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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金蛇獻瑞的癸巳年正月初二，陽光和煦，大嶼

山機場到處湧動著歡樂的人群。我依循數年的老
例，登上國泰航班，飛往我的第二祖國——印尼。

我的祖籍是中國福建省莆田仙遊。家父早年移
民印尼泗水。我是出生在印尼的第二代華僑。家父
是一位愛國華僑，在抗擊日本法西斯對中國、對印
尼、對亞洲的侵略當中，為印尼和中國的救亡圖存
事業，盡忠盡力，貫徹始終。我誕生人間，印尼的
水、印尼的大米把我養大。生我養我的愛國家庭和
教我育我的印尼學校及師長，塑造了我矢志愛國的
靈魂。上個世紀的1960年代，我隨着華僑歸國潮，
返回中國，投入祖國的懷抱。在大陸和香港生活的
幾十年歲月中，親歷祖國的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
先後擔任了十四年的北京市政協委員、常委，又連
續二十年地擔任第八、九、十、十一屆全國政協委
員。在參政議政的工作中，在改革開放的事業中，
深深感到祖國和人民對華僑的器重與厚愛。

此次重返千島之國，看到印尼到處洋溢着喜氣
洋洋的節慶氣氛。機場、街道、商場、學校，到處
掛著大紅燈籠，貼着大紅春聯；燈籠上、春聯上
「恭喜發財」和 「蛇年吉祥」的金色漢字，熠熠閃

光；到處播放着中華民族的民族器樂曲……處處彰
顯着中國的強大、國際威望的提升以及華僑華人與
住在國的和諧共榮。

印尼是世界上最大的群島國家，由太平洋至印
度洋的一萬七千多個島嶼組成。印尼有100多個民
族，其對民族和宗教的包容度是舉世聞名的。中國
明朝的鄭和， 「三寶太監下西洋」就到過印尼。

印尼東爪哇的泗水古城，是我度過幼年、童
年、少年的地方。我先拜謁了自家的祖屋。祖屋院
內的芒果樹，依舊亭亭如蓋，翠綠蔥蘢。兒時嬉鬧
戲水的門前的布蘭達莎河，依舊蜿蜒流淌。給父母
拜年上香之後，與當年的同窗學友陳宜團、曾瑞
宗、何文金、林文輝、吳德輝聚會，淺酌低吟，懷
舊迎新。

現在的印尼，有一千幾百萬的華僑華人。但所
見的華裔青年已多是第六代華人。他們不懂漢語，
沒到過中國，中華大地彷彿是個迷人的傳說。

泗水有孔子學院，特別是我的母校，在溝通中
國與印尼友好交流上，承擔着歷史的重任。

我的母校通常被稱為 「新中學校」。她的全名
是 「新華中學」。母校創建於1934年，迄今七十多
年歷史。前些年我回母校種的三株樹，如今已長大
成材，屹立在校門之內。在西洋文化、西方殖民文
化東侵氾濫的時代，我的母校不屈不淫，始終堅持
以亞洲文化教育學生，培養學生成為具有聰明才智
與傳承民族優秀文化為宗旨，成就昭然。

走近母校，看見校園裡的莘莘學子，正在用漢
語朗讀唐詩，用中文對話甚至作文，感到十分欣
慰。正像陳錦球校長介紹的，孩子們通過漢語了解
中國，了解中國的歷史和現在，了解中華文化，明
白了自己是印尼的華人，深為自己的中國血統而驕

傲，為自己的祖籍國而自豪。
母校的施教宗旨，使用漢語寫在校園的各處。

其中如：

一、創造和諧與歡樂的學校氛圍，激勵學生
的學習興趣與積極性；

二、以突出亞洲文化的核心價值塑造學生的
個性；

三、為了達到國際標準，以印尼語、英語和
華語三種語言作為教學、交流和溝通的
語言，以迎接未來走向國際所面臨的挑
戰……等等。

類似母校這樣傳播中華優秀文化，積極溝通住
在國與中國的聯繫交流，對於構建世界和平、萬邦
和諧、共同繁榮的地球村，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

除了泗水，我還訪問了巴厘島和雅加達。在巴
厘島同當地的華僑施柏松、廖彩珍夫妻，在雅加達
同郭說鋒、紀輝琦、俞玉麟、熊德龍、謝翰賢、李
文光互敘衷腸。他們對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以及
對印尼經濟、世界經濟的貢獻表示欽佩。他們對中
共十八大以後及今年政府換屆後，中國僑務政策的
走向深表關心。對於僑界和僑民，透過促進中、外
文化交流，增進相互理解和互利合作、在傳播中華
文化上發揮着重要作用，成為中外交流的重要橋
樑。而且，海外僑胞落地生根蓬勃發展的趨勢，積
極融入住在國主流社會的態勢，都更加令人鼓舞。

二
癸巳年正月初七，港島和九龍依然沉浸在喜慶

祥和的節日氛圍中，到處張燈結綵，絢麗的中國紅
飄滿大街小巷。入夜，中環鱗次櫛比的摩天大廈燈
火輝煌。中國會的大廳內，被譽為 「共和國一顆美
麗星辰」的國務院僑務辦公室主任李海峰，親率代
表團，慰問港澳同胞和海外僑胞，給大家拜年，奉
獻最美好的祝福。正月初八晚上，國僑辦的 「四海
同春」大型文藝匯演，在會展中心上演，載歌載
舞，盛況空前。

中國現有5,000多萬海外僑胞，居住在全世界170
個左右的國家和地區。每年春節，李海峰主任和國
僑辦的其他領導幹部，都要不辭辛苦，遠涉重洋，
到國外向僑胞團拜，演出《文化中國·四海同春》，
表達祖籍國的一片愛心。李海峰對僑胞親如骨肉，
待之如手足，兢兢業業、風塵僕僕，傾心做好僑務
工作。李海峰在 「海外華僑與辛亥革命」國際學術
研討會上的講話《弘揚華僑愛國主義精神，高舉振
興中華的旗幟，推進祖國和平統一大業》，深得海
外僑胞一致的推崇與好評。李海峰說： 「海外華僑
是革命思想的啟蒙者、傳播者；海外華僑是革命組
織的重要支柱；海外華僑是革命的經費的基本來
源……。」 她從百年前的辛亥革命，到抗日戰爭時
期，到新中國成立後，到改革開放以來，全面而深
刻地論述了華人華僑的歷史作用和歷史功績。李海
峰在總結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僑務工作實踐時，曾
撰文寫道：

「分布在世界各地的5,000萬海外僑胞，是我國
擴大對外開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最積極、最熱情
的參與者；是遏制各種分裂勢力、實現中國統一大
業最積極、最熱情的促進者；是增強國家文化軟實
力、弘揚中華優秀文化最積極、最熱情的傳播者；
是拓展民間外交、發展中國人民與世界各國人民友

好交往最積極、最熱情的推動者。」
李海峰的論述是科學的、確鑿的、中肯的，符

合歷史事實，深孚海外僑心。
盛世與僑民共用。李海峰和國僑辦在推動和實

踐僑務工作時，有多方面的建樹和成就。其中有兩
點，我以為特別突出，特別靚麗：

一是 「以僑為橋，溝通中國與世
界」；

二是 「為僑服務，維護海內外僑
民的合法權益」。

據我見到的不完整的統計資料顯示，三十年
來，海外僑胞和港澳同胞在大陸投資創辦的企業，
約佔中國外資企業總數的70%；所投入的資金約佔全
國實際利用外資總額的60%。中國所引進的海外高科
技人才的主體也是海外僑胞。據統計，在中國推行
的從海外 「引進千人計劃」中，所引進的1,000餘名
高層次人才，98%以上是華僑、華人。

最近十年來，僑務工作的成就更加輝煌。在實
施 「海外人才為國服務計劃」中，引薦華僑華人專
業人才回國交流、合作上萬人次。加強對海外僑資
的產業和區域投向引導，不斷提高引進僑資的品質
和水準，累計促成合同利用外資2,000多億美元；開
展 「僑愛工程——萬僑助萬村」活動，推動僑胞參
與國家新農村建設，落實各類項目3,000多個，惠及
1,500多萬中國農民群眾；海外僑胞捐款興辦公益事
業暨扶貧、救災善款總計約1000億元人民幣；推動
華僑華人在80多個國家和地區成立了180多個 「反獨
促統」組織，召開30多次全球或洲際性 「反獨促
統」大會，有力地促進了中國和平統一大業……

十分明顯， 「以僑為橋，溝通中國與世界」，
這是以僑為基，構築的增進中國人民與世界各國人
民友好的友誼橋樑，增進中國與世界各國經濟合作
的互惠互利的橋樑，增進中華文化與世界多元文化
交流融合的橋樑。通過這些橋樑，為中國繼續深化
引進資金、引進智力服務，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加
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進科技進步和創新，維護
和促進祖國統一和領土完整，應對國際環境挑戰，
拓展公共外交、增強國家軟實力等方面創造累累碩
果；同時也為亞洲、為世界各國提供了和平發展、
高速發展的寶貴經驗。中國的寶貴經驗，正受到亞
洲、非洲、拉丁美洲、澳洲甚至歐洲、美洲國家特
別是新興經濟體的極大關注和極力汲取。據說泰國
的美女總理英拉在訪華時，中國的美女部長李海峰
陪同並介紹了有關情況。兩位美女領導親密合作，
英拉極為讚賞、感謝李海峰的親和和睿智，表示要
認真研究、學習中國的寶貴經驗。

中國的僑務工作，隨着中國綜合國力的大幅度
提升和國際地位的顯著提高，出現了新的更重要的
發展機遇期。對此，李海峰有深入的研判，她認
為：

海外僑胞數量不斷增加，分布越來越廣，活動
範圍越來越大。特別是新的華僑華人和華裔新生
代，逐漸發展成為華人社會的中堅力量，為僑社增
添了活力；

海外僑胞的經濟科技實力進一步增強，知識
型、創業型群眾隊伍不斷壯大，企業經營多元化、
國際化以及高科技、資源型領域的轉型發展，市場
資源、商業網絡遍布全球各地。他們所從事的研究
和所掌握的技術幾乎涵蓋當今世界所有的高新科技

領域。在經濟全球化浪潮的推動下，海外華僑的資
本、技術、人才的跨國流動增強，與中國的聯繫、
交流、合作更加緊密；

海外華人的住在國公民意識進一步提高，與當
地的主流社會聯繫、融合更加密切，湧現了一批華
人議員和政府官員。華人日益受到住在國的重視和
關注。這種變化客觀上有利於提升華僑華人在住在
國的社會地位和社會影響力，也有利於促進住在國
與我國友好關係的發展；

海外僑胞同時更加普遍注重自身的民族特性，
對中華文化的學習、傳承的需求日臻迫切。

因此，李海峰認為，在 「以僑為橋」的事業
中，要因應世情、國情和僑情的深刻變化，要全面
落實科學發展觀，立足於新的實踐和新的發展，不
斷強化對僑務工作戰略地位的認識，推動僑務工作
走上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之路。

「為僑服務，維護海內外僑民的合法權益」，
是中國僑務工作的又一亮點和特色。按照李海峰的
說法是： 「我們始終把維護海外僑胞和歸僑僑眷的
根本利益作為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

2010年，國僑辦與全國政協、致公黨中
央、中國僑聯等部門聯繫，提出維護僑商投
資權益的報告和實施方案，推動建立健全涉
僑投訴協調工作機制，加大督辦力度，解決
了一批久拖未決的涉僑案件。組織僑務政策、
僑務信訪的工作班子，遠赴世界各地調查研究海外
涉僑的問題，引起海外僑界極為良好的反應。

根據僑胞們的實際需要，牽頭協調相關部門制
訂並實施有關法規和政策，切實提供華僑華人在華
居留、子女就學就業、參加社會保險及捐贈等方面
的保障，妥善解決華僑享受社保、子女接受義務教
育等問題。

關注僑界民生，實施 「歸僑僑眷關愛工程」，
救濟扶持困難歸僑僑眷100餘萬人，使下崗失業、空
巢家庭、病患群眾，同國內同胞一樣享受 「學有所
教，勞有所保，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
的保障。截至2011年底，完成歸僑危房改造4.5萬
戶，完成率高達98.8%。華僑農場改革和發展取得突
破性進展。截至2011年，全國華僑農場社會總產值
達到474億元，職工人均收入9,667元，比2006年分別
增長25%和1.5倍。華僑農場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參保
率達97.51%，醫療保險參保率達到94.5%，有4.4萬人
納入當地最低生活保障範圍。以上各項比例甚至略
高於全國平均水準。華僑農場遺留的歷史問題基本
解決，絕大部分金融債務得到妥善處置，土地確權
登記工作基本完成，全面地維護了海外僑胞在國內
的合法權益，有力地保障和改善了僑界民生。

「以僑為橋」和 「為僑服務」，可以稱之為中
國僑務工作的內核。誠如李海峰所說：

「隨着我們對於僑務工作戰略地位和作用的認
識不斷的深化，從鼓勵僑胞愛國愛鄉，到引導他們
融入住在國主流社會，在住在國更好地生存和發
展，充分體現出 『以人為本』 的科學發展思想在僑
務工作實踐中的運用。」

這或許可以說是中國僑務工作的一次飛躍吧！

三
時光穿越到2010年7月15日。
盛夏的北京，百花齊放。雄偉莊嚴的人民大會

堂裡，歡聲笑語，充滿青春的律動。來自五大洲的
51個國家及港澳台地區的6000多名華裔青少年齊聚

一堂，參加《2010年海外華裔及港澳台地區青少年
「中國尋根之旅」夏令營》的開營式。

開營式隆重而熱烈地進行。時任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親切地與青少年們會
面並講話，使開營式達到了高潮。

習近平說，中華民族歷來有着濃厚的故鄉故土
觀念，認祖歸宗是中華兒女重要的文化品格。海外
中華兒女到中國尋根，說明大家都對祖籍國有強烈
的親近感，都認識到自己血管中湧動的是中華血
脈，都願意傳承和發揚歷經數千年形成的中華文
化。

習近平殷切地建議海外華裔青少年有 「三句
話」：

「第一句話是，團結統一的中華民族是海內外
中華兒女共同的 『根』 ；第二句話是，博大精深的
中華文化是海內外中華兒女共同的 『魂』 ；第三句
話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海內外中華兒女共
同的 『夢』 。」

習近平在持續不斷的掌聲中以語重心長的 「三
個希望」勉勵大家：

「海外華裔青少年朋友們，你們是海外華僑華
人社會的希望和未來。當年，你們的祖輩漂洋過
海，在艱難困苦的環境中自強不息、奮鬥不止，用
汗水和智慧成就了自己的事業，贏得了住在國政府
和人民的敬重。衷心希望你們繼承和弘揚祖輩的光
榮傳統，從中華民族的歷史和文化寶庫中吸取精神
營養，成為中華文化的熱情傳播者。希望你們廣泛
學習借鑒世界各國優秀文明成果，博采各種文化之
長，成為中華民族文化同世界各國文化交流互鑒的
積極促進者。希望你們積極參與各種形式的文化交
流活動，讓更多國家和人民了解豐富多彩的中華文
化，成為住在國人民同中國人民友好交流的民間使
者，為中華文化發揚光大和世界文明共同進步發揮
積極作用。」

習近平關於 「民族之根、文化之魂、復興之
夢」的 「三句話」和 「三個希望」，正在成為中國
僑務工作的推動力和指針。

中華兒女的 「民族之根」，是在綿延五千年的
歷史風濤中，由共同的歷史命運鑄成的永不變異的
民族基因。民族團結、國家統一，就是我們的民族
之根。民族之根愈深，民族未來的枝葉就愈加繁
茂。近年來，由國家僑辦主導的僑務工作，無不在
維繫民族之根，無不在堅持維護祖國團結統一的大
業，無不在維護中國的主權和領土、領海完整，始
終在促進祖國的和平統一。堅持反對 「台獨」、
「藏獨」、 「東突」等分裂勢力，團結一切 「反獨

促統」的社會力量，通過僑胞加強與他們住在國的
政府、民間的溝通聯繫，做好海外僑領、僑生、僑
商及各界傑出人士的聯絡服務工作，以謀求達到和
平發展、共同發展的社會目標。

中華民族的 「文化之魂」，是博大精深、千古
不朽的。近年來，雨後春筍般推出的有實效、有特
色、有堅持、有影響的文化活動，展現出海內外中
華兒女自強不息、薪火相傳的偉大精神和中華兒女
極其寶貴的民族財富。僅就海外僑界共同關注、共
同喜愛的 「僑愛工程」 、 「歸僑僑眷關愛工程」 、
「文化中國．四海同春」 、 「名家講壇」 、 「中華
才藝」 、 「中華醫學」 、 「中華美食」 ，以及 「世
界華僑華人社團聯誼大會」 、 「世界華人論壇」 、
「世界華人傳媒論壇」 、 「中國尋根之旅」 、 「中
國僑務論壇」 、 「華僑華人創業發展洽談會」 、
「華裔傑出青年華夏行」 等等活動，就從各個方向

有效地張揚和凝注了民族的魂魄。

民族的文化之魂，還滲透在支持海外僑胞從事
的中外文化交流的事業裡，諸如設立海外華僑華人
中華文化傳播貢獻獎、設立僑務對外文化交流基地
和中華才藝培訓基地，加強 「華星書屋」和 「華星
影庫」建設等等，特別是支持、幫助海外僑團僑社
開展多種地區性甚至全球性的中華文化交流合作活
動，鼓勵、支持華僑華人與住在國當地主流社會共
同舉辦中華民族文化節慶活動，使全球無論黃種
人、白種人、黑人等各民族、國家、地區都理解、
認知、共享中華文化、中華文明的成果。

推廣華文教育成就斐然。特別是推動華僑華人
社團舉辦華文學校，像印尼泗水的我的母校一樣，
幾十年堅持教授華文，遇難不屈、遇險不折。目前
據不完全的統計，全世界已有兩萬多所華文學校分
布於100多個國家和地區。加之中國華文教育基金會
和國內華文教育基地吸收大批僑胞子女來華留學深
造，顯著地增強了第六代華人新生代對中華文化的
了解與熱愛。

隨着中國綜合國力的日益提高和中華文化的廣
泛傳播，一方面僑胞學習、弘揚中華文化的積極性
大幅度增長；另一方面僑胞於住在國落地生根的意
識不斷增強，他們以自信自尊的姿態努力融入當地
的主流社會，增強了中華民族文化之魂的感召力、
認同度和持續不衰的魅力及時空影響。

中華民族的 「復興之夢」，是海內外華人世世
代代的追求。為了復興之夢能夠美夢成真，多少先
賢付出了鮮血和生命的代價。新中國的成立，開啟
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新紀元。經過三十多年
的改革開放，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成就。在
繼續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崇高事業中，為了配合
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實
現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宏偉規劃，僑務工作將繼
續鼓勵海外僑胞充分發揮優勢，積極參與中國的現
代化建設；繼續大力推動兩岸和平發展，促進中國
和平統一大業；繼續在傳播中華文化的過程中，促
進中外文化的交流融合；繼續幫助支持華僑華人積
極融入當地社會，為深化中國與世界各國、各地區
的經濟合作、互利共贏及政治互信、文化互融、社
會互通作出新的貢獻。

正像習近平總書記所鄭重宣告的那樣：
「到2020年，中國將全面建成惠及十幾億人口

的更高水準的小康社會。在此基礎上，再奮鬥幾十
年，到本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這是我們的宏
偉目標。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已經展現出燦爛的前
景。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輝歷程中，中國
將始終高舉和平、發展、合作旗幟，同各國人民一
道推動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中華
民族將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更大貢獻。」

海內外的中華兒女，在民族復興
的偉大旗幟下，團結起來，為弘揚中
華民族的民族之根、文化之魂、復興
之夢而共同努力吧！

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太平紳士‧陳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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