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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飞1914年5月7日出生于菲律宾的一个华
侨家庭，幼年回中国求学。1928 年 5 月，他在
厦门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从此走上革命
道路。在革命战争年代，叶飞出生入死、战功
卓著，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作出重大贡献，
为新中国的诞生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为中国的建设、改
革的多项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其中，他在侨
务立法工作上倾注了大量心血。

改革开放后，叶飞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
员长兼华侨委主任，受中央委托，同时兼管侨
办、侨联及整体侨务工作。叶飞把握十一届三
中全会精神，不仅在宏观上推进侨务法律政策
的完善，更亲力亲为抓具体项目。他与时任广
东省省长梁灵光研究协商，决定在深圳特区专
门划出一块地方，建设“华侨城”，作为华侨回
国投资的一个窗口，以更好地吸引海外侨胞回
国投资。他亲自为这个窗口取名“华侨城”。
1989 年 10 月，在华侨城内兴建的“锦绣中华”
项目正式竣工，这是中国第一座缩微景观旅游
景区，不到一年就收回了全部投资。此后，新
的主题公园旅游景区“中国民俗文化村”“世界
之窗”“欢乐谷”等也相继建成开放，取得可观
效益。

与此同时，改革开放后，回国投资、探
亲、工作、就学等的海外侨胞越来越多，中国
面临着落实侨务政策、保护归侨侨眷权益等多
种问题。当时，中国的侨务法律还是空白。在
党和国家推进法制化工作的背景下，关于涉侨
立法的呼声也很高。有着归侨身份、时任全国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华侨委员会主任的叶飞对侨务立法非常重视。1985年
12 月，全国人大华侨委在厦门召开工作座谈会，叶飞在会上提出“依法治
侨”“依法护侨”。他说：“侨务政策已基本落实了，侨务工作需要逐步转向依
靠法律办事，纳入法制的轨道，用法律手段来保护归侨侨眷权益、凝聚侨
心。”由于涉侨立法的政策性很强，需要多部门协同，难度较大，还可能引起
侨胞住在国政府的警惕。为此，叶飞提出了“先易后难、先国内后国外、先
简单后复杂”的思路。此后，我国第一个侨务法律 《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
的起草制定工作启动。

起草组在叶飞同志领导下，坚持广泛听取意见，深入开展调研，短短两
年内七易其稿。为促进《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早日出台，1989年10月，全
国人大华侨委又在华侨历史悠久、侨务资源丰富、引进侨资最多的广东省召
开座谈会，进一步坚定了推进侨务立法的方向，吸收了广东侨务工作实践中
的宝贵经验和建议。

1990年5月，《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立法工作进入关键时期，叶飞亲自
到我国另一侨务工作大省福建主持召开座谈会，根据讨论的意见对草案进行
修改、定稿。其后，全国人大华侨委紧锣密鼓地征求有关部门负责人、法律
专家、有关学者的意见并积极做解释、疏通工作，于6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
审定。

1990年9月7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
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于1991年1月1日起施行。这一法律的颁布
和施行，在海内外侨界产生了很大反响，受到了普遍关注和拥护。此后，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该法的有关规定，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出相应的实
施办法。国务院也于1993年制定并颁布了实施办法。

1999年 4月 18日，叶飞同志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 85岁。叶飞逝世后，
菲律宾在叶飞的家乡建立了“叶飞将军纪念公园”和“叶飞学校”，在公园里
竖立了一比一高的叶飞铜像，铜像的座基上并排刻上两行字：

“菲律宾的儿子中国的英雄，中国的儿子菲律宾的英雄。”

月是故乡明，对于很多华侨华人而言，传统佳节不仅是游子思念故乡的节
点，也是追宗溯源、传播文化的契机。

寄托情感 赓续传统

贺栋 2014年来到新加坡，目前在一家中资企业从事风险管理工作。作为
一名华侨，他说：“中秋赏月，还是更加期待与家人团圆。不管走到哪里，祖
国永远是根，故乡只有一个。”

对海外游子而言，传统节日也许没有地道的家乡菜，但有对祖国的思念。
贺栋不愿意错过每一个传统节日，因为每一个节日都在提醒他来自何方。他坦
言，“在国内时，过节更多的是期待着放假、吃节日美食，而今在国外，对节
日背后所积淀的传统文化兴趣更加浓厚。”

新加坡是个多种族的国家，社会整体包容开放，对各个种族的节日接纳度
都较高。多元文化中，贺栋讲：“其他种族的节日也许只是了解，但自己的节
日一定要过，哪怕中秋只是吃一块月饼、元宵节只是吃一碗汤圆，也要过。”
因为节日的背后寄托的不仅是思乡情感，更是对自己身份的确认。

意识强烈 氛围浓厚

在说到如何过中秋时，贺栋说，“以前在国内，并没有感受到节日氛围
那么浓厚，可能是习以为常，不足为奇的缘故。”在新加坡，很多华侨华人
反而更加重视传统文化的仪式，如中秋节不仅会有基本的赏月、吃月饼，也
会去游逛灯会，十分热闹与隆重。可能这真的是因为物理空间越是遥远，内
心越是感到难得。在这里，大家焦点不在于去消费节日，而是用真心去感受
节日文化。

很多在中国国内逐渐消逝的民俗传统在新加坡都能够看得到，特别是一
些广东、福建的民俗节日。比如新加坡华人很重视农历七月，在晚上大家会

举办歌会，人们会同当地人一起唱歌。这不仅可以让游子更好地感受节日的
氛围，同时也让心灵有了更多的归属感。

佳节出海 共情共鸣

张奇是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孔子学院的中方院长，2018 年 9 月，
她来到这里教学，3 年的时间，她亲眼见证了传统节日文化对于布大孔院及
中阿友谊的重要作用。

在谈到这几年来她在海外过节的情景时，她说：“节日之所以幸福，是
因为团聚，节日时我会更加思念祖国与亲人。我们的祖国日益强大，外国友
人对我们的节日也非常关注，这让我感到我们的工作很有意义，可以冲淡我
的思乡之情，激励我更加努力地传播中国传统节日文化。”

中国传统节日不仅寄托海外游子的思乡之情，也是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
重要纽带。在布大孔院，每年都会围绕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春节等传
统节日向当地民众开展相关活动。

张奇说：“最受欢迎的节日当属春节，春节期间，击鼓传红包、包饺
子、贴春联、拜年等活动都受到了阿根廷民众的喜爱。他们通过活动更好地
了解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庭团圆的美好，这也与阿根廷当地节日文化中的

‘团聚’相吻合，能够跨越文化差异，引发人们共鸣。”
当提及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在海外传播时，张奇谈道：“不仅要通过活

动、美食等方式吸引大家，更要以当地民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呈现。如阿根廷
当地很多民众喜欢阅读，布大孔院就举办关于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的知识讲
座，讲解节日起源，让大家不仅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比如老师对中秋节
的讲解，从古时神话中的嫦娥奔月到如今中国航天事业的蓬勃发展，让当地
民众不仅了解到中国传统节日文化背后蕴含的美好寄托，更看到了今天中国
梦的美好愿景，进一步加深其对中国更加全面立体的认知。”

共鸣源于共情。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世界各地文化虽
不同，但人类对生活的热爱、对烟火气和人情味的欣赏却是共通的。

勇敢追梦 不负韶华

我 20 多年前到美国创业，开阔眼界的同时也
接触到各种不同的声音。那时，在外国人的眼
中，中国品牌意味着品质低劣，中国产品就是假
冒伪劣产品的代名词。这种评价听多了，心里逐
渐产生一种冲动，一定要在自己的领域把中国品
牌立起来，让外国人看看中国产品也可以做得很
好。后来这变成了我的一种执念，一种梦想。

1999 年，我在北京中关村创立了北京金恒丰
科技有限公司，着手开拓中国工业打印机的自主
制造领域。即便一开始从一家小厂房、几个工人
做起，我也坚持走品牌化之路，坚持把产品质量
放在第一位。渐渐地，凭借真诚和品质，我得到
了客户的信任，逐步打开市场。

在企业由弱变强的过程中，来自利润、市场
等方方面面的诱惑层出不穷。这些年来我对于工
业打印机制造事业的专注，不只因为兴趣，更因
为一个清晰的目标——做全球细分市场的行业领
军，打造细分市场的中国品牌。正是在这种目标
的指引下，经过 20多年发展，金恒丰科技集团已
成为全球细分市场的行业标杆，终结了海外品牌
占据高端工业打印机市场主流的历史。

我始终认为，将“中国造”的技术产品、文
化精神传递给世界，让全球消费者建立起对中国
品牌的信心，是我们这一代华人企业家的历史使
命和责任担当。只要我们每一个科技企业，都能
在众多细分市场做专、做实、做强、做长，就一
定能在世界舞台上脱颖而出，为中国品牌闪亮世
界尽一分力。

伟大是熬出来的

2006 年，我发现欧美国家开始陆续颁布法
令，要求生产节能环保的打印机。我认准环保是
未来工业打印发展的必然趋势，所以将目标锁定
当时国际市场上技术更为先进、更为环保的高精
度UV环保打印机。

这个决定是大胆、冒险的。因为，当时正值
国内喷绘机市场的“黄金时代”，环保打印机因为

价格高昂不被国内市场认可。很多人反对我的选
择，认为做喷绘机已经非常赚钱了，没必要再冒
风险去走一条艰难而前景不明的路。

但我认为，企业要想发展壮大，不能只看到
今天的辉煌，看不到明天的危机，选择了就必须
坚持。2008 年，机会终于来了，受金融危机冲
击，业内许多国际知名大公司减薪裁员，我抓住
契机招揽了一大批业务精湛的技术骨干和管理高
手，为研发团队注入大量新鲜血液。2010 年，公
司率先研制出5米宽幅UV环保打印机。

然而，我们自主研发的技术突破了，高端的
产品造出来了，市场却不买账。当时只有进口打
印机才能卖100多万元人民币一台，国产机都是卖
20万-30万元一台，而我们的产品售价则已经达到
了128万元一台。虽然成为展会的焦点，但是当时
的客户却不能接受一个国产品牌卖到 100多万元，
我们的产品在两年内没有销售出去一台。

公司长期承受研发投入的“零回报”，公司内
部对企业发展方向争执不断、众说纷纭。面临这
些困难，我也曾摇摆不定，信心不足，甚至可以
说是举步维艰。

那段时间，我看了多部红色影视剧，读了很
多党史资料。中国共产党在苦难中成长、在挫折
中奋起、在奋斗中壮大的历程，给了我极大的触
动和启发。

我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中国外交历程中汲取
了巨大精神力量。企业再难也难不过当时的新生
政权，市场环境再恶也恶不过当时的国际形势。
既然认准了道路，就要坚持下去，决不能退缩，
伟大一定是熬出来的。

2013年8月，我邀请了400多位喷印行业的业
内专家和客户，在泰山脚下举办了喷印行业环保
发展高端论坛“泰山论道”。我们把国内外设备打
印的作品去掉标签，现场比对。最终让大家相
信，成像品质毫无差别，金恒丰的打印品质甚至
更胜一筹。

通过这次活动，我们最终卖出了6台设备。随
后，我们暂停销售全力帮助这 6家客户开拓市场，
当年就使他们跃升成为当地业内最成功的企业，
牢固立起了行业标杆，金恒丰“以卓越的产品和
服务助力客户成长”的口碑在业内广为传播。

随后几年，随着一系列高端产品渐次推向市
场，金恒丰连续在国内外多个城市举办 30余场大
型行业发展、绿色环保、企业联盟发展等论坛，
不遗余力推介国产品牌，不断定义行业标准。开
始有越来越多的知名工业打印机企业与金恒丰合
作。2020 年，我们联合多家国内顶尖科研机构成
立工业打印机研究机构，进一步布局抢占国际行
业发展前沿。

国之所需 责无旁贷

2020 年年初，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我在捐
款和筹措防疫物资的同时，考虑如何发挥自身优
势，为抗击疫情发挥更大作用。农历年初三，我
召集召开董事会，决定暂停金恒丰主营业务，利
用 20多年沉淀的技术、运营经验积累，全力以赴
紧急转产口罩和口罩机。

金恒丰从全国各地紧急调集 40 多位工程师汇
聚济南，展开抗疫会战。历经7天7夜，全新的全
自动口罩机设计出炉。克服种种困难，一个月之
内，生产 500 台口罩机，筹建 70 条高速全自动口
罩生产线，建设 2000 平方米的十万级无菌净化车
间和6000平方米生产加工车间，形成日产500万口
罩的生产能力，最高峰时日产800万片……

因为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贡献，我荣获了
2020 年度中国侨界贡献奖和致公党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先进个人等荣誉。

2020年9月8日，我受邀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全
国抗击疫情表彰大会。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回顾惊心动魄的抗疫大战，回想助力抗疫
期间的种种煎熬和艰难，回想起同事们不眠不休
复工复产、在寒冷的冬夜和衣而眠等一幕幕场
景，我不禁热泪盈眶、激动不已。

今年7月，我很荣幸作为侨界代表受邀赴北京
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系列活动，充分
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追求复兴的百年
奋斗，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

作为一名沐浴着党恩雨露成长起来的侨商，
我一定不负时代、不负韶华，更加踏踏实实立足
本职岗位建功立业，把企业发展融入党和国家事
业大棋局，为一域争光、更为全局添彩。

10月 2日下午，在福建泉州非物质文化遗
产馆里，市民们在观赏之中感受泉州非遗文化
的魅力。

图为市民正在观赏泉州的非遗文化。
林 升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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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恒丰科技集团董事长施乾平——

让中国品牌在世界上更好立起来
杨 宁 陈 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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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喷印行业打拼
了几十年，施乾平始
终怀着一个梦想：让
中国品牌在世界舞台
上立起来。从坚持走

“中国造”的品牌化
道路，到大胆研发新
技术，抢占国际发展
前沿，他从未轻言放
弃。疫情期间，他紧
急转产防疫物资，全
力以赴抗击疫情。

以 下 是 他 的 自
述。

百年百年航程航程 有有““侨侨””精精彩彩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侨胞说·祖国在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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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乾平 （右） 在工作中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