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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眉生出生于印尼，父亲司
徒赞是印尼著名侨领、华文教育
家。司徒眉生少年时期就参加了当
地的反日斗争。日本投降后，司徒
眉生乘坐火车时与印尼国父苏加诺
相识。此后由于从事新闻工作的司
徒眉生经常参加印尼总统府的活
动，苏加诺对这个斯文沉稳的年轻
人非常欣赏，专门为他办理了总统
府的通行证，凡与中国有关的活动
都让他参加。

1955年万隆会议期间，司徒眉生
与周恩来相识，为中国代表团了解、
熟悉各方面情况提供了帮助。1956年
9月30日，苏加诺总统首次访华，特意
要求司徒眉生与代表团同行。当负责
出访的印尼官员询问司徒眉生在代
表团以什么身份和职务出现时，苏加

诺回答：“总统私人秘书。”当司徒眉
生作为先遣队成员先期抵达北京西
苑机场时，周恩来立即与他握手说：

“这不是司徒眉生先生吗？”“我们老
朋友又见面了嘛！”，并高兴地向毛泽
东、刘少奇、朱德等介绍司徒眉生。苏
加诺一生曾 3 次到中国访问，期间的
会谈、演讲等基本都由司徒眉生担任
现场口译。

1965 年，印尼“9·30”事件爆
发，掀起了大规模反华浪潮。曾任
苏加诺总统私人秘书的司徒眉生与
众多华侨一样，人身安全面临严重
威胁。在苏加诺和朋友们的帮助
下，司徒眉生有惊无险地离开了印
尼，一家人几经辗转来到香港。就
在司徒眉生认为可以稍加喘息的时
候，印尼驻香港总领馆的一位朋友

找到他，焦急地说：“印尼外交部发
来电报，吊销了你的公务护照，这
样香港当局就会把你遣送回印尼。
现在电报还在我手里，我只能留下
电报3个小时，然后就必须交给总领
事了，因此你必须在3小时之内离开
香港。”司徒眉生大吃一惊，连忙在
朋友的护送下来到广州。

周恩来对司徒眉生非常关心，
本打算把他们一家安置在北京。但
司徒眉生认为这样安排不妥，如果
自己真的安居北京，苏哈托集团就
会宣传自己是中共派到苏加诺身边
的间谍，让他们有了攻击中国的借
口。因此，司徒眉生经过思考，决
定到澳门定居。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在联合国
的代表权长期被台湾国民党当局霸

占。国际社会正义之士曾多次呼吁
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
法席位。20 世纪 70 年代，司徒眉生
的老朋友、时任印尼外交部长的亚
当·马利克经常途经香港前往世界各
地。印尼国内一些官方人士也开始
通过驻香港总领事馆联系，到澳门
看望司徒眉生。1971 年 4 月 22 日，
马利克到香港约见司徒眉生，谈了
自己对印尼政府对外政策的不同思
考、各国对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的
多种提案等，希望司徒眉生了解一
下中国政府的态度。司徒眉生以通
信方式向北京作了汇报。

第 26 届联合国大会即将召开之
际，马利克担任联大主席基本已成
定局。在赴联合国之前，马利克特
意在香港约见司徒眉生，提出他当

选联合国大会主席后，想在中国席位
问题上有所作为，为了便于掌握分
寸，他委托司徒眉生了解中国政府的
具体想法。司徒眉生非常赞赏马利克
的态度，希望他利用联大主席的有利
地位，创造奇迹，留名青史。

得知此事，周恩来特意安排总理
办公室负责外交事务的罗青长副主
任同司徒眉生见面。罗青长对马利克
的一番好意表示感谢，并提出中国的
立场已在外交部声明中阐明，可将声
明的英文稿传给马利克，希望他在可
能的情况下给予帮助，“但不必勉为
其难”。司徒眉生立即转告了马利克。

1971年 10月 25日 （北京时间 26
日），关于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的问
题投票开始了。虽然以美国为首的反
对势力千方百计阻挠，但国际社会的
正义力量不可阻挡。马利克宣布投票
结果：76 票赞成，35 票反对，17 票弃
权，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
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和立即把国民
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一切机构
中驱逐出去》的提案。会场上响起雷
鸣般的掌声，联合国历史上著名的
2758号决议就此诞生。

俄罗斯华侨华人青年联合会会长吴昊——

受益者，拥护者和宣传者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8年多以来，已经生根发芽开
花，有些地方已经结出果实。俄罗斯是最早一批对“一
带一路”倡议作出热烈回应的国家。目前看来，俄罗斯
已经把欧亚经济联盟和“一带一路”进行了比较好的对
接合作。而且，中俄两国关系也达到了历史上最好水
平。我们在俄华侨华人感触最深。

举个简单的例子。无论是在莫斯科还是圣彼得堡，
机场、火车站都有了中文指示牌，机场还有中文语音播
送。这让我们感觉很亲切。

在“一带一路”的大框架下，中俄合作进一步加强。虽
然因为疫情，中俄边境往来受到了一些影响，但是我相信，
随着疫情逐步得到有效控制，中俄交流一定会更加紧密。

我们在俄华侨华人无疑是“一带一路”的受益者。
我本身就是从事中俄文化交流工作的。随着中俄两国关
系越来越紧密，我的业务量大大增加了。疫情之前，我们
每年都举办各种活动，包括演出和展览。中俄关系紧密在
我的工作中就能体现出来。原来，我们举办一些中国文化
节或者文艺演出的时候，最头疼的事情之一就是很难请到
当地高层官员参加。现在不同了。每次活动还没开始，就能
接到包括杜马议员在内的俄罗斯朋友的电话，希望我们
能给他们留几张票。我觉得，这说明民心已经在相互吸
引了。我们谈“五通”，谈“民心相通”，这不可能在很
短时间内实现，但是已经有了一个良好开端。

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海外华侨华人有能力发挥
独特作用。我们熟悉当地语言、法律政策、风土人情，
我们也有一定人脉。这种了解是经过多年历练才能实现
的。如果说海外华侨华人是“千里马”，那要派上用场才能
真正体现出优势。目前，我们参与“一带一路”基本上还是
依靠自己的人脉。要真正深度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需要
相关部门有相应的协调沟通联动机制。

除了用好现有的“千里马”，我们也希望出现更多的
“千里马”。国内的涉侨部门和组织对海外华侨华人相对
熟悉和了解。用好这些机制，应该也能推动海外华侨华
人更好地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发挥自己的作用。

成为受益者，自然就是拥护者和宣传者。

老中一带一路合作论坛秘书长吴兴华——

发挥好我们的桥梁作用

“一带一路”倡议从提出到现在，越来越深入人心。
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平台，“一带一路”意义
深远。老挝与中国是长期安全战略伙伴关系，老挝也是

“一带一路”的坚定支持者。在老挝，民众已经开始享受
“一带一路”带来的益处。

今年 12 月 2 日，中老铁路将按计划通车。中老铁路是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老挝“变陆锁国为陆联国”战略对
接项目。这是中国第一个以中方为主投资建设、中老共同
运营并与中国铁路网直接连通的境外铁路项目。这也是老
挝第一条自己的铁路。铁路一通黄金万两。中老铁路对沿
线地方带来的经济增量是可以预见的。在修建铁路的过程
中，老挝当地人得到了工作机会和技术培训，带动了周边
经济。而且，为了修铁路，在很多边远山区修建了便道，这
些便道将长久地服务当地民众。

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老开展了诸多合作。除
了中老铁路这一条铁路，还有一颗卫星、一个园区和一
条公路。

一颗卫星指的是“老挝一号”通信卫星。该项目于
2012 年 12 月 1 日正式启动，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下
属的中国亚太移动通信卫星有限责任公司总承包。2015
年 11 月 21 日，“老挝一号”卫星在中国西昌卫星发射中
心由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送上太空。之后，卫星运营稳

步推进：2016 年 3 月，卫星在轨交付；9 月，中老合资、
负责“老挝一号”商业运营的老挝亚太卫星有限公司获
老挝政府许可，正式开展卫星通信、卫星电视和地面移
动通信等业务。

以前，老挝没有自己的有线电视。如今，老挝的卫
星电视覆盖率已经超过总人口的 1/6。而且，“老挝一
号”不仅为老挝本国机构提供服务，还可以覆盖中南半
岛以及东盟地区的国家。可以说，这颗卫星为中国和老
挝以及其他东盟国家搭建起文化交流的平台，让东盟国
家民众通过卫星传送的电视节目更加了解中国。

一个园区指的是赛色塔综合开发区。作为中老两国
政府共同确定的国家级合作项目、中国在老挝唯一的国
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一带一路”战略规划中的早期收
获项目，经过近 10年的发展，赛色塔综合开发区对促进
老挝工业化进程、提升中老两国经贸合作水平发挥着重
大作用。目前，园区有多家国际和本地企业入驻，增加
了就业机会，培训了技术骨干人员。

此外，由中国主导的一段连接万象与北部旅游城市
万荣的110公里长高速公路已在去年底建成通车。原来4
个小时的山路，现在只需1个小时。

这些项目都和老挝的民生息息相关，老挝的普通民
众看到了实实在在的成果，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老挝有明星专门为“一带一路”谱曲写歌，传唱甚广。

作为在老挝的华侨华人，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围绕
中老合作，做好配合工作。发挥我们的桥梁作用，提供
平台，做好支撑，同时努力把中国的信息传递给老挝民
众，把老挝的信息传递给中国民众。今年是中老建交 60
周年，也是中老友好年。相信在“一带一路”框架下，
中老友谊会越来越好。

中欧经济文化研究发展中心会长柯海啸——

我们都有一颗积极参与的心

“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提出的理念可
谓一环扣一环。这些理念毫无疑问是宏伟的远见。匈牙
利是首个加入“一带一路”的欧盟国家。在“一带一
路”大框架下，中匈合作进一步深入。

作为海外华侨华人，对于“一带一路”，我们要拥有
“一心两面”。“一心”指的是一颗爱国心，一颗积极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的心。海外华侨华人爱祖 （籍） 国也爱
居住国。“一带一路”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我们的居住
国而言，都会带来积极影响，是合作共赢。我们应该学

习研究“一带一路”，寻找能够发挥作用的契机。“两
面”中的一面是文化宣传，要助力中国文化走出去，讲
好中国故事，要和其他国家交朋友，让世界了解中国，
喜欢中国，明白中国是愿意共同前进、共享成果的可靠
国家。如此，“一带一路”才能得到相关国家的支持和参
与，才能共同构建命运共同体。另一面是经济金融等合
作要落到实处。比如匈塞铁路这样的项目，还有已经成
为中欧铁路运输主力部队的中欧班列，这些都是“一带
一路”相关国家双边和多边合作的巨大成果。通道畅通
了，商品流通才更多，人与人的沟通才更好，各国的发
展才更繁荣。

此次疫情，中欧班列成为物资通道和生命通道，让
世界真真切切看到了“一带一路”的重要性。疫情期
间，海运价格高仓位少，而中欧班列可以用相对低的成
本快速运送商品，充分体现了其优势。而且，如今，中
国大型物流公司开始走出去，通过“一带一路”中欧班
列以及空中丝绸之路的建设，跨境电商新模式逐渐得到
认可。中国的商品通过集装箱运出去，再经由贸易商进
入消费者手中。我们明显感觉到欧洲的中国商品越来越
多，中国的欧洲商品也越来越多。可以说，跨境电商的
新模式深刻影响了人们的生活习惯。

“一带一路”给我们海外华侨华人带来了机遇，我们
很高兴顺势而为。我们会借力中欧班列，运输商品。这
对于相对小规模的商品运输而言尤其有利。我们会找航
空公司谈合作，在空中丝绸之路上增加新节点、开通新
城市航线。华商参与较多的还有物流公司的海外仓业
务。中国企业走出去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比如，物
流公司要自己在海外投资新建海外仓的话，成本高、风
险大。而海外一些华商有自己的仓库和员工，而且对当
地政策环境比较熟悉。双方合作就可能实现双赢。

究竟该如何更好地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海外华
侨华人还在摸索。我们期待，将来能有更加明确的分类
细化指导。

吉尔吉斯斯坦中亚华侨华人友好协会会长
虎玉梅——

认真做好眼前每一项工作
自从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包括吉尔吉

斯斯坦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对中国有了新的认识。简而言
之，“一带一路”给大家带来了新的期望。

在“一带一路”大框架下，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加

强了合作。对于在吉华侨华人而言，一方面，我们享受到了
祖（籍）国带给我们的在当地社会的地位提升；另一方面，
在吉华商也可以大显身手，参与到诸多项目中，助力当地
经济发展，加深当地民众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

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向吉方提供了大量援助。
多年来，中国企业参与了吉众多投资建设项目。在中国
专家的帮助下，比什凯克-纳伦-吐尔尕特公路和比什凯
克-奥什公路已经建成。目前，正在建设的第二条北南公
路项目由中国路桥公司承建。该工程中，一条3.7公里长
的隧道和总长1.5公里的两座大桥是迄今吉国内难度最大
的基础设施项目。老北南公路年久失修，交通不畅，再
加上这条公路山区路段多，每年都有雪崩险情发生。道
路难行，物流不畅，直接阻碍了当地经济发展。第二条
北南公路建成后将对促进吉社会经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有时候我乘坐出租车行驶在中国修的道路上，司机
会告诉我，看，只有中国才为我们修出这么好的路，只
有中国才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福祉。每次听到这样的
话，我都美滋滋的，倍感自豪。

吉尔吉斯斯坦和中国也加强了教育合作。吉尔吉斯
斯坦中亚华侨华人友好协会参与其中做配合工作。自
2013 年起，经过协会推荐和中国驻吉使馆审核后，一批
批东干族和新疆籍少数民族华侨华人子女到中国的大学
接受4年中文教育。在中国接受教育后，这些学生回到吉
尔吉斯斯坦，有人进入当地中资企业大显身手，也有人
回到家乡开办中文教育中心。近些年，随着“一带一
路”越来越深入人心，吉尔吉斯斯坦愿意学习中文的人
越来越多。

吉尔吉斯斯坦经济发展了，当地华侨华人会有更多
发展机会，我们的子女也能受益。在吉华侨华人越来越
深刻地认识到“一带一路”的重要性。我们愿意尽力认
真做好眼前每一项工作，为“一带一路”出力，为中吉
友谊出力。

2012 年，我们协会捐资兴办了中文教育中心。看着
孩子们背诵唐诗和表演武术，很多人都感慨，多少年的
愿望终于实现了。此外，我们还根据当地华侨华人对中
国信息的需求，和新疆的一家报社合办报纸，用中文、
俄文和柯尔克孜文向大家免费提供信息。

我们其实都是在努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一带一
路”倡议提出后，吉尔吉斯斯坦增加了很多项目，诸多
中国企业的进入带来贸易的繁华，也带了更多机会。近
些年，不管是当地人还是在吉华侨华人都得到了真正的
实惠。接下来，我们会更加努力，为“一带一路”尽
力，也为当地社会做贡献。

海外华侨华人畅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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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至今
已8年。8年来，“一带一路”在合
作中不断发展，已经成为范围最
广、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和
最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

8 年来，“一带一路”相关
国家的华侨华人感受到了怎样

的变化？在“一带一路”建设中，
海外华侨华人能够发挥怎样的
作用？接下来，他们又该如何深
度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围绕
这些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 4
位“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侨
胞，请他们畅谈自己的体会。

百年航程 有“侨”精彩百年百年航程航程 有有““侨侨””精精彩彩

为“一带一路”建设尽心尽力
本报记者 张 红

为“一带一路”建设尽心尽力尽心尽力
本报记者 张 红

司徒眉生——

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民间秘使”
罗 杨

▲8 月 17 日，在同江中俄黑龙江铁路大桥施工现场，
中俄两国准轨接口最后一组轨道夹板安装完成，标志着中
俄两国首座跨江铁路大桥——同江中俄黑龙江铁路大桥实
现铺轨贯通，为大桥全线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建成
通车后，黑龙江经同江至莫斯科的铁路运距较绥芬河口岸
缩短 809 公里，节省运输时间 10 小时，将有效助力东北地
区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和深度融入“一带一路”。

原 勇摄 （人民图片）

◀由中铁建设集团承建的中老铁路万象站 10 月 6 日整
体亮相。万象站是中老铁路最大车站，位于老挝首都万象
市，设计规模为3台5线 （含正线），预留2台2线。站房建
筑面积为14543平方米，最多可容纳2500名旅客。

新华社发 （中铁建设集团供图）

华侨华人华侨华人责编：张 红 邮箱：guojihwb@126.com

2021年10月13日 星期三2021年10月13日 星期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