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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海南同乡联谊会副会长
兼秘书长龙登鹏：

凝聚侨心侨力
共谋美好未来
■ 本报记者 李艳玫

“人们常说‘有海水的地方就有海南人’，一代
又一代的海南华侨漂洋过海到世界各地打拼。作
为一名侨居海外20多年的海南人，回到家乡参加
世界海南乡团联谊大会，我感到自豪和荣幸。”11
月28日下午，新西兰海南同乡联谊会副会长兼秘
书长龙登鹏参加世界海南青年论坛，并发表演讲。

“如今，海南全岛正积极推进自贸区、自贸港
建设，这是国家在新形势下，为推动海南成为新时
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标杆和更高层次改革开放的
新格局，海南侨胞应发挥自身独特优势，抓住机
遇，争做建设先锋，迎接新一轮的海外投资热潮。”
龙登鹏说。

改革开放以来，海南侨胞不断在海南投资兴
办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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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侨架桥，以心相交，海南侨胞应以发展为
归依，利用海外关系网打通商业网络渠道，促进中
国企业、中国制造相关产业项目在侨居国投产落
地。”龙登鹏说，通过民心相通、文化相融，减少潜
在的贸易投资壁垒，搭建沟通交流平台讲好中国
故事，为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营造良好的国际
环境。

龙登鹏认为，随着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不
断推进，关税优势特别是原材料和成品“零关税”
的流通互往，将成为海南与RCEP（区域全面经济
伙伴关系）互利共赢的助推器。因此，东南亚地区
国家，澳大利亚，新西兰的海南侨胞可充分发挥人
脉和信息优势，结合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的战
略布局，利用海南作为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支点的
区位优势，推动其成为跨境电商最大的全球中心
仓和离岸贸易中心，以贸易带动物流客流发展，成
为RCEP全区域，特别是东南亚特色产品与资源，
如印尼咖啡、泰国榴莲、马来西亚橡胶等等的区域
贸易网的集散枢纽。

“以海南侨联为基础网络，以世界各地海南社
团为交流平台，整合省内海商、省外海商和海外海
商三大海南商团资源，通过世界海南乡团联谊大
会、世界海商大会、海南南洋文化节、华裔青少年
海南文化之旅等品牌活动，培养凝聚海内外侨胞
的中国心、中国情，增进互信，共创发展机遇。”龙
登鹏建议。 （本报三亚11月28日电）

■ 本报记者 徐慧玲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全岛建设自
由贸易试验区和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
由贸易港，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新
海南正展现在世人面前。”“海南扎实
推进机构改革，逐步形成法治化、国际
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和公平统一高

效的市场环境。”……
这几天香港海南社团总会会长

张泰超很忙。不论是在第十六届世
界海南乡团联谊大会世界海南侨领
圆桌会议上，还是与琼籍乡亲代表
的交流中，张泰超总是激情澎湃地
向海内外琼籍乡亲宣传海南发展面
临的新机遇。

“海南是投资兴业的热土。”张泰
超建议，海外乡亲要紧紧抓住海南自
贸区、自贸港建设的机遇，从中寻找商
机和创业创新机会。

“海南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
又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
重要一环，为了配合海南发展的特色，
我建议琼籍侨领们可以重点考察、分

析海南的旅游业、高科技产业、医疗产
业以及教育等文化事业。”张泰超说。

张泰超还关注到，海南相继出台
了的一系列人才政策，让更多的人才
能“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这足以
说明这个正在‘起飞’的琼岛广纳人才
的诚意，海南不仅为海内外乡亲提供
了投资兴业的机遇，也为各类人才大

展拳脚创造了机会。”张泰超说。
有海水的地方，就有海南人。“我

们的祖辈下南洋打拼，凭借着一口海
南话就能找到乡亲。”张泰超说，“无
论我们走到哪、走多远，我们的根都
在海南，期待能为家乡发展贡献更多
的力量。”

（本报三亚11月28日电）

香港海南社团总会会长张泰超：

海南是投资兴业的热土

■ 本报记者 王玉洁

这一次回到家乡海南，参加第
十六届世界海南乡团联谊大会，是
乡音乡情把旅居世界各地的海南乡
亲联系到了一起。“在海南自由贸易
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
的大好形势下，本届大会在海南召
开，有着特殊的积极意义。”11 月
28日，参会的澳大利亚海南总商会
会长蔡霜飞说。

在海南建设发展的新机遇下，
澳洲海商们要如何抓住这千载难逢
的机会，积极参与家乡建设发展？

如何把侨商的发展与海南发展融为
一体？对于这个问题，蔡霜飞有思
考、有建议。

“海南是中国距澳大利亚最近的
一个省份，澳洲和海南有许多相近的
地方，又具有许多互补性很强的地
方。”蔡霜飞说，相似之处在于有广阔
的海洋、优良的环境和纯朴的民众，而
澳洲作为一个物产丰富、市场法律成
熟的一个国家，很多产品在中国都很
受欢迎，比如保健品、药品等。

蔡霜飞认为，在海南探索推进自
贸港建设的进程中，海南在关税等方
面有优惠政策，要把海南打成一个集

散地，既可以辐射内地各省份，又能辐
射周边国家和地区。“尤其是海南已经
开通了海口⇌悉尼、海口⇌墨尔本的
直飞航线，海南在出口澳洲方面因此
有了基础。”蔡霜飞说，一些高价值的
产品可通过直飞航线进行运输，相信
很多澳洲海商们已经看到了这一机
遇，未来会有更多海商回乡创业，参与
更大的海南市场。

“事实上，澳大利亚海南总商会一
些会员企业已经率先进入海南市场
了。”蔡霜飞说，包括律师事务所、旅行
社、食品保健品等在内的许多企业陆
续在海南扎了根，势头良好，大家很乐

意看到，也愿意积极带领更多澳洲企
业进入海南市场。

30年前，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在
海南刚刚建省办经济特区初期，蔡霜
飞辞去稳定工作，成为海南最早一批
留学澳大利亚的青年。在澳大利亚期
间，他凭借对市场敏锐的观察力和敢
闯敢试的精神，从“一穷二白”的留学
青年逐步成长为澳大利亚海南总商会
会长。

对家乡深厚的桑梓情，促使蔡霜
飞一直把自身的发展，把澳大利亚海
南总商会的发展同家乡发展紧密联系
起来，“我们愿一直做好推动中澳，特

别是推动海南与澳洲交往合作的桥
梁，更愿意充当海南与澳洲之间友好
合作的纽带和使者，促进两地经贸往
来和人文交流。”蔡霜飞说。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大会上，我有幸在现场感受
到了祖籍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
起来的光辉历程。”蔡霜飞说，那一
刻，身为一名海外游子，他强烈感受
到了身为中华儿女的自豪和骄傲，

“我也相信，这种强大的感召力，一定
会吸引越来越多海外侨胞回到祖国、
回到家乡寻根创业。”

（本报三亚11月28日电）

澳大利亚海南总商会会长蔡霜飞：

愿号召更多澳洲海商返乡创业投资

纽带 连接故土维系乡情

“ 有 海 水 的 地 方 ，就 有 海 南
人”。海南是中国著名侨乡，有390
多万海外乡亲（含港澳台同胞）分布
在50多个国家和地区。长期以来，
这些人散居在世界各地，天各一方，
相互之间往来并不多。正是在这样
的背景下，世界海南乡团联谊会应
运而生。

1989 年 10 月 11 日，新加坡海
南会馆成立 135 周年纪念庆典举
行，来自世界各地的57个海南宗亲
社团的400多位海南乡亲齐聚新加
坡，正式发出筹建“世界乡团联谊大
会”的倡议。

倡议一出，立马得到世界各地海
南乡团的热烈响应。3天后的1989
年10月14日，第一届世界海南乡团
联谊大会就迅速在新加坡怡东酒店五
楼胡姬厅举行，联谊大会的宗旨就是
促进和加强世界各地海南乡团的联系
与友好合作。

水有源，树有根，人有本。海南
的乡亲无论身居世界何地，心永远都
是连在一起的，1993年，联谊大会在
大家的共同期待下，第一次来到了海
南故土。这一年的11月 28日至30
日，联谊大会在海南大学联谊馆举
行。原海南省侨办主任黎良端在其
《情缘：我的侨务工作随笔》中对这次
盛会进行了描述：1766名乡亲怀着

极其兴奋的心情，回到故乡的怀抱，
这是世界各地的海南乡亲在故土的
首次盛会，其规模是空前的，是“母
亲”对“女儿”最深情的呼唤，是一件
大喜事、大盛事。

2004年，第八届世界海南乡团联
谊大会再次在海南举办。今年，本届
联谊大会在三亚举办，也是时隔15年
再次回到海南家乡举办。在这次大会
上，来自28个国家和地区的3200多
名琼籍乡亲们，怀着祖辈父辈们延续
下来的乡愁，呼吸着故土的芳香空气，
听着故乡亲人的温暖话语，乡亲们的
心贴得更近，手握得更紧。

窗口 让海南走向世界

由世界海南乡团联谊大会秘书处
组织整理的《世界海南乡团简介汇编》
清楚记录着历届大会的盛况和成果：

第五届世界海南乡团联谊大会
于1997年10月23日至24日在澳门
举行，来自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1000余名海南乡亲代表针对世界海
南乡团的远景及发展多边合作问题
进行磋商；

第十一届世界海南乡团联谊大会
于2009年10月28日至10月30日在
新加坡国际博览中心举行，来自世界
18个国家和地区的2500多名海南乡
亲代表出席本届大会；

第十二届世界海南乡团联谊大会
于2011年12月4日至8日在香港举

行，来自25个国家和地区的琼属华侨
华人以及中央有关部委、驻港机构、香
港特区政府、各大媒体高层、部分商界
知名企业家等约5000多人与会；

第十三届世界海南乡团联谊大会
由印尼海南总会主办，于2013年10
月26日至28日在印尼苏北答腊省棉
兰市举行，来自2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2000名琼籍华侨华人与会；

第十四届世界海南乡团联谊大会
于2015年10月30日至11月3日在
澳大利亚悉尼市及墨尔本市举行，来
自世界19个国家和地区的近2000名
代表出席会议；

第十五届世界海南乡团联谊大会
于2017年11月30日至12月2日在
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来自26个国
家和地区近6000名海南乡团代表出
席会议。

世界海南乡团联谊大会意义十分
重大，是让海南走向世界非常重要的
一步，它对进一步增进乡谊，加强海内
外交流合作，推动社会慈善福利事业
和经济的发展，扩大海南在世界的影
响，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一个明
显感受就是，随着历届联谊大会的召
开，琼侨回海南探亲寻根的多了，投资
建设的多了，来海南大学读书的学生
也多了。

平台 推动开展务实合作

两年一度的世界海南乡团联谊

大会是全世界海南人联络乡情的
盛会，也是广大乡亲共谋发展的重
要平台。

长期以来，一代又一代海外乡亲，
心系家乡、情系桑梓，大力支持、积极
参与祖籍国和海南家乡的改革开放与
现代化建设，为家乡经济社会发展作
出了巨大贡献。据了解，当前海南全
省有侨企1500多家，实际利用侨资
200多亿元，乡亲们为海南的教育文
化、医疗卫生、农村交通建设等捐款，
累计超过10亿元。这其中，离不开世
界海南乡团联谊大会的推动。

当前，海南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和中央12
号文件精神，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
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
广大琼籍海外乡亲，是海南连接世界
的重要纽带，也是海南自贸港建设的
重要力量。在这样的新形势下，召开
本届联谊大会是团结全世界海南人携
手合作、共享机遇、共谋发展的一次难
得机遇。

据悉，本届大会将充分借助联谊
大会这个国际性的平台，开展综合招
商活动，重点对海口江东新区、三亚
崖州湾科技城、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
游先行区、洋浦经济开发区、海南生
态软件园等园区进行推介。相信，本
届大会将会吸引更多的琼籍海外乡
亲回家乡投资兴业，共享自贸港发展
的新机遇。

（本报三亚11月28日电）

马来西亚芙蓉中华中学校长蔡亲炀：

通过鼓艺增进
两地青年文化交流
■ 本报记者 梁君穷

在11月27日第十六届世界海南乡团联谊大
会欢迎晚会上，由马来西亚海南会馆联合会文化
巡演团表演的序曲节目二十四节令鼓《彼岸》给现
场观众带来了震撼的音视觉体验。对国内观众来
说，这场来自异国的鼓艺表演既新鲜又熟悉。

《彼岸》的23名表演者全部来自马来西亚森
美兰州芙蓉中华中学，27日晚海南日报记者专访
了该校校长蔡亲炀。他表示，二十四节令鼓创作
至今已有30余年，它根源于中华文化，他希望可
以通过二十四节令鼓的表演活动，加强马来西亚
与中国特别是海南青年的文化交流。

二十四节令鼓在马来西亚更多称为廿四节令
鼓，内容以中国传统二十四节令为创意，结合南方
广东狮鼓和传统书法艺术的特点，讲究力道与速
度并重，气势磅礴，鼓舞人心。蔡亲炀表示，因为
马来西亚地处热带气候变化并不明显，所以现在
当地的年轻华人大多数都不了解二十四节气，通
过二十四节令鼓的传承，可以让更多当地年轻人
了解这样一种中华文化。

“我们这一次用的鼓都是从广西玉林市采购
来的，它与中国南方的狮鼓并无太多区别。”蔡亲
炀说，二十四节令鼓在芙蓉中华中学传承了29
年，目前该校中有100多名学生加入了二十四节
令鼓表演队。此次海南之行是该校表演队首次走
出马来西亚国门，感觉到两地在文化上有很亲近
的地方。

蔡亲炀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该校11月24日
成功和海南文昌中学签约，缔结为友好学校，今后
双方将本着交流文化、增进友谊、互惠互利、共同
发展原则，在办学理念交流、教学经验分享、师生
联谊活动、优势资源共享等方面进一步扩大交流
领域，丰富合作内涵，实现两校文化交流互通，“希
望学生以后有更多的机会来到中国特别是海南表
演、比赛。” （本报三亚11月28日电）

1989年至今，世界海南乡团联谊大会已成功举办15届，规模和影响力不断扩大——

以“侨”架桥连起乡音乡情
■ 本报记者 金昌波

大海之南，乡情浓
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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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28 个国家和地区的
3200多名琼籍乡亲代
表欢聚一堂，共话乡
情、共谋发展。

不经意间，由新加
坡海南会馆于1989年
发起创立的世界海南乡
团联谊大会，迄今已在
新加坡、泰国、马来西
亚、美国、文莱、印尼、澳
大利亚和海南、香港、澳
门等地举办了15届。

历经30年的发展，
联谊大会的规模和影响
力不断扩大，如今，已经
发展为我省拓展国外侨
务工作的重要平台和我
省联系海外乡亲的主要
桥梁和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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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第十六届世界海南乡团联谊大会的乡
亲通过图片展了解海南的发展变化。

⬅ 回到海南，参会乡亲的脸上都洋溢着回家的
喜悦。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王凯 摄

11月27日，来自美国南加州海南会馆的乡
团代表黄祥熙时隔40多年再次回到海南，充满了
欣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