，也就失去了‘根’”。

“这些传承、传播中华文化的过程既是自我身份的
‘寻根’过程，也是对家国文化的认同过程。海外华人的
亲近和认同，促使他们在他乡再次重新挖掘、传承、传播
中华文化，扩大中华文化在海外的影响力。”陈奕平说。

上图：展览现场，观众正在欣赏古巴人像作品。
（越众历史影像馆供图）

华人流散文化影像展亮相深圳

400 幅影像 述说华人百年风雨
杨 宁 秦宁蔚 尹 琛

华人流散文化影像展亮相深圳

400 幅影像 述说华人百年风雨
杨 宁 秦宁蔚 尹 琛

近日，一部展现海外华人历史长
卷的影像展“移民——刘博智华人流
散文化影像展”在深圳越众历史影像
馆开幕。本次展览历时两年打磨，全
面梳理了华人摄影家刘博智 50 年来
的影像成果。展览精选的 400 余幅作
品，既折射一部筚路蓝缕的移民史，
也写就一首华人离愁的散文诗。

华 人 社 区

侨 界 关 注

美国“南加华人春晚”登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