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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文娟

近段时间以来，中国地方

两会密集召开。来自侨界的代

表委员们认真履职、建言献策。

他们的这些声音振奋了“侨”

心。

保护侨文化
侨乡拥有独特且内涵丰富

的侨文化。地方两会上，很多代

表委员呼吁加强侨文化保护、

开发，让广大侨胞找得到根脉、

记得住乡愁。

侨批纸短，家国情长。侨批

作为“跨越山海的家书”，是华

侨华人历史的重要见证。福建

省人大代表傅天宝就发挥“馆

藏”“民藏”优势，展现侨批档案

保护开发的福建担当与作为提

出了建议。

傅天宝认为可聚力三个体

系建设，提升侨批档案保护开

发水平。一是注重规划、实施抢

救，建立侨批档案“一体化”保

护体系。二是加强研究、擦亮精

品，建立侨批档案“多元化”开

发体系。三是打响品牌、扩大影

响，建立侨批档案“品牌化”宣

传体系。

广东省人大代表、汕头海

关关长王胜称，建议加强对潮

汕侨批等潮汕文化的宣传，深

入研究如何做好侨的文章，特

别是培养二代、三代潮侨的归

属感，深度挖掘并打造旅游文

化贸易一体化产业，形成整体

效应。

浙江省政协委员，浙江省

侨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兼秘书

长周松一呼吁筹建浙江华侨历

史博物馆，以此为载体把散落

在民间的华侨华人历史文化资

源收集整理起来，加强保护研

究，进行陈列展示。

“侨在各个时期都浓墨重

彩，孕育产生了弥足珍贵的华

侨华人人文历史和精神文化，

这是新时代浙江独特而宝贵的

精神财富，需要精心守护，传承

弘扬。”周松一认为，这将为科

学研究浙江华侨历史文化提供

一个详实的数据库和科研基

地，加强侨情研究。

打好“侨”牌
广大侨胞是中国改革开放

事业的开拓者、参与者、贡献

者，亦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的宝贵资源和独特机

遇。“打好侨牌”这一话题受到

地方两会代表委员的关注。

在浙江省两会上，浙江省

人大代表、浙江省侨联主席连

小敏对“十四五”时期该省侨务

工作提出期许：“要在推动构建

新发展格局中更加注重打好

‘侨牌’，发挥侨力，汇聚侨智。

同时在助力‘重要窗口’建设中

更加注重发挥侨联组织的独特

作用。”他表示，将统筹布局华

侨回归产业集聚区和中外合作

产业园建设，注重制度供给和

政策设计，打破壁垒、畅通渠

道，解决华侨资金回流、海外人

才引进、专利技术转移等方面

的难题。

浙江省政协常委、法国亚

美杰国际投资集团董事长郭胜

华建议，浙江要充分发挥华侨

在科技、资金、人脉等方面的资

源、优势和“链接力”，如高水平

推进部署华侨回归产业孵化

园。他表示：“作为一名担任了

24 年的华侨政协委员，我将积

极对接服务，让更多科技成果、

爱国侨商回归故里，更好助力

家乡建设全球人才蓄水池。”

福建省政协常委、副秘书

长，致公党福建省委会专职副

主委吴棉国表示，构建新发展

格局是‘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

内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

之路，华侨华人、侨资侨智侨力

具有重要作用和独特优势。他

建议，福建可从开创吸引外资

“新格局”、培育引进侨智“新机

遇”、探索对外合作“新路径”、

谋划闽台融合“新篇章”四方面

发力，发挥侨海优势积极服务

并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

（中国新闻网）

谷爱凌：尽管这个还不满 18 岁的

姑娘已经一次又一次为中国冰

雪创造历史，可这一次，步履不

停的她还是给国人带来了新的

惊喜。

北京时间 1 月 30 日拉开

帷幕的 2021 世界极限运动会

X Games 阿斯本站上，首次参

赛的谷爱凌在女子自由式滑雪

超级 U 型场地比赛中发挥出

色，夺得冠军。平昌冬奥会冠

军、加拿大选手夏尔佩获得亚

军。

这不仅是谷爱凌在个人生

涯中摘得的首个 X Games 冠

军，也是中国选手首次在 X

Games 中登顶。

又一次，“青蛙公主”书写

了中国冰雪运动的历史。

在本次 X Games 阿斯本站

中，谷爱凌报名参加自由式滑

雪三个单项，分别是坡面障碍

技巧、U型场地技巧和大跳台。

在首先进行的自由式滑雪

大跳台比赛中，她便以 73 分夺

得季军。再加上随后收获的超

级 U型场地比赛冠军，谷爱凌

在她的 X Games 首秀中收获一

金一铜，堪称完美。

接下来，谷爱凌还将参加

坡面障碍技巧比赛，而这正是

谷爱凌最擅长的项目。也就是

说，她这一次带来的惊喜，很可

能还不止于一金一铜。

这不禁令人感叹，这个 17

岁的漂亮姑娘，究竟还会为我

们带来多少惊喜？

哪怕暂且将眼下这份喜悦

按下不提，在过往的日子中，这

个还未成年的小姑娘，已经实

现了不少令人赞叹的成就。

最近一次让人们感叹于她

的优秀，还不是在运动场上。

2020 年底，谷爱凌宣布自

己被斯坦福大学录取。这也让

人们大呼这个小姑娘不仅是运

动场上的冠军，还是考场中的

“学霸”。

但她随后透露，因备战冬

奥会将推迟一年入校学习，以

便有更多的时间去训练，力争

好成绩。

尽管谷爱凌的优秀令人不

禁大呼这是“别人家的孩子”，但

她更是“中国自由式滑雪运动员

谷爱凌”，是实打实的自家人。

“中国自由式滑雪运动员

谷爱凌报到”。这是 2019 年 6

月 8 日，谷爱凌发在个人社交

媒体上的一句话。

也正是在那时，原本美籍

华裔的她，宣布自己转为中国

国籍。据国际滑雪联合会官网

显示，早在 2019 年 6 月，谷爱

凌的注册国籍已经从美国变为

中国。让自己的年轻面孔出现

在了“CHN”字样旁，这是谷爱

凌为国人带来的第一个惊喜。

随后，她便在雪场上，一次

接一次地创造了更多意想不

到。

早在 2019 年世界杯意大

利站，她就收获了自己的“夺金

初体验”———一枚坡面障碍比

赛的金牌。16岁的她是当时世

界杯参赛队员中年龄最小的，

也是唯一一名全职高中生。

2020 年 1 月，赶在 17 岁之

前，她又在自己的荣誉簿上加

了一笔。

在瑞士洛桑进行的冬青奥

会女子自由式滑雪 U 型场地

决赛中，谷爱凌以第二轮滑出

的 93.00 的全场最高分拿到了

冠军；仅仅 3 天后，她又在自由

式滑雪女子大跳台决赛中以超

出第二名 1.25 分的优势夺冠，

成就冬青奥双金王。

正如当时国际雪联评价

的那样，对年轻的谷爱凌来

说，这样的夺冠时刻，未来还

会有很多次。而谷爱凌在那之

后的下一次夺金，时间相隔并

不远。

当地时间 2020 年 2 月 14

日，在 2019-20 赛季自由式滑

雪 U 型场地世界杯卡尔加里

站的比赛中，谷爱凌以 94.00 分

夺得 U型场地冠军。

两天之后，她又在坡面障

碍技巧比赛中夺冠。凭借这枚

金牌，谷爱凌创造国际雪联世

界杯历史———在一站世界杯上

获两块金牌。

国际雪联因此感叹：“我们

看到了卡尔加里站中创造历史

的表演，这是国际雪联双板自

由式滑雪世界杯赛事上有史以

来最伟大的两天。谷爱凌又一

次将自己的名字写入史册！”

当然，最令人们欣慰的，是

她一直以来想要在主场作战的

北京冬奥会，为中国冰雪做些

什么的决心。

谷爱凌一直期待着能够代

表中国，在 2022 年北京奥运会

上有所表现。早在 2019 年 6

月，她就在微博发文：“我很骄

傲能够在三年后代表中国征战

北京 2022 年冬季奥运会……

北京，我来了！”

如今的一切荣誉显然并不

是 17 岁的谷爱凌的极限。谷爱

凌从来不会掩饰对于 2022 年

北京冬奥的期待，到时，她也仅

仅只有 18 岁而已。

而在谷爱凌带来的一次又

一次惊喜背后，是同样“年轻”

的中国冰雪不断上升的希望。

谷爱凌闪耀的同时，中国

冰雪也不只有“青蛙公主”一

人。

2020 年初，蔡雪桐在第 38

届美国公开赛(US OPEN)单板

滑雪 U型场地比赛以 88.16 分

夺得冠军，这是中国运动员首

次获得美国公开赛金牌；几乎

同一时间，单板滑雪 U 型场地

运动员刘佳宇也夺得国际顶级

赛事女子组金牌。

不久前的 1 月初，年仅 16

岁的单板滑雪小将苏翊鸣在长

白山训练驻地，成功完成了个

人首个 cab 1800，也就是反脚外

转五周 1800 度，抓板尾的超高

难度动作，这也是中国单板滑

雪历史上完成的首个“1800 度”

难度动作。

苏翊鸣为中国单板滑雪坡

面障碍技巧项目实现了该难度

“从 0到 1”的突破后表示，望能

通过自己的努力，完成更多新

动作的挑战，为北京冬奥会做

准备，让中国单板滑雪变得更

强大。

这份努力，与谷爱凌如出

一辙。

因此在期待漂亮姑娘谷爱

凌继续为我们带来惊喜的同

时，也不妨期待中国冰雪军团，

在未来能够交出怎样一份“漂

亮”答卷。 （中新体育）

□李赫

岁的中国单板滑雪小将苏翊鸣

谷爱凌代表中国队出战入选 国际体育十大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