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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英荟萃 唱响新春

壬寅虎年新春将至，由奥地利华
人妇女联合会、奥地利中国留学生学
者联合会、维也纳华星艺术团联合举
办的第十三届奥地利华侨华人留学生
新春晚会，将于1月30日以线上形式
举办。截至目前，该晚会已走过12年
的风雨历程，成为当地华侨华人庆贺
新春佳节的重要活动之一。

“为了让远离家乡的同胞们感受到
‘过大年’的喜庆味，自2009年起，主
办方每年都会在维也纳举办新春晚
会，年年座无虚席、一票难求。”旅奥
近30年的奥地利华人妇女联合会会长
谢飞如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2018年2月9日，中国驻奥地利
大使李晓驷也曾登上这个精彩荟萃的
舞台，与在奥中国留学生合唱《不忘
初心》《歌唱祖国》等耳熟能详的歌
曲，赢得台下观众经久不息的掌声与
欢呼声。

据悉，每年的奥地利新春晚会共
有17至19个节目，主要以中国传统
歌舞类节目为主，整场晚会持续3个
小时。引人入胜的戏曲、婀娜多姿的
民族舞、雅俗共赏的相声、刚劲有力
的武术……精心编排的节目为远离家
乡的游子带来浓浓暖意，即便演出结
束，也有不少观众恋恋不舍、久久不
愿离去。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许多海外
侨胞都选择在国外“原地过年”。谢
飞如说，“虽然疫情打乱了许多计
划，但我们没有停下传播中华文化、
促进中外交流的工作。去年，因疫情
蔓延，我们停办了一年，所以大家对

2022年这场晚会都特别重视和期待，
我们将以线上直播形式延续过往传
统，为海内外同胞送上新春祝福。”

谢飞如表示，“喜庆味浓厚的表
演能让远离家乡的华侨华人备感亲
切，毕竟春节是一个能短暂放下工
作，与家人、朋友欢聚一堂的重要节
日，我希望这场视听盛宴能为大家化
解思乡之苦。”

新春礼包 暖沁侨心

疫情之下，为了让旅西华侨华人
过上一个踏实祥和的春节，由浙江省
侨联主办、西班牙华侨华人与各大当
地侨团联合承办的慰侨活动，计划于
1月20日举行，上百份沉甸甸的新春
礼包，将在这一天被送到归侨侨眷手
中。

暖心的新春礼包中包含了寓意
“年年高、年年好”的年糕、祝福生
活火红甜美的红枣以及各类日常所需
用品……西班牙华侨华人会长陈建新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春节对我们华
人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节
日，侨团代表们希望所有旅西华侨华
人，都过上一个安心年。”

“为降低春节期间人员大规模流
动造成病毒传播风险，今年我们缩
小了礼包发送范围，尽可能将侨胞
人数限制在300位左右，希望部分选
择‘原地过年’的困难归侨侨眷，
也能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陈
建新说。

除了发送慰侨新春礼包，西班牙
华侨华人团体还将于1月28日，举行
第二十一届线上新春团拜会。陈建新
兴奋地介绍，“今年的团拜会，中国

驻西班牙大使吴海涛、马德里市长等
嘉宾皆承诺参加，现场人数会严格控
制在 250 人，希望各个侨团代表精
英、留学生与中资企业代表等能以此
为契机，让中西两国人民增进相互理
解。”

临近春节，西班牙多个华人街
区早已张灯结彩，一派喜庆气氛。
陈建新说，“虽在异国他乡，但大家
都希望能够感受到新春佳节的氛
围。”为此，陈建新与其他华侨华人
还策划了一场年味浓厚的云端新春
庙会，想方设法地向当地侨胞传递
更多新春氛围。

据悉，这场云端庙会将自2月12
日至 2 月 15 日连续举办 4 天。“这场
庙会分为4个主要板块：第一板块是

‘闹元宵’，以西班牙华文学校的学生
表演为主；第二个环节是‘秀才
艺’，有歌唱、舞蹈、钢琴合奏等表
演节目；第三个板块是‘品美食’，
主要请部分在西的传统中餐馆制作一
些中国传统特色小吃、菜肴等；最后
则是‘传文化’，有中国书画绘画、
太极武术等。”陈建新表示。

“为了筹备这些新春活动，我们
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做准备，希望所
有旅西华侨华人都能感受到我们对新
年的美好祝愿，一起迎接虎年新春，
让春节的喜庆味传到同胞们的心
中。”陈建新说。

以“服”为媒 共庆佳节

除了奥地利和西班牙，法国华侨
华人也在如火如荼地策划各类新春活
动。法国汉文化协会会长仲巾函表
示，“今年，我们计划在巴黎举办 3

场新春活动，但眼下法国疫情紧张，
倘若疫情持续恶化，部分新春活动或
将取消。”

“2 月 20 日这一天，我们策划了
一场穿汉服制宫灯的元宵活动，这类
沉浸式体验活动需要参与者全神贯注
地投入到情景当中，身临其境地感受
中华传统节日氛围，体验制作传统宫
灯的乐趣。许多参与者过后都成为了
中国文化的‘铁粉’，对中华审美产
生热爱与认同。”仲巾函表示。

宫灯又称宫廷花灯，是中国彩灯
中最富有特色的传统手工艺品之一，
始于东汉，盛于隋唐，具有浓厚的中
国特色。

仲巾函说：“古时的宫廷里，一
旦有庆贺活动，皆会张灯结彩、大
摆宴席。隋唐之后，每逢元宵节，
家家宝灯高挂，处处明灯璀璨。在
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们选择用

‘制宫灯’这个方式，与同胞们庆贺
佳节，参与者只需承担制作宫灯的
材料费，随后我们会穿着汉服，提
着自己亲手制作的宫灯，与当地民
众共游塞纳河。”

在仲巾函看来，与同胞们共庆新
春佳节的形式可以是多元且创新的，
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能让远离家乡的
游子在法国找到归属感。

“除了 3 场主要的新春活动，我
们还有许多小型活动，例如穿汉服跳
古典舞，慰问法国残障之家，主要也
是希望能在送温暖的过程中，扩大中
国节日的影响力，同时也为同胞们提
供一个展示才艺的机会。此外，我们
还打算将中国汉服出借给部分法国学
校的中学生，让他们可以一边穿着汉
服，一边感受中国春节的浓浓暖意，
这样的活动将在当地愈发受到欢
迎。”仲巾函说。

海外华商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最大的群体之
一，他们在实施当地防疫措施的同时，面临着成本
增加、收入减少的诸多挑战，但疫情也给他们带来
了新的发展机遇。

重重困难 直面挑战

美国华商总会顾问蔡文耀说：“疫情给美国华
商带来了很大的挑战。美国华商主要都是从事比较
小型的商业，比如服务业和餐饮业。由于生意规模
较小，从疫情开始到现在，各方面都受到很大的冲
击。许多餐厅由于疫情封锁，无法招待客人。也有
些服务业或者旅游业，因为游客大量减少，基本上
没有什么生意。”

澳中商业峰会执行主席、悉尼上海商会会长卞
军表示，在近两年疫情比较严重且不断反复的情况
下，许多华商企业经营非常艰难，面临人工短缺、
原材料成本上涨以及疫情导致的地区封锁等问题，
给企业带来巨大损失。

据报道，疫情之下，罗马尼亚华商面临的主要
困境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物流困难。外贸海运
市场货柜紧张，海运价格屡创新高。订舱难、运费
高、物流延期甚至停滞，华商的经营成本大幅增
加，负担尤为沉重。第二，市场萎缩。经济下行、
物价上涨，本地零售店大量倒闭，批发市场客源大
量减少。第三，成本增加。华商不仅税务繁重，还
要面临店铺仓库租金上涨、员工薪资增加、用工荒

等问题。第四，竞争激烈。越来越多的大型连锁零
售集团入驻本地，跨境电商加剧传统批发市场竞
争，小型个体户甩货压价。第五，质量问题。货物
延期导致季节性产品过季，囤积仓库。疫情之下华
商无法回国内原产地挑货，进货质量难以保证。而
这也是大多海外华商身处的窘境。

集智聚力 共渡难关

蔡文耀表示：“为了应对疫情的冲击，海外华商
都在想方设法生存下去。比如在餐饮业中，一些餐
厅不堪重负，已经关门了。也有一些餐厅把生意模
式改成专做外卖，与本地许多应用程序公司合作，
拓宽外卖生意的网络。另外还有一些餐厅另辟蹊
径，选择转型。据我所知，美国当地一个有名的餐
馆，由于疫情期间没有什么宴会，便将餐馆改建为
超市，售卖蔬菜和日用食品，生意得以维持下去。”

此外，许多旅游业界华商经营更加艰难。疫情
期间，几乎没有什么旅行团，所以许多华商转做本
地的旅游巴士团，提供在美国本地的旅游服务，生
意才继续经营下去。

“面对疫情带来的挑战，海外华商必须想办法
解决问题，重新考虑是否能够维持现有的生意模
式。”蔡文耀说。

“若知四海皆兄弟，何处相逢非故人。”卞军表
示，疫情之下，我们海外的华商企业要互相加油鼓
劲，广泛集智聚力，合力渡过难关。作为商会，我

们也会创立平台，把海外华商团结起来，大家同呼
吸、共命运、谋发展，以此展现我们海外华商的智
慧和坚韧。

积极乐观 抢抓商机

与此同时，疫情也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有媒体报道称，疫情期间，罗马尼亚电子商务

发展迅速，本地物流行业也随之蓬勃发展。华商尝
试通过跨境电商、线上零售等方式转型升级实现逆
境突围。客户方面，线上电商的兴起增加了线下批
发市场的客源，家居性、季节性产品的销量十分可
观。部分批发商尝试拓展地方零售业务，实现自批
自销。

卞军说：“虽然疫情给海外华商带来了巨大冲
击，但我们的态度还是比较乐观的。因为我们这批
海外华商是比较独特的，许多都接受过高等教育，
经历过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学会了在中国以外
的市场寻求新的商机，所以我坚信我们的华商企业
能够攻坚克难，把握新机遇，实现新发展。”

全德华侨华人联合总会荣誉主席冯定献说：
“在后疫情时期，海外华商将会与祖 （籍） 国保
持更紧密的联系，一方面会加大中国商品的进口
规模，另一方面也会与国内招商机构和企业加强
联系，在企业并购、参股等方面做出努力，将体
现中国元素和中国精神的产品带入德国以及欧洲
市场。”

1892 年，韩槐凖出生在海南文昌凤鸣
村，家庭虽不富裕，但他自幼好学，兴趣广
泛。1913 年，21 岁的韩槐凖从县学堂毕业
后，开办了一家染坊，但由于技术滞后，染
坊经营不善，还欠下了债务。为了谋生，
1915年，韩槐凖前往英属马来亚，这里因地
理位置近、交通便利和乡戚关系，是海南人
出洋务工的热门目的地。

初到南洋，韩槐凖经亲戚介绍，去偏远
的印尼属吉利门岛橡胶园当记账员。他发现
园中割胶工人薪水更高，于是学习了割胶技
术，清晨奋力割胶，白天再去记账。凭借一
身闯劲，他用两年时间摆脱了债务和动荡，
还攒下一笔积蓄。他随即放下胶刀，用这笔
积蓄入股新加坡一家知名药房，与海南同乡
符致逢合伙经营起来。为了药房业务，韩槐
凖刻苦学习了药物学和化学知识，在药房干
起繁杂的配药工作。一番奋斗，药房经营顺
利，自制的西药还远销东南亚各地。

这段药房生涯，竟让韩槐凖从此与陶瓷
研究结缘。他回忆说：“1933年我在药房当徒
工时，有一个外国人向我询问，我国 《本
草》 上的苏木，英文如何写？我虽做了答
复，但他对于我国历史记载的原产地提出问
题。因此，我才开始阅读我国和南洋关系的
历史。”工作之余，韩槐凖翻阅文献发现，中
国古代瓷器曾大量销往南洋，他对这些海外
遗珠萌生极大兴趣，借药房出差之便在东南
亚各国奔走搜集。他还利用在药房配药和早
年经营染坊积累起的化学知识，尝试用现代
科学方法来鉴定陶瓷制作年代。

1940年代开始，韩槐凖陆续发表 《紫矿
之研究：古代南洋贡入及输入物品之一》《琉
璃珠及瓷珠之研究》等重要学术论文，还将
瓷器和考古方面的研究心得凝聚于《南洋遗
留的中国古外销陶瓷》 一书出版。1952 年，
他经新加坡莱佛士博物院院长大力推荐，破
格加入伦敦东方陶瓷学会。

经过多年的奋斗，韩槐凖在新加坡站稳
了脚跟。他又自筹经费创办华夏化学用品

社，经营也蒸蒸日上。但在韩槐凖心底，家国情怀始终不曾消失。早在
1936年，他以积蓄在新加坡北郊购荒地，满种红毛丹，起名“愚趣园”，
红毛丹和家乡海南荔枝风味相似，颇能寄托乡愁，徐悲鸿、郁达夫等名
人都是这里的常客。郁达夫还曾作诗：“卖药庐中始识韩，转从市隐忆长
安。不辞客路三千里，来啖红毛五月丹。”

1950 年海南解放，韩槐凖立刻返回家乡凤鸣村探亲，其间不忘在
家乡考古，成功发现了数十件雷公凿。新中国成立后的新面貌和文物
考古事业的新发展，让韩槐凖决定举家返国。他先是放弃了苦心经营
多年的华夏化学用品社股份，又忍痛出让耕耘 26 载的愚趣园。1956 年
到 1962 年间，他把多年来历尽艰辛收藏的瓷器装箱运至北京，悉数捐
献给故宫博物院，其中的 100 余件外销瓷精品大大充实了故宫博物院
外销瓷馆藏。

安排毕生收藏“归国”后，1962 年，古稀之龄的韩槐凖不顾亲友
劝阻返回祖国，结束 47 载南洋飘零。他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故宫博物院瓷器顾问，继续在研究道路上行路不止，直至 1970 年病
逝。对于他的一生，著名侨史学者许云樵写道：“南洋有数不清的百万
富翁，都是赤手空拳发迹起来的，但从一个略识之无的胶工，一跃而
成为博学多闻的考古学家，古往今来，在东南亚千余万华人中，惟韩
先生一人而已。” （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供稿）

近年来，浙江省玉环市结合海岛地区土地少、资源少
等实际情况，在开展光伏发电项目建设的同时，有效利用
地面资源，形成“棚上发电、棚下养鱼”的综合利用新模
式，助推经济绿色发展，带动地方经济、生态双丰收。

图为1月15日，玉环市清港华能130兆瓦“渔光互补”
光伏发电站，24 万多块单晶硅光伏板在夕阳下闪闪发光，
发送出源源不绝的清洁能源。该项目于近期建成并网发
电。 段俊利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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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竹声中一岁除，
春风送暖入屠苏。随着
春节脚步的临近，海外
各地华侨华人积极开展
线上春晚、新春团拜
会、春节慰问礼包、穿
汉服制宫灯等新春活
动，为当地归侨侨眷及
广大群众送上浓郁的春
节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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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棚上发电 棚下养鱼”

回国后的韩槐凖回国后的韩槐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