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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侨界在温哥华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 中山遗训引共鸣
中新社温哥华10月4日

电（记者 余瑞冬）加拿大温哥
华和维多利亚侨界人士当地
时间10月3日在温哥华举行
系列活动，纪念辛亥革命110
周年，重温先辈创造的丰功伟
绩，展望民族复兴美好前景。
孙中山遗训“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须努力”，成为频频引
起出席人士共鸣的语句。

侨界代表当日在温哥华
山景墓园安魂亭致祭先侨，在
唐人街举行系列纪念活动开
幕礼、辛亥革命110周年纪念
图片展、孙中山及唐人街历史
讲座以及纪念座谈会等。

中国驻温哥华总领事佟
晓玲表示，加拿大华侨华人的
百年历史是一部求尊严、求认
可、求权益的奋斗史，中国人

民近代以来的斗争则是一部
求独立、求解放、求富强的英
雄史诗。100年前，中国共产
党人继承了辛亥革命的爱国
主义精神和大无畏革命气概，
继承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遗
志。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
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牺

牲、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
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统一和民族复兴是
孙中山先生的夙愿。海外华
侨华人要继承和发扬辛亥革
命和孙中山先生的精神，为促
进祖（籍）国和平统一大业、实
现祖（籍）国繁荣富强和民族

伟大复兴、推动中加友好合作
作出更大贡献。

加拿大洪门达权总社社
长陈德光讲述孙中山三度访
加为革命事业奔走呼号；旅
加侨胞不惜抵押物业筹款支
持革命事业，乃至投身革命、
牺牲战场。他表示，两岸同

胞的前途命运与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密不可分。加拿大华
人需继续携手努力，推动两
岸和平统一进程，反对一切

“台独”言行。疫情之下，海
外华人受到歧视的现状尤为
突出。华人应更加团结，发
扬先辈自强不息精神，争取

自身合法权益。他并指出，
加中关系的全面修复仍需各
方共同努力。加拿大华侨华
人应一如既往，为谱写两国
关系新篇章作出贡献。

加拿大中国（友好）和平统
一促进会会长王典奇表示，海
外侨胞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
的坚定拥护者和支持者。如今
更须携手，助力祖（籍）国早日
完成统一大业，实现民族复兴。

温哥华中华会馆、全加
华人联会、加拿大华人社团
联席会、加拿大和平与发展
交流协会、加拿大海南经济
文化交流协会等华人社团负
责人也在纪念座谈会上发
言。当地政界、侨界社团及
香港驻多伦多经贸办事处等
代表逾百人出席活动。

中国驻温哥华总领事佟晓玲出席活动并致辞 温哥华纪念辛亥革命 110 周年合影

中新社福州 10 月 1 日
电 作者叶秋云“侨批不仅是
时代的记忆，更是亲情、乡
情、家国情的记录，见证了侨
乡的变迁。”白眉侨批博物馆
负责人周小川近日接受记者
采访时如是说。

白眉侨批博物馆位于福建
省福州市马尾区亭江镇白眉村，
是福州首个民营侨批博物馆，所
展出的珍贵侨批展示了侨乡文
化，记录着海外侨胞的艰辛创业
史和浓厚的家国情怀。

“侨批”源于闽南语，“批”
即为“信”，是海外华侨华人通
过民间渠道以及金融、邮政机
构寄给国内家乡眷属的汇款
与书信的合称。2013年，“侨
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世界记忆名录》。

地处中国东南沿海的福
州市马尾区亭江镇是著名侨

乡，白眉村则是有名的侨村，
全村有1300多人，其中旅外
乡亲800多人。

60岁的归国华侨尹克告
诉记者，白眉村曾是偏远的
小山村，村民以务农为生。
上世纪90年代，村里不少年

轻人去海外谋生，他也带着
家人赴海外打拼。2019 年，
他回国定居，家乡的变化让
他惊讶，“村子美了，人气旺
了，‘钱景’十足”。

周小川表示，白眉村的
大部分村民原来都在国外谋

生，他们对侨批有着很深的
感情，手中也保留着一些当
时往来的书信和汇款凭证，
当地村民非常欢迎在白眉村
建侨批馆。

2008年，周小川便开始搜
集、研究闽粤地区的侨批，至今

已收藏2000多封。在周小川
看来，千万封侨批汇聚起来，就
是一部侨胞移民史、创业史。

记者看到，白眉侨批博
物馆展厅内陈列着百余件从
民国时期到 20 世纪 90 年代
的闽粤地区侨批。这些泛黄

的侨批里，既有家长里短的
倾诉，也有家国情怀的感
叹。其中，两封白眉村侨胞
施文清寄给同乡长辈陈景仲
的侨批引起记者注意。

周小川说，这两封信件很
好地表达了游子在外的思乡、
爱乡情结。信中说，他们要寄
两万美元回来建小学，还提及
了当时中国年轻人与美国年轻
人的差别，要培养中国人的自
尊心和自信心等。“海外乡亲爱
国爱乡的情感跃然纸上。”

侨批见证了侨乡的发展
变迁。周小川感慨，随着社
会的发展和互联网技术的出
现，侨批侨信逐步消失。他
希望通过建馆的方式让更多
人了解华侨华人在海外谋生
的情景，既有利于在外游子
回来寻根，也可以成为游客、
村民了解侨批的窗口。

图为白眉侨批博物馆展出的珍贵侨批。吕明 摄
游客在白眉侨批博物馆参观，被展出的珍

贵侨批所吸引。 吕明 摄

中新社北海 10 月 2 日
电（翟李强 蒙鸣明 王伟臣）
从 7000 多人到 18000 多人，
40 余年来，从越南归国并扎
根在广西北海市侨港镇的华
侨开枝散叶，人口增长迅
速。从传统渔业到第三产
业，曾经的难民安置点如今
多元发展，遍地开花，归侨侨
眷安居乐业。

侨港镇镇长郑道富接受
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说，多年
来，侨港人通过艰苦奋斗、努
力拼搏才有的今天，现在侨
港人过上非常幸福的生活，
我们感恩祖国的关怀。

“庆祝国庆吃团圆面，归
侨样样胜从前。疍家住上新
楼房，旧艇换成大铁船。建
国华诞72年，翻天覆地史无
前……”时逢中华人民共和
国72周年华诞，1978年从越
南携家乘小船到北海的归侨
卢瑞星和他的老伙计在国庆
节当天用一曲咸水歌概述侨
港镇40余年来的变化，表达
对祖国关怀的感恩之情。

上世纪 70 年代末，大批
归难侨从越南漂洋过海到北
海，再中转到其它安置点，其

中有 7000 多名来自越南婆
湾岛和姑苏一带的难侨渔民
选择留在北海。1979 年 6
月，北海市华侨渔业公社获
批设立，对这些难侨渔民进
行妥善安置，配备安置楼、学
校、医院、船厂等基础设施，
自此他们在北海扎下根，开
启新家园的建设，联合国难
民署官员称之为“安置难民
的典范”。

40 余年来，经过中国政
府和归侨侨眷及各方的努

力，北海市华侨渔业公社发
展成为现今的侨港镇，已是
广西最大的渔业重镇和泛北
部湾地区重要的海产品交易
市场。

大海是难侨渔民赖以生
存之所，他们部分人曾经甚
至就住在渔船上。回归之
初，他们曾担心被安置到农
场或是林场，那时，在难侨渔
民看来，上岸就好比“把咸水
鱼放到了淡水里养”，这也是
他们毅然留在北海的原因之

一。但如今，侨港镇主打以
越南风味美食为主的餐饮、
旅游、电商等第三产业，渔民
在岸上亦多了一条坦途，不
再惊慌失措。

“以前侨港是一片沙滩，
现在面貌全部都换新了。我
刚刚回来的时候，一般都是
打鱼，现在我退休了，天天出
来唱歌跳舞，我们的生活好
起来了，游客也有很多，渔船
也变得大大的，孙子都上大
学了。”居住在侨港风情街附

近的归侨吴玉芬说。
越南鸡粉、越南春卷、越

南卷粉等归侨带回的具有侨
越特色的美食，是侨港镇发
展旅游的爆点之一。陆地面
积仅约 1 平方公里的侨港
镇，借助侨越文化与渔业资
源、滨海资源的共同叠加，近
年来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每年的游客超过 300 万人
次。

郑道富介绍，近几年，侨
港镇通过打造风情街，以美

食为主的第三产业发展得非
常迅速，现在已成为北海乃
至广西的一个美食中心和旅
游打卡点。通过转产转业，
侨港镇从传统渔业逐步向第
三产业转变，第三产业比重
占侨港镇产业的70%。侨港
镇通过打造侨港风情街、发
展海产品深加工等举措，不
断增加归侨侨眷的就业机
会。

打造具有侨越特色的小
镇、全国摄影小镇、全国“一
村一品”示范镇、全国乡镇治
理示范镇等，侨港镇正处于
一个崭新的时期。侨港镇侨
民的生活在不断改善，镇里
商业服务、医疗卫生、文化教
育等基础设施健全，侨民把
家和心都安在侨港镇，这里
变成了欣欣向荣的新侨乡。

郑道富表示，未来，侨港
镇将继续发展远洋捕捞，以
侨港改造为突破口，以建设
广西最大的海产品加工基
地、创建国家4A级旅游景区
为抓手，通过发展美食中心、
电商平台，把侨港建设成越
南风情浓郁、具有全球影响
力的新时代归侨示范区。

归侨扎根40余载 广西侨港镇多元发展“变身”新侨乡

侨港镇多元发展旧貌变新颜 北海市侨港镇渔港

中新社北京 10 月 4 日
电（记者 吴侃）在意大利
米兰市政府9月下旬举行的
抗击疫情爱心人士表彰大会
上，居住在米兰的华侨华人
因帮助当地医疗系统筹措抗
疫物资而受到特别表彰。

“这是米兰侨界的骄傲，
也是对侨界抗疫成绩的肯
定。”米兰华侨华人工商会会
长周立新在代表华社上台接
受颁奖时如是说。他介绍，疫
情暴发以来，华侨华人千方百
计筹措抗疫物资，据不完全统
计，已向当地市政府、医院、警
察局、红十字会等捐赠医用口
罩650万个，手套3万双，防护

服5000套，消毒液2吨。
当前疫情仍在全球范

围内蔓延，身在海外的华侨
华人在紧密配合当地政府
做好防疫抗疫工作的同时，
也持续为住在国捐赠款物，
助力“第二故乡”抗疫。

“博茨瓦纳暴发疫情后，
华人慈善基金会首先在侨界
发起捐款捐物的倡议，经过
各华侨华人社团和中资机构
的努力，截至目前已募集了
价值超过100万美元的现金
和防疫物资，捐赠给博茨瓦
纳总统事务部、新冠防治基
金会、卫生部、国防军、学校
及个人。”博茨瓦纳中国和平

统一促进会会长南庚戌说。
南庚戌说，我们也到贫困

的乡村和部落做捐赠，前阵子
博茨瓦纳气温骤降，我们去
Old Naledi 社区，给老人和孩
子们送去了御寒的毛毯、轮椅
和防疫物资。“我们也鼓励华
人企业尽量不辞退员工，不给
政府增加负担；积极与中国国
内联系，把抗疫经验介绍到博
茨瓦纳，同时推动中博在疫苗
方面的合作。”

在美国纽约，纽约中华
公所 8 月与多个机构合作，
向社区民众派发口罩、免费
餐食和安全防身口哨。中华
公所主席于金山表示，疫情

下越来越多的亚裔年轻人自
发做义工服务社区，过去一
段时间中华公所已经捐赠了
几十万个儿童口罩给纽约当
地的小学和幼儿园。

美国芝加哥的中餐业者
们通过送出一份份免费的爱
心餐，为抗疫注入温暖力
量。美中餐饮联合会主席胡
晓军说，“疫情下中餐馆受到
极大冲击，我们顶住压力开
张，累计为警察、消防员和医
疗人员等送出上万份、价值
10万多美元的餐食。”

“阿根廷华人义工团队收
集各类旧衣物，有想要捐赠衣
物和物资的爱心人士可以联

系我们。”近段时间阿根廷华
人义工团队队长何雄明每天
在朋友圈发布这条信息。当
前阿根廷正值冬季，华人义工
团队收集衣服是为了转送给
阿根廷南部查科省生活困难
的原住民，帮他们温暖过冬。

何雄明告诉记者，近期
义工团队多次前往贫民窟、
孤儿院、养老院等开展捐助
活动，也向当地警察局和防
疫机构捐赠物资。“中华民族
自古就有扶危济困的传统美
德，华人义工团队自成立以
来就组织各种帮扶活动，疫
情发生后当地一些贫困居民
的生活更加艰难，希望尽量

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
前段时间缅甸经历了第

三波疫情，感染人数激增，医
院和治疗中心人满为患，抗
疫面临巨大挑战。当地华侨
华人积极为抗疫出力，曼德
勒云南同乡会日前协助当地
有关部门向中国企业订购了
5000余台制氧机，其中有600
余台是缅甸华侨华人捐赠。

曼德勒云南同乡会理事
长蒋恩悌说，制氧机送到慈
善机构，马上就用于救人。

“在缅甸抗疫的艰难时期，
我们华侨华人将始终和当
地民众在一起，持续为缅甸
抗疫贡献力量。”

扶危济困显担当华侨华人与住在国民众“疫”路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