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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10月 3日，鲜艳的
五星红旗飘进了大英帝国。中
国海军第26批护航编队黄岗舰
和扬州舰驶入英国伦敦金丝雀
码头，对英国进行短期访问。英
国民众百般交集，英国《每日邮
报》甚至用“红色的十月”作为标
题。文章还写到两艘 100米长
的庞然大物驶过金丝雀码头引
起了一阵骚动，这些战舰拥有巡
航导弹，可以精准命中 50公里
外的目标……报道还自嘲道：

“幸好，他们来我们伦敦的目的
是和平之行。”对于身为移居英
国多年的我来讲，是多么的荣幸
见证和参与中国驻英国大使馆
组织的欢迎和欢送两艘舰队的
光荣任务。

这批海军舰队是第 4次来
到英国，不同的是这次舰队直
接来到英国首都伦敦。记得当
天去欢送舰队离开时我雄赳赳
气昂昂坐进伦敦陈旧和不安装
冷气系统的地铁去金丝雀码头
时，真的很想大声的告诉那些
低头看当天报纸和一些还在闭
目养神的英国民众：“看，你们
以前把鸦片运进我们中国，今
天我们的海军把五星红旗插在
你们的首都。”这是多么值得自
豪和光荣的事，这更是我们伟

大的祖国的 40 年改革开放带
来的成果，改变了世界全新的
外交格局！

我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来
到英国，属于第一代的福建移
民。当时的福州还是比较穷，基
础设施也相当的落后，最豪华的
算是东街口百货大楼了。城市
面貌给人一种破旧的感觉。人
均收入也很低，当时的万元户可
以说是非常的有钱。道路到处
是坑坑洼洼，记得出一次城，都
得要坐上陈旧的巴士或者载物
的货车颠颠簸簸的穿过那盘旋
的山间小路，路程需要两三个小
时。到了城里人已经精疲力
尽。遇上下雨天那更惨，到处是
泥浆水，没有人能够幸免干净的
鞋子回到家中。刚到英国时，第
一次接触到一个西方人，印巴人
和非洲人。

一切都感到非常的陌生，看
到那些外国人个个长得都很奇
怪，能够理解当时早期移民来英
国的香港人为什么把他们称为

“鬼佬”了。道路、街上和商铺里
没有看到一个中文字，没有一个
外国人会讲中国话，自己似乎已
经成了一个瞎子、耳聋、瘸腿的
人。没有一点自信和勇气。每
次碰到一些外国人面带微笑的

问你，你是哪里人，是不是日本
人 时 ，都 会 选 择 小 声 地 说

“Sorry no English”然后低
头迅速地离开扎进有中国人的
人堆里。

经过了 40年的改革开放，
今天的中国完全不同了，已经
发生翻天覆地变化，一座座摩
登的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四横
八纵的高铁覆盖着整个中国，
一条条高速公路接通了每一个
大小乡——一条条水泥路铺向
乡村每一户人家门口，蜿蜒曲
折的道路不见了，坑坑洼洼的
道路不见了，现在如果你还想
踩下雨天后的泥浆路已经没有
机会了；还想坐上颠颠簸簸的
货车去城里没有机会了；还想
看看那些陈旧的设施和破旧的
建筑没有机会，因为这些都已
经被 40 年的改革开放的大门
统统锁进了历史！

今天的英国也不一样了，
一些英国的百年老店里多了些

“你好”“欢迎您”的中文字。店
里多了些会讲中文的服务员，
一些商店在招聘员工时还附加
了要会讲中文条件。记得我女
儿 暑 假 和 她 同 学 去 一 个 叫
White Company 的 蜡 烛 专 卖
店里勤工俭学时因她会讲中文

被成功应聘，而她的同学因为
不会说中文而没有得到这份工
作的机会。英国很多地方的小
学现在已经把学中文为外语课
的指定课程。在一些地方的中
文学校里学生爆满，他们的父
母都已经认识到现在学习中文
最有用。这 40年的改革开放，
使中国的经济迅速腾飞。中国
留学生已经为英国昂贵的私校
里最主要的海外学生源。来英
国旅游的中国游客到处都有他
们的身影。一些主要的旅游景
点和西餐厅中国人占绝大部
分。有次和朋友去一间网红牛
排西餐厅吃牛排，朋友说这里
生意非常好，当我走进去的时
候我以为我自己走错餐厅了，
里面都是中国人。当时我就想
要是没有中国人，这间牛排店
怎么承担得了这里昂贵的租
金。不单游客和学生，还有中

国的一些小商品，已经遍布整个
英国各个大小商店，到处都可以
买到中国小商品，每年的圣诞
节，所有的灯饰和装饰品圣诞礼
物都是来自中国。很多英国人
都会开玩笑得说，要是中国哪天
不再送这些东西过来，那他们的
圣诞节怎么过……

中国的改革开放确确实实
改变了全世界无数家庭。我有
幸在英国生活，跟随着见证和经
历中国的改革开放对中西方国
家的影响和改变。中国的改革
不仅仅是世界的民生问题，它还
是一种精神，一种国家的精神！

如今的我走在路上每当有
人问起是不是中国人时，我都会
很大声的骄傲地回答他，Yes ，
I am Chinese！

（作者黄作程，现任英国连
江同乡会会长，2018 年 10 月 21
日写于伦敦）

英国华侨：从自卑到自豪

40年改革开放 中国重塑世界格局

本报讯 10月 20日，集美
大学迎来百年华诞，校内 15幢
嘉庚建筑克复旧观，同时，一本
记载集大嘉庚建筑及百年办学
历程的图书《百年集大 嘉庚建
筑》亦于当日首发。

陈嘉庚先生一生倾资兴学，
耗资最巨者莫过于兴建集美学校
和厦门大学规模宏大的校舍。这
些校舍有着中西合璧的独特风貌
和深刻丰富的文化内涵，被称为

“嘉庚建筑”。集大嘉庚建筑由陈
嘉庚亲自设计并主持建造，在我
国近现代建筑史上具有不可磨灭
的地位，其中15幢于20世纪20
年代和50年代兴建的校舍，现已
成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
由于年代久远校舍破损严重且存
安全隐患，2011年，学校启动对
校内嘉庚建筑的全面保护性修

缮，后历时7年共3期修缮完工。
“2011年以前，这些校舍也曾多
次维修，但因缺少系统评估和完
善的修缮方案，只是简单的功能
性维修。”为修缮提供方案及施
工，并参与《百年集大 嘉庚建筑》
编写的翰林苑文化产业集团总经
理晏雪飞表示，此番修缮的嘉庚
建筑则真实、完整地呈现其历史

信息，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建筑发
展史，研究和传承嘉庚精神提供
了宝贵资料。

而《百年集大 嘉庚建筑》一
书正是以故事的形式、图文并茂
地讲述嘉庚建筑承载的百年历
史文化及其修缮特点和成效，呈
现嘉庚关于建筑规划、设计、施
工、使用的理念。 （许丹）

本报讯 10月21日，第十
届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高层论
坛暨第二届嘉庚论坛在中国著
名侨乡厦门集美区举办，“一带
一路”沿线 30多个国家（地区）
的海外侨领、华侨精英、知名企
业家两百余人莅会，共话嘉庚精
神，为深化改革开放和共建“一
带一路”建言献策。

由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
心、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促进
会等机构联袂主办、以“新时代
深化改革开放，新友谊共建一带
一路”为主题的本次论坛，由开
幕式、大会主旨演讲和四个圆桌
论坛组成。

中国侨联副主席齐全胜在
开幕式致辞中称，今天适逢嘉庚
先生144周年诞辰，在这一这值
得纪念的日子，我们以举办论坛
的形式缅怀这位华侨旗帜和先
驱十分有意义。

集美区委书记李钦辉表示，
以“忠公、诚毅、勤俭、创新”为核
心的嘉庚精神历久弥新，体现了
早年海内外炎黄子孙内心深藏
的最朴素的民族复兴情感，蕴含
着今天实现中国梦的中国精神
和中国力量，是时代精神最鲜活
的载体。

“祖父的精神，至今仍是一
笔宝贵的无形的资产。”陈嘉庚
的长孙陈立人在接受本报记者

专访时称，陈嘉庚不仅自己捐资
兴学，也影响周边的人士；不仅
重视教育，也重视家乡的经济发
展，医药卫生的改善，社会风俗
的净化和文明、传统文化的传承
和发扬。他对国家的兴盛、社会
的进步、民生的改善有全方位的
研究和思考。

“嘉庚论坛”已于前年成功
举办一届。本届论坛首次将中
国文化软实力研究高层论坛与
嘉庚论坛两大活动联合举办。

同首届嘉庚论坛比，本届
论坛到会海外华侨华人更具广
泛 性 ，与 会 专 家 学 更 具 代 表
性。50 多位来自中央有关部
委、重点高校、重点科研机构的
特邀嘉宾以及海外侨领、华侨
精英、成功人士、知名企业家等
莅会发表演讲，就改革开放与
中国梦、海外华侨华人与“一带
一路”建设、嘉庚精神的新时代
内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海内
外影响等主要议题进行深入交
流与探讨，共话嘉庚精神，共谋
发展。

主办方称，论坛的举办，可
通过聚焦在全球华侨华人社会
中具有独特影响力的嘉庚精神，
探讨新世纪中国与海外同胞经
济和科技合作发展的新模式和
引进侨智的新路径、新政策。

（许丹 陈季玉）

本报讯 “这就是我们小时
候喝的味道！”10月18日，2018
中国厦门国际茶产业（秋季）博
览会上，马来西亚茶商叶子建和
林文良在泉州中华老字号茶叶
品牌“龙雀”展位区，一边品着龙
雀铁罗汉老茶，一边感叹道。

龙雀的历史，最早要追溯到
清朝乾隆年间创办的集泉茶
庄。1931年集泉茶庄在惠安城
关筹备庆祝150年周年纪念，以

“龙雀商标”申请注册并获准使

用。2006年龙雀商标被国家商
务 部 认 定 为 首 批“ 中 华 老 字
号”。200多年来，集泉龙雀成为
不少闽南人“下南洋”漂泊打拼
时随身携带的“必需品”，凝结了
几代华侨对祖地茶叶的味觉记
忆。此次来厦门参加茶博会的
马来西亚茶商叶子建和林文良，
家族世代经营马来西亚知名华
侨老商号万发兴，在他们回忆
中，那时父辈们泡的茶都是龙雀
铁罗汉。

而龙雀文化血脉中的“海
丝”亲缘，已在品牌重振进程中
悄然重续。“在马来西亚，集泉龙
雀是唯一存续200多年的品牌，
但都是华人华侨从国内作为伴
手礼零星带过来的，有时很难买
到。我们希望做大马来西亚龙
雀茶叶市场占有率，让老一辈华
侨知道，龙雀回来了，并且把她
传给下一代的年轻人。我们很
有信心！”林文良告诉记者。

（许丹）

第二届嘉庚论坛在厦举办

海内外嘉宾共话嘉庚精神海内外嘉宾共话嘉庚精神

厦门茶博会厦门茶博会：：中华老字号中华老字号 跨海求新生跨海求新生

嘉庚建筑重生嘉庚建筑重生 献礼集大校庆献礼集大校庆

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允恭楼克复旧观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允恭楼克复旧观，，华丽再现华丽再现（（编委会供图编委会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