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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7 日晚，世界海南乡团
联谊会第十五届四次理事会会议
暨第十六届一次理事会会议在海
南三亚举行。王美珍在会上当选
为第十六届世界海南乡团联谊大
会理事长。

王美珍，海南文昌人，研究
生学历，教育学硕士，现任海南
省黄埔军校同学会专职秘书长，
海南海外联谊会专职副会长。

她在会上表示，第十五届理
事会忠实履职，紧密团结世界各
国海南乡团和广大乡亲，通过开
展“我为家乡建设建言献策活动”，
广泛动员海外广大社团围绕海南
自贸区（港）建设的国际化、法
治化、便利化等方面献计献策，
发挥海外侨胞的智慧和力量，助
力海南自贸区（港）建设；开展
联谊交流活动，组织代表团回海
南考察、省亲；不遗余力向世界

宣传海南、推介海南，扩大了海
南的知名度和开放度，促进了世
界海南乡团联谊会的发展。

王美珍说，作为新一届理事
长，今后将牢记世界海南乡团联
谊会宗旨，弘扬世界海南乡团联
谊会的优良传统，忠实履行理事
长职责，真诚为广大乡亲服务，
团结广大乡亲，发挥各国乡团作
用，积极开展工作，以实际行动
助力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
努力推进世界海南乡团联谊会创
新发展。

11 月 29 日闭幕式上，王美珍
宣读了《第十六届世界海南乡团
联谊大会联合公报》。本次大会
达成了如下共识：一是大会时隔
15 年回到海南举办，加深了乡亲
们对海南的认识，加强了乡团间
的联谊，促进了团结，增进了乡
情；二是大会举办恰逢海南奋力

推进自贸区（港）建设，激发了
乡亲们回乡参与自贸区（港）建
设的热情；三是大会经过三十年
的发展，已成为世界海南乡亲的
精神文化家园；四是要更好传承
和弘扬中华文化；五是要重视对
青年一代的培养；六是要利用好
新传媒手段为乡团建设服务；七
是要加强世界海南乡团交流来往；
八是大会一致通过第十七届世界
海南乡团联谊大会 2021 年在广东
由广东省海南联谊会主办；九是
大会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随后，第十六届世界海南乡
团联谊大会代表向广东省海南联
谊会交接了大会主办盾和会旗。
广东省海南联谊会执行会长、秘
书长罗罡向在场海内外乡亲发出
邀约，期望与他们 2021 年在广东
再会。
� 文 | 尹海明、洪坚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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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7 日至 29 日，第十六
届世界海南乡团联谊大会在三亚
召开。

大会主题为“乡音乡情共享
未来”。来自 28 个国家和地区 48
个社团的 3200 多名海内外琼籍乡
亲共聚一堂，话桑梓、谋发展。
会后，433 名乡亲回到文昌、琼海
等继续寻根之旅，170 多名乡亲赴
海口参观考察。

海南省省长沈晓明，三亚市
委书记童道驰，海南省委常委、
统战部部长肖杰，海南省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许俊，海南省政协副
主席李国梁，中央统战部九局副
局长陈泽涛，中国侨联副主席齐
全胜，致公党中央联络部副部长
赵晓萍出席开幕式。

中国侨联、致公党中央、广
东省委统战部、福建省委统战部、
浙江省委统战部发来贺信，预祝
第十六届世界海南乡团联谊大会
取得圆满成功。

桑梓情深共享发展

11 月 28 日开幕式上，省长沈

晓明在大会致辞称，乡亲们以敢
闯敢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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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乡。

截至目前，海南全省有侨企
1500 多家，实际利用侨资 200 多
亿元（人民币，下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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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晓明简要介绍了海南自贸
区（港）建设情况，诚挚邀请广
大琼籍海外乡亲回家乡投资兴业，
共享自贸港发展的新机遇。

在 11 月 27 日的欢迎晚宴暨
文艺晚会中，海南省委常委、统
战部部长肖杰致欢迎辞，他表示，
长期以来，一代又一代海外乡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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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也通过家乡的纽带，增进了
全世界海南人的沟通、友谊与交
流合作。

规模空前议程丰富

本届大会是一次规模空前的
海南乡亲联谊盛会，参会会员国
家和地区最多、参会乡团最多、
回乡参会的乡亲最多，创造了历
届之最。大会议程丰富多彩，包
括欢迎晚会、开幕式、世界海南
侨领圆桌会议、世界海南青年论
坛、海南自贸区（港）推介活动、
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经济论坛和海
南美食特产暨侨乡民俗风情街、
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暨海南
华侨文化图片展、寻根之旅等 10
多个项目。

海南是中国著名侨乡，有 390
多万海外乡亲（含港澳同胞）分
布在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世界海
南乡团联谊大会自 1989 年由新加
坡海南会馆发起举办以来，经过
30 年的发展，联谊大会的规模和
影响力不断扩大，已发展成为海
南联系海外乡亲的桥梁与纽带。
本届大会是继 1993 年、2004 年在
海南举办第三届大会、第八届大
会之后，时隔 15 年回到海南家乡
举办。� 文 | 张茜翼、琼芬

3200 名海内外琼籍乡亲共聚三亚话桑梓、谋发展

参加十六届世界海南乡团大
会的 400 多位海外琼籍乡亲，11
月 30 日分赴海口、三亚、儋州、
文昌、琼海、万宁等地“寻根”，
在体味浓浓乡情的同时，感慨“家
乡变化太大了”！

当大巴车由三亚行至文琼高
速上，来自美国北加州海南同乡
会的韩中元感到“家越来越近”，
便打开手机拍摄路边绵延生长的
椰子树和槟榔树。

“海南生态比过去好！一路
上没有看到一片裸露的黄土。”
韩中元表示，他上世纪 90 年代初
移居美国旧金山后，至今只回过
海南两次。现在海南的发展发生
了天翻地覆变化，甚至有些之前
熟悉的路都不认得。

文昌有“文化之乡”之称。
乡亲们参观了文昌孔庙和文昌学
校，了解家乡崇文重教的传统与
历史。来自文莱的“侨三代”俞
浩瀚此行与母亲、阿姨等 8 人一
起回来省亲。“这是我第一次回
海南，想看看家乡是怎么样的。”

侨乡风貌日新月异，让琼籍
华侨华人感到欣喜。行走在琼海
沙美村全长 1.8 公里的滨海长廊，
外是内海湿地，碧波连天，生态
景观尽收眼底，内是沙美村沿山

而建的村落和特色民居，错落有
致，田园风情让琼海籍海外乡亲
流连。

祖籍地在琼海的英国籍华人
冯佳芳参加过多届乡团会，这次
领着弟媳和一位朋友来“寻根”。
三位 75 岁同龄人兴致勃勃提前几
天游览了海口、万宁、保亭等地，
“看到中国繁荣发展，我们感到
骄傲”。冯佳芳的朋友李爱莲，
带着年轻漂亮的女儿，虽第一次
回乡，只懂用海南话表述“妈妈
告诉的家乡村名”，但很期待看
看“老家是啥样”。

活力，是华侨华人对家乡评
价最多的词。车辆行驶在滨海旅
游公路上，万宁的美丽风光一览
无余。兴隆则凭借优美的自然环
境和归侨带回的异域风情，发展
成为海南著名的“旅游驿站”。
高雄市海南同乡会理事长林金美
将一路看到的美景都用手机记录
下来。

建设自贸区（港）的海南聚
焦了华侨华人的目光。加拿大乡
亲顾小英说，发展中的海南日新
月异，她将大力宣传，发动更多
乡亲回琼考察，为海南自贸区（港）
建设牵线搭桥。
� 文 | 张茜翼、洪坚鹏、凌楠

海外琼籍乡亲回乡寻根：品乡情 看巨变

侨领为海南自贸区（港）发展建言献策

达成利用好新传媒手段为乡团建设服务九项共识

琼籍乡亲共话桑梓
第十六届世界海南乡团联谊大会闭幕

图②为海南省省长沈
晓明致辞。� 骆云飞 摄

图③为英国籍华人冯佳芳与家人朋
友在开幕式期间合影留念。王辛莉 摄

11 月 28 日下午，第十六届世
界海南乡团联谊大会举办的世界
海南侨领圆桌会议、世界海南青
年论坛在三亚召开。来自 28 个国
家和地区的 50 多位侨领和世界各
地的琼籍青年侨领以及海南本地
青年代表近百人，围绕“世界海
南乡团与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发
展机遇”、“海南自贸区背景下
的新机遇”等主题，纷纷献言献策，
为海南自贸区（港）建设贡献了
真知灼见。

冀望抓住自贸区（港）商机

世界海南乡团联谊大会这个
舞台，琼籍华侨华人是主角。在
他们看来，大会所展现出来的不
仅仅是家乡的发展与巨变，更有
遍地的机遇。

澳大利亚海南总商会会长蔡
霜飞表示，随着海南自贸区（港）
政策的逐步落地，越来越多的澳
大利亚海南籍商人将会回乡创业，
寻找发展机会。“事实上，商会
一些会员企业已捷足先登，律师
事务所、旅行社等一批企业先后
在海南扎根。”

推动对外交流经济发展

“老一代”侨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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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以来，
该会已多次组团赴琼开展文化、
商务考察。她建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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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侨领，新西兰海南同乡联
谊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龙登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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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人才储备。

为海外乡亲回乡创业提供好服务

在海南自贸区（港）建设的
大背景下，在海南省内的海外留
学归国人员于今年初发起成立海
南省海外留学归国人员协会。该
协会会长管月晖表示，协会愿协
助来琼海归、乡亲在创业过程中
找准定位、明确创业方向、选择
创业项目。协会将发挥海内外人
脉资源广、信息广等优势，打造
招才引智平台，为海南建设引来
更多海内外人才。

共青团海南省委副书记、省
青联副主席罗桦表示，海南非常
重视海内外琼籍侨领及青年回乡
创业，或以各种方式参与到海南
自贸区（港）建设。他们将继续
发挥共青团、青联组织的优势，
为海内外琼籍青年参与和投身海
南建设铺路搭桥，搭建广阔平台。
� 文 | 尹海明、张茜翼

图①为第十六届世界
海南乡团联谊大会在三亚
开幕。� �骆云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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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④为海南美食特产暨侨乡民俗风
情街中现场黎族织锦展示。洪坚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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