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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的榴莲、山竹、椰青，厄
瓜多尔的香蕉，智利的车厘子，新
西兰的金果猕猴桃……来自全球各
地的进口水果在河北高碑店新发地
农副产品物流园汇集，吸引着全国
各地的水果贸易商，其中不乏常年
深耕海外水果进口贸易的华侨华
人。他们或是几代人辛苦经营，探
索出独特经营模式；或是开辟海外
种植园，做起从田野到餐桌的全供
应链服务；或是探索电商模式，创
新冷藏技术……进口水果中的“华
侨味道”，蕴藏着华侨华人酸甜苦辣
的创业故事。

专注香蕉生意

6 月的老挝迎来降水充沛的雨
季。郝志强正在老挝忙着照料香蕉
种植园。这片 2700 亩的香蕉种植
园，凝聚了郝志强5年的心血。如今
总产量近 9000 吨的种植园刚被郝志
强租下时，还是一块荒地。从租用
挖掘机、装载机开路、整饬土地、
通水通电，到招募当地员工日常维
护香蕉种植工作，郝志强在老挝

“从零开始”，开辟自己的香蕉种植
园。在这之前，他曾在云南西双版
纳种植香蕉，也曾在缅甸租下600亩
荒地探索海外香蕉种植。

“最开始种香蕉什么都不懂，就
向种香蕉的前辈请教，香蕉苗长到几
十公分怎么管理、长到一米高怎么管
理、遇上各种病虫害怎么用农药……
不懂就问，有空就去前辈的种植园
学。只要用心，学起来也快！”经营香
蕉贸易已 20 余年、种植香蕉也有 10
余年经验的郝志强有自己的经营、学习之道。

今年春节以来，受疫情影响，香蕉通关速度大大
减缓，被堵在海关的香蕉整车整车地变质腐烂，和许
多蕉农和进口香蕉贸易商一样，郝志强损失惨重。“在
东南亚种香蕉的年头长了，遇上干旱、冰雹、台风等
自然灾害，香蕉减产也是常事。水果贸易是个高风险
行业，我们必须有一定的心理承受能力。”郝志强说。

郝志强的从容淡定来源于经验沉淀。作为中国最
早“下海”进行香蕉贸易的老“香蕉人”，郝志强的父
亲郝占旺从 1988 年就开始做国内香蕉贸易。2003 年，
郝志强接手父亲的香蕉生意，开辟进口香蕉生意。近5
年，妹妹郝端端也加入家族生意，创立香蕉销售品牌

“丰百年”，负责河北新发地的香蕉批发销售。
郝端端和郝志强分别负责香蕉供应链的销售端和

采购端，分工明确，配合默契。最近，郝端端正为帮助超
市促销香蕉忙碌。“哥哥负责采购，我负责销售，我现在
的工作重心是给我们的客户更好的销售服务。”郝端端
说，“国内消费者对香蕉的美观、口感等品质要求越来越
高，我们从供应端也要跟上。”

开拓电商渠道

离郝端端的香蕉冷冻仓库不远处，是“80 后”进
口水果贸易商樊晓强的店铺。同为“蕉二代”，与郝志
强、郝端端专注香蕉品类的水果贸易不同，樊晓强选
择探索全品类进口水果销售的新模式。

“水果行业的利润低，但仓储运输成本很高，物流期
间的损耗也很大。”樊晓强说，“香蕉贸易行业经过几十
年的发展，竞争比较激烈，利润比较薄。所以我想拓展进
口水果品类，增加利润也分担风险。”如今，樊晓强的公
司在泰国有榴莲基地、小菠萝加工厂，越南、老挝、缅甸
等东南亚国家的热带水果樊晓强都有所涉及。

疫情发生以来，樊晓强与电商平台接触更多了，与
国内知名的电商平台都建立起合作，“一件代发”的物流
模式也让他的批发生意更加顺畅。“我把水果产品报价
表发给电商平台，他把订单发给我，剩下的他就不用管
了。平台只管卖，水果的品控、物流、售后全部都由我们
解决。”随着河北新发地搭建起从产地到餐桌的水果供
应链，更多像樊晓强一样的水果供应商正从中受益。

如今，河北新发地正进行鲜活农产品冷链物流体
系建设，打造百万吨级别的农产品冷链物流产业集
群。樊晓强也正与科研单位合作探索微气调保鲜技
术，希望借此延长热带水果的保鲜期。“这是第三批应
用这个技术运输的荔枝了，你们看荔枝外表干爽，剥
开壳儿又非常水润，保鲜效果很好。”樊晓强顺手剥开
一枚水汪汪的荔枝笑着说，“我们都在期盼成熟的冷链
保鲜技术！”

“种族歧视是美国癌症”

“由弗洛伊德案件引发的全美反种族
歧视抗议活动，是根植于美国历史中的种
族主义累积多年后的一次大爆发。”纽约
罗斯·里根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孙澜涛表
示，美国是一个移民“大熔炉”。经过上
世纪 60 年代的民权运动，虽然明面上的
种族歧视言行不多了，但实际上少数族裔
在就业、求职等方面依旧面临着各种“隐
形歧视”。

失业、贫穷、曾感染新冠病毒……弗洛
伊德生前的种种遭遇可以说是美国弱势群
体的真实写照。在美国华商总会顾问蔡文
耀看来，种族歧视现象在美国由来已久，弗
洛伊德之死如同一个引子，引爆了疫情下
的多重社会矛盾。“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
延，许多美国人失去了工作，广大中下层低
收入群体及少数族裔生活更加困难，民众
借弗洛伊德案件宣泄愤怒与不满情绪。该
事件通过社交网络平台进一步发酵，引发
广泛反响，这是美国社会的巨大创伤。”

“经济水平跌至新低，社会矛盾达到
新高。”美国波特兰州立大学教授李斧指
出，“新冠肺炎疫情给美国经济社会发展
带来很大冲击，失业率创下几十年来新
高，最近由抗议活动引发的骚乱如同雪上
加霜。美国社会正面临重大挑战。”

“在美国，歧视华裔的事件也时有发
生。”美东华人社团联合总会会长梁冠军

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美国部分地区
发生了借疫情针对华裔甚至亚裔的歧视现
象，尤其在华人集中的加州和纽约地区较
多。除言语骚扰外，还有推搡、肢体攻
击、禁入场所甚至打砸等极端事件。“一
些美国政客将‘中国病毒’挂在嘴边，起
到了推波助澜的负面作用。”

李斧指出，亚裔和华裔群体分别约占
美国总人口的 3%和 1.5%，是名副其实的
少数族裔，但美国针对少数族裔的一些保
护和扶助政策很少包含亚裔和华裔。

“种族歧视是美国社会的癌症，多年
来种族矛盾一直未得到有效调和。”美中
经贸科技促进总会首任理事长徐德清说。

“团结起来保护自己”

当前，美国部分地区的反种族歧视示
威抗议演变成骚乱，一些店铺遭到纵火和
抢劫，华人社区也受到波及。梁冠军介绍
说，纽约华埠一些临街商店被暴乱分子砸
毁，店内物品被洗劫。李斧也关注到，他
所在的俄勒冈州波特兰市，一家开业不久
的中餐厅被暴力破坏。

面对困难，团结是最好的武器。近
期，纽约、芝加哥和洛杉矶等地华人自发
组织起来，成立巡逻队应对骚乱冲击，为
华人社区撑起安全保护伞。疫情发生以
来，许多华人社团纷纷行动起来，或自发
建群互助，或组织各种活动联名请愿抗议
歧视及污名化言行。

孙澜涛表示，“对一个人不公，就是
对所有人不公”，我们要记住这句话。反
对种族歧视不是一个人或一个团体的小
事，而是整个华裔、亚裔等少数族裔群体
在美争取生存空间的大事，每个人都不能
坐视不管。

据梁冠军介绍，目前，美国许多华人
聚居地区成立了“SOS 互助微信群”，大
家承诺共同应对风险。纽约皇后区森林小
丘等地的华人还组织成立志愿者巡逻队，
发现违法犯罪行为立即报警或介入制止。

“经历危机后，华人将更加团结。我们更
认识到手中选票和积极参政的重要性，以
更好地保护自身权益。”

“长期以来，华裔不够团结、参政意
识不强、投票率不高且选票分散，在美国
社会影响力较弱，这种状况在近几年有了
一定改善。最明显的表现是，2016年全美
多个城市华人同时发起示威游行，呼吁公
正审判华裔警官梁彼得案件。”李斧表
示，在美华人形成一股团结的政治力量至
关重要。

徐德清指出，从过去忍气吞声到如今
抱团发声，华人在应对种族歧视上有很大
进步。如今，生活在美国的 600万华人需
进一步团结起来，让主流社会听到华人的
声音和诉求。

“与其他各族平等相处”

近日，美国华人华侨联合总会发布的

倡议书指出，华人不仅要消除族裔歧视，
还要帮助弱势群体，多多开展文化交流活
动，共建和谐社区。同时号召在美华人团
结其他族裔居民，共同应对当前困难，保
卫各地家园。

对此，徐德清深有感触。不久前，由
美国华人组织的“全美华人爱心中餐日”
活动在美国50个州100多个城市举行，向
美国医护人员、社区弱势人群捐赠免费食
物或提供热餐，徐德清也参与其中。此
外，他还向自己居住的北海文镇政府和警
察局捐赠口罩，帮助当地民众抗击疫情。

“华人不仅要保护自己的利益，也要
保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与其他族裔民众加
强团结，平等友好地相处。这是华人的根
本利益所在。”徐德清说，“面对疫情挑
战，越来越多人意识到反对种族歧视的必
要性。只有超越种族，互相帮助，才能渡
过难关。华人要落地生根，为当地经济社
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一定会得到当地民
众的公正评价。”

李斧表示，疫情期间，许多华人团体
向当地公共服务部门捐赠口罩等防疫物
资，不少中餐馆向贫困人群派发免费餐盒
等，这些善举为树立华人的良好形象发挥
了作用，也是华人对当地社会作出的实实
在在的贡献。

“我们要对种族歧视‘零容忍’。”蔡
文耀指出，华人社区要了解其他少数族裔
的历史和生活，关心、支持他们的生存与
发展。“在美少数族裔要团结在一起，勇
于发声，向种族歧视说‘不’。”

本报电（王委） 中国华侨出版社近日
在中国侨联公众号正式推出网上“侨心书
苑”，重点推介优质侨书，旨在加强与海
内外读者特别是侨胞的沟通。首篇推介内
容为中国华侨出版社策划的《侨界杰出人
物故事丛书》之《陈嘉庚的故事》。

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给所有人的心灵蒙上一层阴影，但在此期
间人们也看到了海外侨胞心系祖 （籍）
国、情牵桑梓的赤子情怀和大爱之光。随
着海外疫情的蔓延，越来越多的人居家防
疫。为做好疫情中的为侨图书服务，中国
华侨出版社在实体“侨心书苑”基础上开

设网上“侨心书苑”，定于每周五在中国
侨联公众号更新。

“侨心书苑”是经中国侨联批准、中
国华侨出版社打造的一个新品牌，目前在
国内外已有4家实体书苑，分别在海南文
昌、江苏南通、菲律宾宿务和斯里兰卡科
伦坡，旨在为侨界提供文化交流平台、展
示优质图书读物，让全球华侨华人更好地

传播中华文化、讲好中国故事。
《侨界杰出人物故事丛书》 是中国华

侨出版社今年隆重推出的系列丛书，该丛
书选取 8 位作出突出贡献的侨界杰出人
物，有著名旅美侨领、中国洪门致公党创
始人司徒美堂，著名爱国华侨领袖、“毁
家兴学”的集美校主陈嘉庚，新中国创始
人之一、女权运动先驱何香凝，中国现代

地球科学和地质工作主要奠基人李四光，
“中国航天之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
者钱学森，著名科学家、“终身校长”钱
伟长，华侨抗日女英雄李林以及中国近代
地理学和气象学奠基者竺可桢。为了纪念
他们，也为了让他们的精神更好地传承下
去，中国华侨出版社策划出版《侨界杰出
人物故事丛书》。

《陈嘉庚的故事》 是丛书中的一本，
书中通过一个个生动的小故事，为人们展
示了陈嘉庚是如何一步步从青涩少年成长
为集美校主的人生历程。其他图书也将于
近期陆续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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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争取更大生活空间

美国华人对种族歧视勇敢说“不”
本报记者 李嘉宝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争取更大生活空间

美国华人对种族歧视勇敢说“不”
本报记者 李嘉宝

当地时间5月25日，非洲裔美国人
弗洛伊德遭遇明尼苏达州阿波利斯市
白人警察暴力执法，随后身亡。弗洛
伊德之死再次揭开美国种族歧视的陈
年疮疤，引发国内外舆论哗然。连日
来，大规模抗议活动在全美 50 个州、
包括首都华盛顿特区在内的数百个城
市蔓延。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多位在
美华人谴责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现
象，呼吁保护少数族裔权益，维护社
会公平正义。

侨 界 关 注

助力侨胞抗疫 “侨心书苑”开张

人们在美国华盛顿国会附近游行。 新华社记者 刘 杰摄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办公室

2020年6月15日

北京市东城区天坛周边简易楼腾退项目及望坛棚户区改造

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被征收人签约后去世但未履行房屋征收

补偿协议（以下简称“协议”）的情形。现将已故被征收人及协议

编号进行公告，请各协议相关继承权人最迟于本公告依法确认

送达后 5个工作日内向征收部门申报权利，确认继受并履行协

议。逾期无人申报权利并履行协议的，已签订协议自行终止，征

收部门将依法作出补偿决定。

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60日后视为依法确认送达。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法华南里甲17号

联 系 人：张安琪

联系方式：010-67138997

附件：已故被征收人及协议编号明细

公 告

序号

1

2

3

被征收人姓名

边桂荣（已故）

陈秀兰（已故）

刘淑华（已故）

被征收房屋地址

天坛南里中区7号楼1单元101号

天坛西里北区7号楼1层8号

郭庄头条8号

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编号

TTNLZQ-07-1-101

TTXLBQ-07-8

WTZ-2017-10-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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