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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美食特产暨侨乡民俗风情街和
图片展成打卡地

市民游客开启“逛吃”模式
本报三亚11月28日电（记者徐慧玲）文昌

鸡、定安粽子、东山羊，各类海南地道美食香飘四
溢；一张张新旧照片展示了海南的旧貌与新颜，将
琼岛的发展变化娓娓道来。11月27日，海南美
食特产暨侨乡民俗风情街在三亚湾红树林度假世
界开街，这里汇聚了海南多种特色美食和具有历
史韵味的照片，不仅获得琼籍乡亲代表的好评，还
吸引了不少三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

感慨于家乡的巨大变化，品尝着记忆中的美
食，加拿大温哥华海南同乡会理事陈献三不禁感
叹：“最美当属家乡味！”

“文昌鸡肉质鲜嫩、肥而不腻，被列为海南‘四
大名菜’之一，今天一尝，果然名不虚传。”来自重
庆的游客王能住在三亚红树林度假世界椰林酒
店，恰逢此次海南美食特产暨侨乡民俗风情街开
市，他和家人从街头逛吃到了街尾。“我们还买了
几盒海南伴手礼‘海角之恋’，准备带回重庆送给
亲朋好友。”王能提着一大袋“战利品”高兴地说。

灰色地毯铺就的走道，一边是以蓝色为背景的
图片展，另一边是具有海南美食文化特色的风情街，
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到此“逛吃逛吃”、打卡拍照。

“3、2、1，茄子。”站在别具一格海南美食特产
暨侨乡民俗风情街的拱门前，三亚市民陈婷让好
友拍下几张照片，“这条的风情街很有特色，值得
拍照留念。”

从海口义兴后街何家大院到海南侨乡第一宅
——蔡家宅，从航拍琼中至乐东高速到俯瞰中国首
家亚特兰蒂斯，一张张照片记载着时光，无声地讲述
着海南的发展。年逾六旬的三亚市民林正堂在图片
展前驻足许久，仔细端详展出的每一幅新老照片。

“这些照片回顾了海外侨胞回馈桑梓的动人故事，也
讲述了海南的发展变化，很有意义。”林正堂说。

据悉，海南美食特产暨侨乡民俗风情街以“海
南厨房”为核心，突出海南元素，打造集海南民俗
文化、华侨文化、美食文化、黎苗文化为一体的风
情街。图片展展示了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战略
定位、目标任务和进展情况以及海南华侨历史文
化发展等。

世界海南青年论坛——

集思广益建设新海南
■ 本报记者 李艳玫

11月28日，在第十六届世界海南乡团联谊
大会期间，举办了世界海南青年论坛。来自世界
各地的琼籍青年侨领和海南本地青年代表相聚一
堂，以“海南自贸区背景下的新机遇”为主题，共谋
发展盛举，共抒恋乡情怀。

新机遇 当海南“走出去”开路先锋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当前，加
快推进自贸区、自贸港建设背景下的海南迎来了历
史发展新机遇，也为广大海外青年回乡创业、报效
祖国，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千载难逢的机会。

省委、省政府历来高度重视人才工作，尤其是
在迎来自贸区、自贸港建设机遇后，更加注重引进
国际人才。

“海南省海外留学归国人员协会在大环境背
景下应运而生，由省内的海外留学归国人员发起，
经主管部门省海外归国华侨联合会和登记部门海
南省民政厅批准，于今年2月3日注册成立，现有
会员近500名，其中硕士以上学历约占80%，服
务于海南籍侨胞侨眷、新侨海归，发挥聚才聚能、
建言献策的作用。”省海外留学归国人员协会会长
管月晖说。

“近一年来，身边出现越来越多的国内外人才
到海南工作和创业的现象。在海南自贸区、自贸
港建设的带动下，我们引进了博士学位或副高级
以上职称的高层次人才10余名，还柔性引进了在
国际上有一定影响力的科研专家。”海南华研胶原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郭红星说。

130多万的归侨侨眷和390多万的琼籍华侨华
人，是推动海南对外交流合作可倚重的强大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海南侨胞不断在海南投资兴业，积
极参与公益事业，成为海南发展事业的参与者、开拓
者和受益者。如今，海南迎来了建设自贸区、自贸港
的新机遇，海南侨胞，尤其是青年侨胞，应抓住这一
发展机遇，当海南‘走出去’的开路先锋。”新西兰海
南同乡联谊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龙登鹏表示。

广邀请 助海南实现更大发展

“借助世界海南青年论坛，我们向海内外青年
发出邀请，鼓励他们抓住机遇，发挥年轻人思想活
跃、创造力强的优势，利用多种形式，在旅游、农业、
医疗、互联网等行业领域寻找发展商机，在海南实
现更大的发展。”共青团海南省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马来西亚海南会馆联合会青年团团长陈如坚
表示，海外华侨有独特的优势，接受不同的文化与
教育，海外思维与海南文化的碰撞，可擦出不一样
的火花，“在自贸区、自贸港建设中，海南遍地是机
遇，同时挑战是多元化的，需要大量的来自世界各
地的人才汇聚一起，集思广益建设一个新海南。”

龙登鹏表示，一直以来，海南华侨都有着重视
教育的传统，培养了许多具有留学背景，精通“两
文两语（中文、英文、粤语、海南话）”的侨二代、侨
三代，可作为海南在国际法律、物流、金融、文化等
领域的潜在人才储备。

“阿联酋海南商会暨同乡会将利用当地在‘一
带一路’建设中的有利区位优势和营商环境，以

‘侨’架桥，加强与海南省相关部门交流，宣传推介
海南，吸引更多海外人士来海南考察投资，推动阿
联酋与海南之间的经贸交流往来有更深层的合
作。”阿联酋海南商会暨同乡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
长韩焕东说。 （本报三亚11月28日电）

28个国家和地区的3200多名海南乡亲从海外返琼参加盛会——

话桑梓 享机遇 谋发展

乡情乡谊甚浓郁

“不念他乡万斗金，只恋故乡一
撮土。”香港海南社团总会会长张泰
超说，在过去艰难时代，祖辈漂洋过
海，客居异邦，把钱节省下来寄回家
乡建设。如今，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琼籍华侨华人在各行各业涌现了大
批成功人士，传承爱国爱乡精神，有
志把家乡建设得更美好。

侨贤念桑梓，难忘的还有那浓浓
的乡音。

“回到家乡，我想用海南话和大
家交流。”会议上，泰国海南会馆理
事长云昌梁用一口地道的海南话发
言，这也是他刻入骨子里的“海南标
签”。“我们的根在海南，愿意为祖籍
国的发展贡献力量。”熟悉的乡音，
真挚的乡情，现场不约而同地响起
阵阵掌声。

“办好乡团联谊大会，应该发展
好中文教育。”泰国海南会馆理事长
云昌梁说，泰国海南会馆重视对年轻

一代的中华文化教育，每年都会选送
海南籍后裔到海南大学和海南师范
大学学习中文。

“离开海南21年，看到家乡巨大
的变化，我作为海南女儿感到无比自
豪、骄傲。”台湾海南民间交流总会理
事长翁连香计划引进台湾幼教理念到
海南，为海南基础教育发展贡献力量。

愿为家乡发展贡献力量

海南家乡的对外交流、经济发展
牵动着不少琼籍乡亲的心。

马来西亚海南会馆联合总会会
长林秋雅介绍，海南建设自贸区自
贸港以来，该会已多次组团来琼开
展文化、商务考察。“应该进一步拓
展和深化海南和马来西亚琼籍青少
年交流合作，让青少年成为两国人
民之间的友好使者，让马中友好的
接力棒在青年一代手中不断相传。”
林秋雅建议。

不少侨团负责人在分享中表示，
将积极推动所在国与家乡的交流合作。

美国海南商贸总会主席吕诗
澄介绍，目前，在美国南加州有 5
万多名海南籍华侨华人，有几千家
海南人创办的企业，该会团结在美
琼籍商人，共商共赢谋发展，发挥
琼籍乡亲在美国经商多年的经验
优势，把海南的名牌企业产品引进
美国市场。

“接下来，美国海南商贸总会将
组织会员企业回家乡探亲考察投资，
为家乡建设做实实在在的事。”吕诗
澄透露。

“日本海南商会计划把日本当地
的餐饮文化及服务文化引回海南，把
日本好的产品及相关技术带回来。”
日本海南总商会会长符明潮说，他们
希望为推动海南服务业的多元化发
展尽一份力。

建言献策话发展

在世界海南乡团联谊大会这
个舞台，琼籍华侨华人是主角。他
们认为，大会所展现出来的不仅仅

是家乡的发展与巨变，还有遍地的
机遇。

在阿联酋海南商会暨同乡会会
长符永美看来，家乡变化日新月异，
从环岛高速公路到环岛高铁，从海南
老百姓的城乡住房到就医报销，居民
获得感和幸福度在增加。

“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是广大
海外海南乡亲回乡投资兴业的良
机。”符永美说，同乡会将大力宣传，
发动更多乡亲回琼考察，为海南自贸
区自贸港建设牵线搭桥，引才引智，
招商引资。

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
的发展引起新加坡医疗保健业者的
注意。新加坡海南会馆会长潘家海
认为，先行区吸引了境外医疗机构、
医疗人员入驻，建议还要加强有关
服务业人才培训机制，如设立综合
培训中心，为医院护士、养老护理
员、酒店服务生等提供专业培训，满
足相关行业的人员需求，有利先行
区的全面发展。

（本报三亚11月28日电）

第十六届世界海南乡团联谊大会世界海南侨领圆桌会议举行

凝聚侨领智慧 共享发展机遇

海外侨领赤子心，
浓浓乡情为乡土。

11月 28日下午，第
十六届世界海南乡团联
谊大会世界海南侨领圆
桌会议在三亚举行。来
自28个国家和地区的50
多位侨领围绕“世界海南
乡团与海南自贸区自贸
港发展机遇”主题，共商世
界海南乡团发展，积极为
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发展
献计献策。

“联谊大会不仅是两年一度联谊
乡情的活动，更是联系海外乡亲参
加家乡建设，发展个人事业的平
台。”来自马来西亚的海南乡亲陈如
坚说，勇于追梦、敢闯敢干的海外青
年，都应该回到充满机遇和机会的
海南看看，善用自身专业在这里寻
求更大的发展。

山青水绿空气好的海南岛不仅是
一个生态宝岛，建省办经济特区31年
来，这座宝岛日新月异。

对于这一点，在日本生活创业了
40多年的符明潮深有同感，他认为
海南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
色自由贸易港，一定会催生更多国际
化市场，“我们早就把目标锁定在了

海南，海南是我们最大的投资市场。
我们正有计划地把与日本高端医疗、
智慧农业、旅游服务业相关的产业带
到海南来。”符明潮说，投资海南，不
只是情谊的推动，更是商人对市场的
敏锐度。

海南建设需要900多万海南人民
的参与，也需要390万琼籍海外乡亲

的参与，做好930万和390万的加法
是推动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关键之一。
如何建设家乡、投资家乡、共享未来？

“继承和发扬祖辈热爱家乡、建设家乡
的传统，薪火相传，抓住海南发展机
遇，就能创造更辉煌的未来，展现海南
人的风采。”张泰超回答笃定。

（本报三亚11月28日电）

■ 本报记者 王玉洁 况昌勋

11月28日的三亚，张开温
暖宽广的怀抱，迎接着3200多
名来自28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南
乡亲——他们中有已经95岁高
龄的老先生，有意气风发的商业
人士，有正青春的创业者，有牙
牙学语的幼儿；他们不远万里，
跨越四大洲、五大洋，只为回到
魂牵梦绕的故乡，赴一场约。

这场约，是时隔15年后，再
一次在家乡海南举办的第十六
届世界海南乡团联谊大会；这场
约，是海外乡亲与相距甚远、许
久未见的老友联络叙旧，与刚刚
结识的海外乡亲建立联系的盛
会；这场约，给了荣归故里的海
南乡亲一个感受家乡巨变的好
机会，大家相聚于此，共谋发展、
共享机遇、共建家乡、共享未来。

“五指山的情，万泉河的意，
使我们同欢聚，让我们话桑麻
……”世界海南乡团联谊大会举
办30年来，本届大会参会会员
国家和地区最多、参会乡团最
多、参会的乡亲最多。开幕式现
场，萦绕全场的会歌，唱出了每
一位海南乡亲的心声。

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
人。对海南乡亲而言，从他们开始筹
备这趟回乡的旅途时，这场盛会便已
经开始了。

在夫人的陪伴下，来自美国南加
州的文昌乡亲王禄焜坐着轮椅回来
了。“我特意提前一周回到海南，在岛
内转了转。海南变美了，我们太高兴

了！”70多岁的王禄焜1986年离开海
南前往美国，他动情地说，“我分别在
香港、澳大利亚参加过乡团联谊大会，
每一场都很感染人。就盼着能回到海
南参加一次，这次如愿了！”

“这次回来和两年前相比，不管是
基础设施还是城市建设，海南已经发
生了很大变化。再和30多年前相比，

变化简直是天翻地覆。”王禄焜告诉海
南日报记者，大家虽然远离祖国，但没
有一刻不挂念着家乡。

不管是从这片土地走出去的海
南人，还是在异国他乡出生的海南
人，都对海南岛充满深情。来自澳
大利亚的陈序桑是个“侨三代”，祖
辈父辈教导他永远不能忘根，“我的

老家在文昌市迈号镇高坡村。”他深
情地说。

“这个会很奇妙，大家虽素未谋
面，却一见如故。只要一聊起来，就有
说不完的话题，彼此之间的关系不知
不觉中紧密了起来。”陈序桑认为，这
大概应了那句海南老话“久久不见久
久见，久久相见更有情味。”

联络乡情 敦睦乡谊

共叙乡情 共建家乡

“一声声乡音、一缕缕乡情始终萦
绕在我们心头。多年来，我们行南走
北、闯荡世界，但始终难忘故土。”和众
多海南乡亲一样，离乡数十载的香港
海南社团总会会长张泰超仍乡音未
改。他说，过去艰难时代，祖辈们漂洋
过海，客居异邦，艰苦奋斗，从辛辛苦

苦赚来的钱中拿出一部分寄回家乡，
建设家乡。

长久以来，海南乡亲们以敢拼、敢
闯、敢为人先的毅力和干劲，在海外拓
展生存和发展空间，谱写了一段又一
段白手起家、艰苦奋斗的创业佳话。

更难能可贵的是，乡亲们始终情

牵中华、心系故土。当前共有390多
万琼籍侨胞旅居50多个国家和地区，
全省共有侨企1500多家，实际使用侨
资200多亿元。据不完全统计，海南
乡亲为省内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农村
交通建设等捐款累计超过10亿元。
正如省长沈晓明所说，万千琼籍海外

乡亲对家乡的义举，体现了中华民族
血浓于水的骨肉亲情。

日本海南总商会会长符明潮说，
在日本的海南乡亲，常常聚在一起。
每一次见面，大家讨论的都是如何建
设家乡，如何为家乡建设发展出一份
力。

共享机遇 共谋未来

■ 本报记者 徐慧玲

11月28日，世界海南侨领圆桌会议上，侨领代
表在发言。

11月28日上午，以“乡音乡情、共享未来”为主题的第十六届世界海南乡团联谊大会在三亚开幕。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王凯 摄

11月28日，第十六届世界海南乡团联谊大会世界海南侨领圆桌会议
在三亚举行。

11月28日，第十六届世界海南乡团联谊大会世界海南青年论
坛在三亚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