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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华社发起“爱华文”活动

蒋希曾——

杨 宁 陈婕洺

侨 界 关 注

传播中国革命之声的华侨先驱者

2018 年，“爱华文”工委会在 《星洲日报》 总社文化中心举办 SPM 华文科应考讲座，吸引众多考生参加。前排右七为曾
翎龙。
受访者供图

唐志昌

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国家艺术档案馆，至
今收藏着一位华裔作家的生前文学原著以及美国
左翼人士对其开展营救活动的大量信件。这位作
家是旅美左翼作家、在美传播中国革命之声并推
动中美文化交流的先驱者——蒋希曾。
蒋希曾，江苏南通人，1899 年出生于一个贫
苦农民家庭。自幼天资聪颖，受当地乡贤器重，
被资助就读师范学校，免费保送南京高等师范，
成为一名出类拔萃的文科生。大学毕业后，蒋希
曾南下投奔孙中山，加入广州革命政府，协助孙
中山部署北上议和活动。在国民党内，他公开声
明自己的左倾立场。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他便遭
到右派势力的排斥。为寻找革命出路，他决定赴
苏留学，期望进入共产国际的大阵营。因故未能
成行，之后他选择赴美留学，于 1926 年进入美国
斯坦福大学攻读研究生。
到美国后，蒋希曾一边留学，一边参与国民
党左倾中英文周刊 《中国导报》 出版，同时从事
文学创作，先后出版了 《中国红》、《金拜》《中国
进行未止》《中国革命诗》 等一批反映中国革命题
材的英文小说、剧本和诗歌。他通过文学作品，
向美国人民介绍中国社会，反映中国革命景象、
传播中国革命声音。同时，他还活跃于美国时代
广场，开展街头剧演出活动，甚至自导自演，通
过舞台戏剧，让美国人民了解中国。
蒋希曾的作品在美国文学界产生广泛影响。
当年美国学者评论称：“蒋希曾反映中国革命的诗
歌，是一幅罕见的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图像。”苏
联作家评论称：“蒋希曾的 《中国红》，是世上最
大运动的可贵缩影，是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声
音”。他创作表演的舞台剧，被美国众多媒体、报
章报道。
蒋希曾因为从事左倾文学创作和参与共产主
义思想宣传活动，被南京国民政府发出通缉令，两次被美国移民局逮捕，
羁押在爱丽丝岛拘留所，等待他的将是遣送回国。
蒋希曾表现出坚强、乐观精神，在狱中写下 《中国诗人在爱丽丝岛
上》 等脍炙人口的诗歌。他分别向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夫人，国际和平
主义者、美国首位国会女议员冉克茵寄赠文学著作，用艺术感染上层人
士。美国一批左翼人士纷纷开展营救活动。冉克茵女士亲自向国会提交
“关于撤销蒋希曾遣返令”专案，获得美国国会秘书处的批转。
蒋希曾获释后，由于出版商不再出版他的文学作品，无奈之下，走进
好莱坞，成为一名职业演员，并有了不小的名气。他选择反映中华文化和
中国抗战等题材， 在剧中饰演了一个个生动的中国人角色。 中年和晚
年，他先后参演 20 多部电影，留下弥足珍贵的影像。
蒋希曾留下的文学作品，成为美国学术界研究美国华人文学的代表
作。他为美国劳工运动创作的诗歌，由美国左倾音乐家配曲后，在美国国
家图书馆音乐大厅唱响。
（南通华侨博物馆供稿）

近日，马来西亚
汉文化中心及 YDD
基金会首次联合推动
“独中及华中土著学
生 赴 华 深 造 计 划 ”，
200 名马来学子可免
费报名参加汉语水平
考试 （HSK） 及申请
赴华留学奖学金。2
月 22 日，为丰富中
马文明交流互鉴，中
马国际翻译资格认证
考试发布仪式正式展
开，吸引了 200 余名
专家代表、高校师生
在线参加。

牵线搭桥 共建繁荣

薪火相传 责任在肩

交流互鉴 硕果累累

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越来越
虽然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已经遍地开花，但
在众多学习华文的马来学子中，来自马来西
多马来西亚人选择学习汉语。为推广中华文化， 在传承过程中仍面临许多现实问题。例如，报
亚柔佛州的莎莎自 3 岁起便开始接触华文，并在华
马来西亚汉文化中心设立了助学基金，鼓励更多
考 马 来 西 亚 教 育 文 凭 （SPM） 华 文 科 目 的 考 生
文学校完成中小学教育。
马来西亚巫裔学子到中国留学。
逐年递减，截至 2020 年，该文凭的报考人数降
“一开始，我爸爸为了方便和华人做生意沟
“中国的强大使中文的世界地位不断提高，掌
至 48420 人。
通，才将我送到华校，希望我以后可以成为他的
握中文也变得更有商业价值。”马来西亚汉文化中
为了鼓励更多学子报考华文，避免考生人数 ‘翻译员’。”莎莎说，“作为家里第一代学习中文
心主席吴恒灿表示，“现在，越来越多马来人选择
继续流失，马来西亚 《星洲日报》 积极推动“抢
的孩子，我经常会感受到马来文化和中华文化的
将孩子送到华文小学，这样的现象在 30 年前是不
救华文”“爱华文”运动，希望通过举办各种“爱
冲突，但这些感受对我来说都十分可贵，因为相
可想象的。马来西亚共有 1301 所华文小学，其中
华文”活动，进一步激发学子们对汉语知识和中
较于其他马来同胞，我能更了解华裔群体。正因
近 23%的学生为非华裔群体，该数据还在逐年递
华文化的学习热情。
为有了深入的了解才能融入其中，学会欣赏中华
增，可见马来西亚社会对华文教育的重视。”
“爱华文”工委会负责人曾翎龙对本报表示： 文化之美。”
马来西亚的巫裔族群占该国总人口 69.4%，华 “考生人数的下降与马国教育体制相关，部分学生
华文教育蓬勃发展的背后离不开华文教师的
裔人口为 23.2%。吴恒灿表示：“马来民族是马国
因无法确保能考出好成绩选择放弃报考华文，我
付出。然而，近年来马来西亚的华文教师稀缺，
的主要人口，要想在马来西亚实现民族之间更全
们希望能鼓励这批学子，所以举办了各种讲座、 为了让更多马来同胞爱上中华文化，莎莎立志要
面更广泛的文化交流，就需要加强中华文化在马
培训课程加强他们报考华文的信心。”
成为一名华文教师，为此还考取了国际注册汉语
来西亚社会的影响。我们发现许多马来学子都接
“在我看来，孩子们并不是不喜欢华文，而是
教师资格证。
受了 6 年的华文基础教育，但因为没有太多的资源
发现要想在华文科目上考出好成绩实在太过困
莎莎说：“实际上马来社会越来越看重华文教
和途径，最终放弃赴华深造，实在非常可惜。我
难，所以才会选择放弃。”吴恒灿指出。
育，不仅仅是中、小学的孩子想要学习华文，许
们希望他们能梦想成真，所以才会提供奖学金给
曾翎龙说，“爱华文”举办过许多文化活动， 多与中国有经贸合作的马来同胞也都会来找我。
马来学子。”
如文字创作比赛、书法班、口才班、诗歌朗诵
还记得在疫情暴发前，我曾与几名学生到中国苏
吴恒灿认为，若能让更多马来学子到中国留
营、文学教学课程等。
州买货，我并不打算直接帮他们翻译，更多时候
学，激发其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与理解，相信在不
同时，在“爱华文”活动下，《星洲日报》 推
我会在一旁鼓励他们尝试自行与当地人沟通，这
久的将来，这批学子定能成为中马交流合作的宝
出马来西亚首个专为中学考生设立的网页，并召
样的经历让我觉得很有成就感。”
贵资源。
集多位拥有丰富教学经验的华文教师提升学子们
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教育资源的不断丰
2 月 22 日，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欧阳玉靖表
的华文水平、考试成绩。
富，华文教育打破了书面教学的局限，许多华文
“孩子们都知道身为华人就应该要会中文， 教师纷纷在网上开启线上教学，为海外学子感受
示：“中国和马来西亚是相互信任的好邻居，合作
共赢的好伙伴。中国高度重视同世界不同国家、 所以大多都认为报考华文是理所当然的。”在曾
中国魅力提供新路径。
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在两国友好合
翎龙看来，孩子们对“学好华文”有一定的“使
“教学从线下转移到线上并不容易，虽然一开
作的背景下，中马国际翻译资格认证考试的启动
命感”。
始学生们会感到很不适应，但随后都慢慢习惯了。
目前就读国中的 15 岁华裔青年李俊杰在接受
我经常会录制各种短视频，其中包含简单的中文词
恰逢其时，对推动翻译人才培养，丰富人文交
流，促进民心相知相通具有重要意义。”
采访时说：“身为华人，如果完全不会华文好像有
汇、拼音、成语等。有意思的是，这个平台一开始
吴恒灿在马来西亚从事翻译交流工作已经 40
点奇怪，因为在这里大家不是说方言就是说华
主要是为了教华文，但有华人和我说，他们也能从
多年，他说：“华文和马来文的翻译考试将为中马
文、英文、马来文，很少看到完全不会中文的华
中学到很多马来文。”莎莎表示。
人。”
“华文教育的传播要因地制宜，中马两国交
文化交流创造历史新篇章、新契机。翻译并不是
交流工作的终点，两国在文学、语文、翻译、出
在被问及未来是否会报考华文科目，李俊杰
流互鉴少不了这群默默付出的华文教师，不管
版等领域的合作，必能为‘文明对话’添柴加
自信地表示，“我一定会报考华文，因为这是我的
他们来自哪个族群，只要能用学生能接受的方
火，语言是国家间交流沟通的重要媒介，翻译资
母语，我相信自己会考到理想的成绩，未来也希
式去教，定能最大限度地推广华文教育。”吴恒
望能到中国留学。”
灿认为。
格考试是两国合作的重要基石。”

华侨华人助力中医药文化“出海”
睿 加 李 慧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有政协委员提出 《关于
以中医药为依托 推动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建议》
的提案。在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期间，
位于主媒体中心场馆的中医药文化展示空间内参
观者络绎不绝，也吸引了众多海内外媒体的目
光。该空间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联合中医药行业优
秀企业布展的。

了中医药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宋英梅是展
馆的一名讲解员，她说：“当看到众多参观者切身
了解中医药的发展历程及当代应用价值时，我更
加坚定了要讲好中医药故事的信念。”

传承中医针灸
传播医药文化
在西班牙侨胞的防疫礼包中，连花清瘟胶
囊纳入其中。西班牙华侨华人协会会长陈建新
说：“我们一直在发放浙江省侨办侨联的中药，
其中包括 1000 盒连花清瘟胶囊、500 盒连花清瘟
颗粒。”
中国中医科学院新闻宣传中心副主任赵宇平
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道：“疫情之下，我国中药出
口量不断增长，但中医药的海外传播不仅要让药
品出海，更要让中医药文化理论‘走出去’。”
在中医药“走出去”的路途中，文化差异是
最大的障碍。在中医药跨文化传播方面，华侨华
人可借助自身优势，弥合文化差异。如中东欧中
医药学会会长陈震，坚持用当地听得懂的语言，
全面、真实、立体地讲解中医药文化，并促成欧
洲第一所中医特色孔子学院建立。
中医药文化已成为中国同各国开展人文交流
的重要载体。中医药文化展示空间以“抗疫”为
主题，通过视频、图文、实物、AI 交互体验等多
种形式，向海内外媒体记者及场馆工作人员展现

中医药文化展示空间的针灸铜人受到很多海
外人士的关注。作为中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2010 年，中医针灸被正式列入联合国非遗名录。
纽约州执照针灸中医师王焱垚出生于中医世
家，从小对中医针灸耳濡目染。攻读硕士期间，
他在纽约中医学院学习针灸；今年，他将在美国
的医学院继续攻读西医博士。“学习西医也是为了
能更好地把中医发扬光大，我希望毕业后回国做
一些对祖国有意义的工作。”王焱垚如是说。
冬奥会期间，王焱垚回国近 3 个月，将自己的
所学应用到冬奥会相关工作中。作为中国冰雪医
疗保障专家，他为运动健儿提供专业的医疗服
务，同时向工作人员科普针灸知识，并参与翻译
中医药文化展示空间的医学术语。
王焱垚不仅善于治疗运动损伤，在治疗急性
与慢性痛症方面也有所专长。他说：“在美国，很
多人患有痛症，通过西医药物治疗，患者很容易
产生药物依赖，但中医针灸不仅见效快，而且无
副作用，因而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
除了做针灸医疗师，王焱垚还承担了很多针
灸医学海外传播的工作，如推进统一针灸针国际

标准相关工作，这对传承与传播正统的中医针灸
至关重要。

赋能医药贸易
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2021 年，我国中药贸
易总额 77.41 亿美元，同比增长 19.1%。其中，出
口额为 50.01 亿美元，同比增长 16.5%。海外民众
对中医药有迫切需求，但中医药“走出去”并非
一帆风顺。
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中药部主任于志
斌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道：“目前，中医药海外注
册准入门槛高，海外流通渠道认证困难。很多中
药类产品多以食品、保健品等形式进入海外市
场，其药品的真正‘身份’尚未得到广泛认可。”
于志斌说：“中医药出海不仅需要国内相关组
织、药品及人才走出去，更需海外华侨华人助
力。首先，侨胞熟悉当地市场环境，有利于确定
产品的应用范围，同时缩减文化差异，推动药品
走出去；其次，海外华侨华人资本投至中医药行
业，有助于促进中医药产业海外本土化；第三，
储备中医海外人才，助力中医、中药共同出海。
中医指导中药，中药配合中医，二者协同发展，
中医药才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乃至世界各
国取得长足发展。”
西汉时期，汉武帝赐牡、桂、干姜等药物于
西国王使。从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中医药文
化成为我国与各国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重要媒介。
中医药文化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侨 乡 新 貌

淳安：亚运场馆展英姿
3 月 7 日，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界首乡亚运项目建
设现场，工作人员正在紧锣密鼓地开展施工任务。目
前，场地自行车场馆主体已竣工，亚运分村室外景观
和室内精装修建设正在全面加速推进。
图为 3 月 7 日，航拍浙江杭州亚运会淳安场地自行
车场馆。
杨 波摄 （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