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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我们切身感受到
中国在保障华侨权益方面所做
的努力，有了法律‘护航’，海外
侨胞在中国工作生活更有保障
了。”几内亚比绍浙江总商会执
行会长陈军青说。

陈军青主要从事服装、
食品等领域的进出口贸易。
他说：“近年来，身边有不少
侨胞朋友回国工作和生活。
随着华侨权益保护地方性法
规不断出台，我们在国内进
行投资创业、子女教育、财
产 保 护 等 都 更 方 便 、 更 安
心，期待未来有更多法律惠
侨的好消息。”

中国的发展活力和广阔
市场吸引着越来越多海外侨
胞的目光，他们期待搭乘中
国发展的快车，共享发展机
遇。随着各种联系交流日趋
密切，侨胞维护自身权益的
诉求也日益提升，对立法护
侨的呼声更高。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
全面依法治国的深入推进，
侨务工作法治化建设不断加
强，华侨权益保护的政策法
规日益丰富完善。十八届四
中全会指出要“依法维护海
外侨胞权益”。近年来，华侨
权益保护政策法规的一个重
大突破是地方性专门立法不
断出台。

2015 年 10 月，中国第一
部保护华侨权益的省级地方
性法规——《广东省华侨权益
保护条例》实施，条例对华侨
政治、人身、社保、生育、教育、
财产、投资、捐赠等八个方面
权益的保护作出具体规定，还
将外籍华人权益保护列入其
中，成为华侨权益保护地方性
条例的范例。

2016年，《福建省华侨权
益保护条例》 施行，这是中国省级人大颁布的第二
部综合性保护华侨权益的地方性法规，涉及华侨普
遍关注的政治权益、出入境权益及身份认定、投资
权益、捐赠权益、华侨文化保护、回国创业等多个
方面。

此后几年中，湖北、上海、浙江、海南、四
川、贵州等地相继制定实施地方性华侨权益保护条
例。2022 年 9 月，山东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
八次会议对 《山东省华侨权益保护条例 （草案）》
进行了审议。目前，全国层面的华侨权益保护法已
经列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院长张
振江指出：“这些立法实践回应了华侨与国内互动过
程中所产生的新需求和各种权益问题，涉及内容广
泛，立法范围清晰，具有各地地方特色，使华侨权
益得到更全面、细致且专业的保护。推进地方性华
侨权益保护法规先行先试，也为全国性华侨权益保
护立法提供了实践经验，使涉侨法律法规体系进一
步完善。”

“在立法效果方面，这些法规保护了华侨在国内
的权利，促进了侨务工作的可持续发展；有利于增
强海外侨胞对祖 （籍） 国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为侨
胞带来归属感，吸引更多华侨华人返乡投资创业。”
张振江说。

展望未来中国华侨权益保护立法的发展，张振
江表示，侨务法应既有助于华侨在国外的安全、生
存与发展，也有助于华侨、归侨侨眷与国内社会的
融合发展。“在立足国内实际的基础上，还应更多考
虑侨胞与居住国的关系，注意华侨权益保护法律法
规与相关国际条约的衔接，提高国内立法的国际认
可度。” （据中新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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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外见证祖国日益强大

1987 年，我太太赴美国留学。3 年
后，我离开故乡上海，随太太一起到洛
杉矶生活。

我从小热爱写作，在国内曾从事多
年文字工作。到洛杉矶后，我在当地一
家华文媒体找到一份编辑工作，后又负
责报社的广告营销业务。

到美国时，我已 45 岁。故土情深，
千里之外的祖国始终是我心中挥之不去
的一抹乡愁。平日里，只要听到与祖国
相关的消息，我总是难抑兴奋之情。

记得 1997 年 3 月，中国海军军舰首
次访问美国本土。当地时间 3 月 21 日清
晨，我和太太、儿子带着五星红旗，驾
车 2 个多小时，从洛杉矶赶往中国海军
军舰停靠的圣地亚哥军港。我们到后发
现，军港码头早已聚集了许多侨胞，大
家拉起欢迎横幅，一同挥舞五星红旗，
迎接中国海军的到来。

在美国海军军乐队奏响的欢迎曲
中，中国海军“哈尔滨”号导弹驱逐
舰、“珠海”号导弹驱逐舰和“南仓”号
综合补给船组成的舰艇编队徐徐驶近军
港码头，军舰上的八一军旗迎风飘扬，
在阳光下格外耀眼。那天，我们有幸登
上“哈尔滨”号导弹驱逐舰舷梯参观。
踏上舷梯的那一刻，我顿时有了一种回
家的感觉。当得知“哈尔滨”号导弹驱
逐舰由上海江南造船厂打造，属于“上
海品牌”，我这个“老上海”更是说不出
的激动。我还在军舰上遇见 2 名上海籍
士兵，我们用熟悉的家乡话聊了几句家
常，并合影留念。

能在异国他乡见证祖国的日益强

大，这是我们海外游子最骄傲的事。而
能用手中的笔和镜头记录这些珍贵片
段，更让我心生自豪。

2008年 4月，北京奥运会圣火传递活
动在旧金山举行。我和许多华侨华人搭
乘巴士，前往旧金山，见证这一历史时
刻。活动现场，我站在火炬接力台附近，
不停地高声欢呼。第一棒火炬手是中国
游泳名将、巴塞罗那奥运会冠军林莉。当
林莉高举熊熊燃烧的火炬，向大家挥手，
现场掌声雷动，一面面五星红旗汇成一片
红色的海洋。我迅速举起相机，定格这个
令人动容的画面。后来，我拍摄的一组北
京奥运圣火旧金山传递的照片被国内外
多家媒体采用，广为传播。

穿梭中外讲述中国故事

在美国生活的 30多年间，我始终没
有放下手中的笔和镜头。直到现在，尽
管已 77岁，我仍不觉疲倦，经常奔波在
新闻报道的第一线。除了采写当地侨团
华社的故事之外，日新月异的中国是我
报道最多的“主角”。

2011 年，第六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
在重庆举行。我与多国华媒代表一起受
邀参加，并在论坛期间有机会参观重庆
的市容市貌。那趟行程给我留下了极其
深刻的印象。

20 世纪 80 年代，我还在上海工作
时，曾与老同事们到重庆考察。记忆
里，嘉陵江边挤满了自行车、摩托车，
城市街道拥挤逼仄。然而，时隔近 30年
再到重庆，眼前的山城早已焕然一新。
走到当年“打卡”过的解放碑步行街，
高楼林立，人声鼎沸，一片繁华。我和
华媒同行还参观了当地的新型居民楼。

一排排拔地而起的楼房，宽敞明亮，卫
生设备、厨房炉灶等一应俱全。我迫不
及待地记录下所见所闻，回去写成报
道，传播给更多美国读者。

2015 年的海南博鳌之行则让我亲身
感受到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那
次，我作为华媒记者，前去采访博鳌亚
洲论坛 2015年年会。之前，说到中国对
外开放的窗口，我和身边朋友常会提到

“广交会”。在博鳌采访期间，身边的一
切，无论是场馆的硬件设施，还是活动
的组织安排，都让我连连感叹其国际化
水平之高。来自世界各国的各界嘉宾汇
聚一堂，在博鳌亚洲论坛这一广阔的平
台上，交流互鉴，共谋发展。我从未如
此直观地感受到，中国与世界交流如此
之深。通过这扇崭新的窗户，我看到一
个更加自信、开放、乐于同各国合作共
赢的中国。

每次在中国采风后，我不仅会把一
路见闻写成报道，还会在闲聊时当新鲜
事讲给周围人听。刚出国的那些年，我
回上海探亲，总是给亲人讲国外的故
事，比如美国有高速公路、有摩天大
楼。现在，我更多是给美国华侨华人和
当地朋友讲述中国故事，讲中国的高铁
时速之快、中国的城市面貌之新。这些
故事的背后是中国一日千里的飞速发展。

在一起感受爱国思乡情

除了从事华媒工作之外，我还加入
了美国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与一群心
向祖国、志同道合的文友寄情文字，书
写我们对故土的思恋。

加入协会 30多年来，我有一个很深
的感触，那就是海外侨胞对祖国的认同

感越来越强。2019 年，为庆祝新中国成
立 70周年，协会协同侨团，举办了一次
面向洛杉矶侨界的征文大赛，邀请侨胞
畅叙乡情。消息一出，100多篇征文如雪
花般飞来，侨胞积极参与的热情远超我
们的预想。我和协会的其他文友认真阅
读了每一篇作品，时常被文字蕴藏的爱
国思乡之情所深深打动。最终，我们将
这些作品集结成册，分发给当地侨团华
社，受到热烈欢迎。

记得我刚到洛杉矶时，当地的中国
城里多是来自香港、台湾的同胞。有一
次，我遇到一名上海口音的老乡，但对
方就是不愿承认自己是上海人。后来我
得知，原来是那名老乡当时觉得上海发
展得不够好，羞于提及。如今，类似的
情况再也不可能出现。我每次回国，都
惊叹家乡天翻地覆的变化。前两年，我
回上海，走出地铁，竟在一簇簇高楼大
厦之间分不清东南西北，走到很多地方
都觉得繁华得如同市中心。而上海正是
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的一个
缩影。

现在，侨胞们聚在一起，说到自己
的祖国，言语间都满是自豪。遇到中国
的重要节日，中国城里总是早早地挂满
鲜艳的五星红旗。每到中国国庆节，侨
胞们还会自发聚在一起，举行升旗仪
式。尽管规模没法与国内的升旗仪式相
比，但当几百名侨胞共同唱响国歌，我
总是无法抑制地热泪盈眶。祖国的繁荣
富强正是我们海外侨胞昂首挺胸的最大
底气。

最近，我和一些朋友正在筹办一场摄
影展。我们想把侨胞们近年来回国拍摄
的照片汇总到一起，让更多人看到中国的
发展步伐。我们相信，这些照片将让人们
认识一个充满活力、充满惊喜的中国。

美国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荣誉会长卢威：

用笔和镜头记录故乡巨变
本报记者 严 瑜

美国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荣誉会长卢威：

用笔和镜头记录故乡巨变
本报记者 严 瑜

旅居美国30余年，77岁的卢威
保持着一个多年不改的习惯——用笔
和镜头讲述祖国的日新月异和游子的
桑梓情深。无论是作为一名华媒人，
还是作为一名写作者，对卢威而言，
与祖国有关的一切，都是他笔下和镜
头里的“主角”。

以下是他的自述。

侨胞说·祖国在我心中

走进江西省宜春市上高县敖山镇洋林村，小楼整齐排列，道路
干净整洁，两旁路灯杆上飘扬着五星红旗。村里的民族广场上，身
穿各式民族服饰的村民手拉手，唱歌跳舞，欢迎来客。

前身为江西国营敖山华侨农场的敖山镇是江西三个华侨农场
之一，安置归侨人数最多。洋林村是由外国归侨和瑶、侗、傣、
壮、京、苗、汉七个民族组成的归侨少数民族聚居村。

61岁的侗族村民陈胜梅是洋林村的“侨一代”。作为村里“开
荒牛”之一，她还记得回国后刚到洋林村生活的艰辛，“走的是泥巴
路，住的是平房，但那已经是华侨农场里最好的房屋了”。

随着“侨居工程”的实施，同其他村民一样，陈胜梅一家在
十多年前就住上了两层小楼，“当时高兴得晚上睡不着觉”。

“村里现在有少数民族101户410人，大家团结互助、安居乐
业。”脱下汗衫换上瑶族服饰，洋林村党支部书记张胜德说，“谁
家有红白喜事，全村帮着一起张罗。”邻里相亲相爱的洋林村，
先后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
范单位”等荣誉称号。

近年来，依托多民族风情等特色旅游资源，洋林村大力推动
乡村振兴，蝶变为赣西地区颇有名气的风情旅游村。

张胜德介绍，除了逐步完善水、电、路等基础设施，洋林村
还通过挖掘归侨少数民族特色文化，打造了特色民宿、民俗小
吃、水果采摘等多个旅游项目，“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我们每
年都会举行‘三月三’少数民族民俗文化节”。

每当有民俗节庆活动，陈胜梅便喜欢在村里的广场尽兴跳
舞。她说：“少数民族喜欢跳舞，欢迎更多的游客来看我们跳舞。”

受疫情影响，洋林村暂停举办“三月三”少数民族民俗文化
节。张胜德称，洋林村转变活动推广方式，面向上高县城的幼儿
园和小学推出一项“亲子乐园”活动，“凭借特色鲜明的民族风
情和多样的采摘项目，今年上半年接待6000余人次游客”。

“我是瑶族，爱人是京族，妈妈是壮族，奶奶是苗族。”洋林
村村民叶其仁家是个多民族家庭。在他看来，洋林村六个少数民
族的传统文化相互融合发展，逐渐演变成了富有内涵、民族特色
浓郁的特色文化。

民族风情、文旅融合，激活了洋林村乡村振兴的“一池春
水”，产业从之前的种植业、养殖业转型到综合型的乡村旅游
业。一如村口大门上的对联所书：“民族团结，助力乡村振兴；
七彩侨乡，弘扬红色精神。”

（据中新社电）

江西归侨少数民族聚居村：

民族风情激活乡村振兴
刘占昆 吴鹏泉

图为身穿各式民族服饰的村民唱歌跳舞欢迎来客。
中新社记者 刘占昆摄

图为卢威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采访时留影。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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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日乡村美如画

金秋时节，浙江省温州市苍
南县钱库镇，稻田与村庄、乡间
道路、河流构成一幅多彩的秋日

乡村画卷。
图为钱库镇秋日里乡村田园

风光。 唐方校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