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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01 年至 2018 年，全国政协已连续 18 年，

邀请来自 79 个国家的 500 多位海外侨胞列席政协

会议。列席侨胞如何看待全国两会这一中国政治生

活中的年度大事？

旅居德国和卢森堡等国、曾列席政协会议的多

位侨界人士表示，他们通过列席以及远程关注全国

两会，见证了祖(籍)国日益开放透明的社会主义民

主政治，增强了向心力和文化自信。

德国中西部华人华侨妇女联合会会长顾裕

华于 2015 年列席了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

对于身兼德国法兰克福市政府外国人事务参事

会议员的顾裕华而言，在两个不同的国度体验过

参政议政的经历，令她对全国两会有了更加深刻

的认识。

“邀请部分国家和地区的侨胞代表列席，不仅

为海外华侨华人深入了解祖(籍)国经济社会发展开

辟了重要渠道，也为我们积极参与祖(籍)国现代化

建设提供了有效平台。”顾裕华认为，通过海外列席

代表的加入，有效地加强了侨胞和侨团同祖(籍)国

的联系，使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向心力和文化自信不

断增强。

德国华侨华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韩苏

荣于 2017 年列席了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谈

及这次经历，韩苏荣形容自己是“一次列席，毕生难

忘”。

“能聆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见证祖

(籍)国日益开放透明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表侨

界所关注的好声音，既是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难

得的责任和使命。”韩苏荣注意到，海外华侨华人尤

为关注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虽身处不同时区，却

都会不约而同地第一时间关注政府工作报告所反

映的祖(籍)国最新发展成就和未来深化改革、转型

升级的蓝图。

受访的列席侨胞均认为，祖(籍)国近年来经

济蒸蒸日上，在全球治理中积极发挥正面作用，

不仅令他们与有荣焉，亦提供了实实在在的红

利。

与顾裕华同一年列席全国政协会议的卢森堡

-中国经济文化交流协会会长朱培华对此感触颇

深。他表示，作为欧洲重要金融中心，卢森堡同中国

的关系近年来发展得十分稳健。目前包括四大国有

银行在内的九家中资银行已在卢森堡开业，阿里旗

下蚂蚁金服和一大批中资基金公司亦已登陆卢森

堡。

“祖(籍)国强盛、中卢关系发展令我深有感触。”

让旅居卢森堡多年的朱培华感到欣慰的是，亚洲基

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今年首次在亚洲以外的国

家举办年会便选在了卢森堡。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几位旅欧侨胞对

中国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

“祖(籍)国强盛不仅让我们华侨华人腰板更硬

了，双边经贸投资的发展也带来了商机，目前很多

华人的子女在中资银行等机构就职；由于这些华人

第二代掌握中文，他们进入卢森堡的金融机构供职

时也获得了便利。”如今，朱培华的儿子竞选上了卢

森堡当地市政府的议员，同时还担任卢森堡国家银

行的风控官。他表示，中国人真正从“站起来”“富起

来”进入了“强起来”的阶段，“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

国外，我们都深深地感受到这一点”。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我们更有理由坚

定文化自信，振奋民族艺术精神，最民族的即是最

世界的。”顾裕华还有另一个倾注了大量热情的身

份：德国京剧协会秘书长。经常演出京剧的她曾在

列席全国政协会议时提出，扶持海外华人艺术团

体，发挥其弘扬中华文化独特优势。顾裕华认为，未

来应当从中国传统中发掘更广阔的舞台魅力，让外

国观众“看得懂，看入迷”。

去年中国全国政协会

议上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

并非委员，却坐在会场前排

位置———他们便是列席政

协会议的海外侨胞。

这也是全国政协自

2001 年以来连续 18 年邀

请海外侨胞列席。他们由

多个部门推荐产生，每一位

在其住在国都有相当的声

望和影响力。去年 30 多位

列席者中来自日本的有两

位。近日，他们接受采访时

讲述了自己亲历两会的感

受。

刘洪友：

会议提案

展现大国风采与担当
全日本华侨华人联合

会会长刘洪友回忆说：“当

接到参会邀请时，心情很激

动，这份荣誉是对我多年侨

界活动的勉励，也是对我三

十多年传播中华传统文化

工作的肯定。希望借此会

议把旅日侨胞的良好形象

和真挚心声传递给祖 (籍)

国人民。”

刘洪友在会上建言，文

化是一个国家的精神形象，

如何做好中华文化在海外

的宣传员、播种机，在世界

上展现中华民族的形象，亮

出最具独特性的名片，在世

界大文化圈中具有深刻的

意义，也是海外华侨华人义

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

为此，刘洪友在行前经

过精心调研和准备，结合自

己在日 30 多年推广、传播

中国书法和汉字艺术的经

验，向全国政协会议建言献

策，提交了题为《做好中华

民族文化在海外的宣传员、

播种机》的报告，介绍了在

日侨胞“不忘初心，文化荟

萃”的盛况，也表达了对中

华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刘洪友在会上听到了

来自中国各行各业代表的

声音，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

是这些声音不仅立足国内，

更放眼世界，关注人类的命

运和共同发展。“中国作为

一个大国，愈发展现出了大

国的风采与担当”，刘洪友

说。

徐静波：

身份转变，责任感更强
日本亚洲通讯社社长

徐静波说，他从 1997 年起

开始采访全国两会，20 余

年间角色首次发生了转换。

徐静波说，从记者席坐到列

席区域，由观察变参与；内

心上，更直接深刻地理解中

国的政治与目标，并有了一

种肩负祖(籍)国繁荣复兴

的共同责任感。

徐静波还记得自己首

次采访两会的情景。徐静波

说，1997 年，赶去北京采访

两会的外国媒体记者不多，

基本上以北京常驻记者为

主。

徐静波谈道：“而如今，

采访两会的记者众多，两会

全程向外国媒体开放，也有

很多提问机会。中国变得更

加开放和自信，这是一种实

实在在的体验。”

徐静波说，参加两会之

后，他接到了日本许多团体

的讲演邀请及媒体采访邀

请。在他看来，两会之后的

重要使命，就是向日本社会

解读中国两会的成果，解读

中国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

思路、新战略，让日本社会

更好地了解中国，认识中

国。

旅欧列席侨胞的“两会印象”：

见证开放透明增强文化自信

□冉文娟

“我们将在更高层面、更深层次、更广领域深化各项为侨服务工作，努力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

眷的根本利益，努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实现新发展。”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务院侨办主任许又声在 2019 年新春贺辞

中谈及今年侨务工作时如是说。

2019 年全国两会即将拉开帷幕，大会将有哪些侨务新讯号释出，为全球侨胞所关注与期待。

从事服装贸易的华

侨蒋忠南近年回国的次

数越来越多。“公司在国

内的业务愈加重要，我们

自身事业发展已和祖国

的发展交织在一起。”

中国的发展活力和

广阔市场正吸引着更多

海外侨胞的目光，期待分

享发展红利。而随着各种

联系交流日趋密切，侨胞

们对自身权益的诉求日

益增多，对立法护侨的呼

声更高。

目前，国家层面尚未

出台针对华侨权益保护

的专门性法律，华侨的部

分权益在实践中尚待落

实。蒋忠南举例称，身边

许多朋友都打算在中国

创业置业，可购房、社保、

医疗等方面仍面临一些

问题。

保障华侨在国内合

法权益，加强侨务法治

建设，中国政府从未停

步。2018 年 4 月，国务院

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题

报告华侨权益保护情

况，建议抓紧研究制定

华侨权益保护法，适时

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

法规划。今年的全国两

会，与此相关的议题预

计也将引起侨界代表委

员关注。

随着留学人员和新

移民数量增多，海外侨社

已发生结构性变化，新侨

和华裔新生代逐渐成为

侨社主体力量。

与早期华人靠“三把

刀”闯荡海外相比，改革

开放后走出国门的新侨

群体受教育程度高，经济

实力不俗，是沟通中国与

世界的重要纽带。

“新侨群体积极融入

主流，是展现当代中国开

放和国际化的一个窗

口。”侨胞向静早年留学

西班牙并留在当地发展，

对侨社的结构变化感受

很深。作为西班牙新丝

路协会会长，她希望

“侨务部门给予新侨社

团更多关注，搭建更多沟

通联谊的平台，对接发展

机遇。”

事实上，侨务部门一

直在积极拓展新侨工作。

一系列面向新侨群体的

联谊和研习活动为其参

与中国发展创造了机会。

侨务部门还通过建立机

制性平台，搭建组织网络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

步伐不断扩大，海外华侨华

人往来中国愈加频繁。无论

是旅行探亲、商务往来、还

是科教文卫交流等，侨胞们

对于出入境便利化的期待

更高。

中国政府重视这一呼

声并逐步探索便利化举措。

2018 年 2 月实施的 8 项出

入境便利措施中，第 6项便

是外籍华人“专属条款”：将

签证由之前最长 1 年多次

有效，放宽至 5年内多次有

效；将居留许可期限由之前

最长不超过 3 年，增加至 5

年。

此外，在出入境自助通

关、海外中国公民护照办理

等方面，海外侨胞的体验更

好。

“现在通关时间较以往

缩短，更加快捷高效了”，从

事国际贸易工作的加拿大

侨胞李慧频繁往来中加之

间，他期待国家出台更多出

入境便利性措施，并提升政

策的普惠度，造福广大华侨

华人。

2019 年是完成机构改

革后侨务工作在新的起点

上再出发的开局之年。侨务

工作将呈现哪些新气象？为

侨服务如何踏上新台阶？海

外侨胞冀望全国两会回应

期待。

和协作联盟等，促进实质性

交流与合作。

2019 年，第九届世界

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将

要召开，新侨、侨团年轻化

等话题或将成为重点议题。

阴 彭大伟

旅日侨胞两会亲历者：

侨胞诉求日趋多元如何更好维护侨益？

侨社结构变化新侨工作如何拓展？

往来频繁出入境政策如何更加便利？

边检民警正在帮助旅客通过自助查验通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