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口袋鼓鼓”的华人成了不法分子眼中
的“香饽饽”。从偷盗事件频发地区的分布

状况来看，富裕和僻静是被偷的主因。很多

小偷都会把目标放在富裕的居民住所或者
比较僻静的地区。除了偷盗，抢劫、诈骗都

是发生率很高的犯罪形式，华人也是主要

的“受害者”。

家住巴黎市 20 区的
王先生日前独自在家休息

时听到外边有敲门声。因
为门上没有猫眼，无法看

清门外情况，他小心地将门打开一条缝，门

刚一动，就被人猛力踹开，接着 4个皮肤黝
黑的人冲进来按着他就打，逼问家里的现

金、首饰放在哪里。搏斗声惊动了邻居，邻
居立刻报警。警察及时赶到，当场逮捕两

人，另外两人跳窗逃走。王先生则被赶来的
消防队员送往医院抢救。

这是今年以来华人持续遭到歹徒入室

盗抢的一个缩影。据统计，今年 1月以来，
法国已经发生了 3万多起入室盗抢案件，

平均 1.5分钟就发生一起。巴黎地区犯罪

率也连续 3年持续上升，成为重灾区。而华

人则在这个受害群体占很大比例，损失巨

大。

随着中国春节在海外声名鹊起，世界
各国对中国春节也有了更多了解。中国春

节是华人最重要的节日，要隆重庆祝，沉浸
在欢乐祥和气氛中的海外华人警惕性会降

低，一些不法分子产生了趁机“捞一把”的
犯罪心理。

华人在海外扮演“羔羊”形象已经有数

年时间，被抢劫的是华人、被诈骗的是华
人，这其中有华人自身原因，喜欢存放携带

现金、喜欢买奢侈品、喜欢炫富、这些都与
华人生活习惯相关。

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近年来经济低
迷，失业率高企，使很多“良民”也有了非分

之想，加入了盗窃、抢劫大军，受害者也不

光是旅居海外的华人，很多欧美本地人也

难幸免。

翻看海外华文媒
体，每每谈起华人治安
事件时，都会忠告华
人?“牢记生命第一”。

在无法抵抗的情况下，哪怕损失财物，也要

确保自己人身不受伤害及侵犯。在纽约曾

发生这样一起趣事，纽约日落公园华人小
区发生一起入室盗窃案，华人屋主发现一

名华裔窃贼后，勇敢追赶到街上奋勇捉窃
贼，最后顺利将窃贼交至警方。中国俗话常

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保护好自己最
重要。 渊仁旻冤

华人在海外常被贼“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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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福建商会于 2002年成立，新西兰的福建商会是
新西兰福建籍商家的一个平台，综合各方资源，优势互补，
互通信息，促进新西兰福建商家的共同发展进步，搭建福建
和新西兰的经济科技商业贸易合作的桥梁。
旅居新西兰的福建籍相亲数万人，来自福建福州，厦

门，福清，龙岩，长汀，永定，宁德，福安，三明，泉州，连江等
福建各个地方，20多年来通过留学，技术移民，投资移民，创

业移民，家庭团聚来到新西兰，开始了第一代的移民生活，
二十年来，新西兰的福建籍商家在各行各业为新西兰的社

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有房地产开发，建筑，经纪代理，大型
华人超市，有大专院校，英语学院，有媒体报纸，有小型杂货

店，有酒店，旅馆，服装批发，百货批发，有移民留学，有会

计，律师，中医，西医，有营养保健品生产，销售，健康普及推
广链，和美容美体美发等，还有餐饮业等等各行各业，分布

在新西兰的大中小城市，乡村小镇等等，改变了新西兰人的
购物习惯和生活品质，为新西兰引进移民人才，培育人才，
为新西兰国家，社会贡献了福建人的聪明才智，体现了爱拼
才会赢的福建人品质。

新西兰福建商会简介

20世纪 80年代末，福建人陆续飘洋过海,来到新西兰这
块白云的故乡开始留学生涯。1991年开始酝酿成立新西兰福

建同乡会，由于当时许多人都持学生签证，生活尚未稳定，也
由于许多人相继离开新西兰前往其它国家，同乡会的成立事

宜一直推迟。

1995年 4月 16日，三百多位身居奥克兰的福建乡亲聚
集在 AUCKLAND一树山公园，由卓荣先生代表筹委会向福建
乡亲们发表热情洋溢讲话，并由李农先生代表筹委会正式宣
布成立新西兰福建同乡会。大会通过了同乡会章程，并由无

记名投票方式选出第一届福建同乡会理事，由卓荣、李农、黄
少麟、江美龙、尹峻清、黄清珊、刘建涛先生及孙斌女士组成，
理事会选举卓荣先生担任第一届同乡会会长，李农先生担任
副会长，黄少麟先生担任秘书长。大会通过同乡会的宗旨：增
强联系，加深乡谊，互帮互助，共同发展。并向福建乡亲们派

发第一本新西兰福建乡亲同乡录。
新西兰福建同乡会成立来，积极联络当地福建乡亲，举办

多种多样的乡亲聚会，成立为乡亲找工作等小组，为新到新西

兰的福建乡亲提供各种服务，并为在新西兰遭遇不幸的一位
福建乡亲发动社会募捐，获得新西兰当地华人社团及中国驻
新西兰大使馆的高度评价。该会积极宣传“一国两制，和平统
一”的政治立场，是新西兰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创会会员。

该会成立以来，积极联合当地其他华人社团，多次邀请
中国特级、一级演员来新西兰组办大型文艺晚会，丰富当地
华人的文化生活。多次邀请省、市、县代表团访问新西兰，为
福建政府部门及民间社团与新西兰社会加强沟通联系牵线
搭桥。

增强联系 加深乡谊 互帮互助 共同发展

新西兰福建同乡会简介

会 长院孙拾生
名誉会长院高益槐 李农 卓荣
常务副会长院黄少麟
副会长院刘凤光 高 炜
江美龙 刘宏兰 冯一飞
秘书长院傅振光
财 务院刘凤光
常务理事院孙拾生 黄少麟
刘凤光 江美龙 高 炜
刘宏兰 傅振光 冯一飞
张志强 杨永端 郑 武
陈福祥 尹俊青 梁达良

林承豪 卢少基 金利佳
蔡建平 苏启族 罗 伟
郑正平

新西兰福建同乡会第九届理事会成员名单

会 长院黄少麟
名誉会长院高益槐 王全春

李 农
常务副会长:高 炜
副 会 长院傅振光 孙拾生
刘凤光 张自强 林承豪
陈福祥 卢少基 郑建华
冯一飞 廖小雪 李始民
苏启族 陈炬强 阮 民
王 旭
秘书长院傅振光
副秘书长院杨雪梅 阿 雄

财务院孙拾生
常务理事院黄少麟 高 炜
傅振光 孙拾生 刘凤光 张自强 林承豪 陈福祥
卢绍基 冯一飞 阮 民 阿 雄 杨雪梅 罗 伟
李子能 苏启族 廖小雪 温奇署 梁达良 李始民
陈炬强 王 旭 陈 文 董用锦

新西兰福建商会第二届理事会成员名单

菲华金丘集团董事局主席邱天祝先生
长期以来积极为祖国侨务事业发展和两岸
和平统一而殚精竭虑，为政府招商引资牵
线搭桥，为振兴家乡的民营经济和加快发
展城镇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成为在海
内外享有盛誉的爱国实业家。

走进菲华金丘集团宽敞明亮、气派非

凡的写字楼，置身于邱天祝先生的办公室，

令人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言谈举止中，

他给人的第一印象是热情豁达、思路开阔，

极富亲和力，从容中带有实业家特有的激

情。与之交谈，如沐春风，倾听他的故事，既

能感受到作为创业者的艰辛，又能领略到

企业家的潇洒。他是一位有大胸怀大气度

的人，履及他荡气回肠、波峰浪谷的人生轨

迹，你会发现，这是一部丰富厚重、韵味悠

远的人生大书。

实业报国

石狮，是福建东南沿海的一个海滨小

城，是邱天祝的故乡，从小他就深深感受着

大海的博大与宽广，在搏击风浪中成长，从

而练就他广阔的胸襟和坚韧的意志。

20世纪，邱天祝原定居于菲律宾马尼

拉。虽然身处异国他乡，他却时刻关注着祖

国的振兴和发展。30多年前，祖

国正值翻天覆地的大变革，改革

开放的春风吹遍了大江南北，神

州到处涌动着勃勃生机。于是，

他依然背起行嚢，回到祖国投资

兴业。

实业报国，一个人的力量是

渺小的，一群人的力量才能拧股

成绳，邱天祝深深地明白其中的

道理。因此，回国投资的他不是单

枪匹马，而是说服和带动了许多

菲律宾华侨企业家共同回国投资

兴业。1990年，邱天祝在故乡石

狮创办了菲华金丘集团，拉开了

投资创业、实业报国的帷幕。

当时，邱天祝的家乡石狮邱

厦是一个底子薄、基础设施落

后、投资环境不甚理想之地。但

是，多年来，他始终持之以恒、坚

持不懈地在家乡进行开发建设。

许多人十分诧异他的选择，但是

他总是笑着说，之所以选择在家

乡作为首发地，是源于浓浓的家

乡之情。他兴办实业的主要目的

不是为了能赚多少钱，而是在于

致力改变家乡经济原有的落后

面貌，带动家乡经济的发展，带

领家乡人民脱贫致富，为家乡的

繁荣昌盛贡献自己的力量，也为

扶贫事业添枝加叶。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

色”。2005 年，经过多方考察和

缜密的思索，邱天祝又萌发了一个惊人的

构想，他想突破现有的房屋建造格局，打造

一种园林式的商住小区，体现一种现代人

居环境理念。怀着这个美好的意愿，他幵始

着手策划新的地产项目。

不久，一个以构想大胆、笔调写意的地

产经典之作金丘阳光城诞生了。其中，最引

人注目的当数高达 100余米的“东方明珠”

大厦，它傲然挺立，似诸峰之首，耀眼明亮，

也成为泉州湾目前最高的建筑群之一。

作为归国创业的领军人物，邱天祝义

不容辞，担起“开路先锋”的重任，在宣传和

动员海外侨胞共同回国投资上，已成功地

打响了胜利的第一枪。

诚信铸就辉煌

邱天祝是一位深受海内外乡亲所敬重

的人物。他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对事业顽

强拼搏精神，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奋斗，成为

在海内外享有盛誉的爱国实业家。

长期以来，邱天祝将促进海峡两岸和

平统一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他常说

自己身在海外，而根却在大陆。目睹祖国改

革开放以来举世瞩目的成就和日新月异的

繁荣景象，他为祖国统一尽心尽力的愿望

更加迫切，积极沟通两岸民意，承担一份民

族道义是历史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

2002年 12月，应泰国总理的邀请，邱

天祝率领中华邱氏宗亲文化团到泰国、新

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进行友好访

问，积极开展文化交流和民间商业贸易活

动，与泰国政府通商部长会晤，和台湾邱氏

宗亲举行联谊，共同传播香港、澳门回归后

“一国两制”的成功经验以及祖国大陆的伟

大成就，收到宗亲故友的热情拥戴，为和平

统一大业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

旅居海外的邱天祝始终坚持发扬祖国

的传统文化。他奉行“忠、孝、节、义”的儒家

思想，并以此严格要求自己的亲属和子女

要与人为善、以人为本，以国家和民族利益

为己任。他认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要构建

和谐社会首先促成家庭和谐。他常常教育

员工：有国才有家，有家才有根。民族团结，

国家强盛，我们海外游子才能更好发展事

业；家庭和谐幸福才有利于自己朝气蓬勃

的工作，更有利于全社会的文明进步。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不仅是邱天祝的

生活真实写照，而且赋予其全新的寓

意———人要严于律己，以国家民族利益为

重。这样才能有所作为，这样的人生才有价

值。如今他创办的金丘集团旗下共有 6 家

实业公司，固定资产达数亿元。分别从事房

地产开发、建筑施工、物业管理、石油经营、

布业贸易、经编织造、建材经营等多元化立

体经营活动。

生活中的邱天祝不仅是严师益友，更是

一位仁慈的长者。他致富思源，积极回报社

会，热心公益事业。近年来，他不但积极主

动带领集团向国家缴纳税收，成为纳税大

户，而且坚持不懈地多次为各种社会团体

捐资解囊，造福桑梓。积极筹措捐资在国内

外兴学校、办医院、修桥铺路、建设村民活动

中心。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

其君。无论炎炎夏日还是强风骤雨，在邱天

祝的日程表上一年四季永远都没有“休假”

二字，办公室也很少见到他的身影，而他总

是在车船劳顿中奔波、操劳，追求的脚步一

刻也未停留。有时候邱天祝驱车前往海边

去听浩瀚大海的涛声，去看海燕搏击风浪，

去思索、向往，任凭海风吹拂他那饱经风霜

的脸庞……在他身上充分体现了中华儿女

勤劳、勇敢、而又坚强忠诚的优秀品德，从

他身上我们才真正感受到“爱拼才会赢”的

闽南精神。

作为“菲华开路先锋”的擎旗手、金丘集

团的领路人，邱天祝深知自己肩上担子的

份量，他义无反顾地不断促进海外侨眷积

极参与祖国的现代化建设，积极参与中国

侨联的各项工作，履行职责，建言献策，为

弘扬中国侨联事业而努力奋斗，在所不辞。

渊摘自叶闽侨之光曳冤

菲华金丘集团董事局主席邱天祝袁现任中国侨
联委员尧福建省侨联海外顾问袁美国亚省福建同乡
联合会名誉长尧福建省诚信促进会副会长尧福建省
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顾问尧福建省品牌经济发展科
研院荣誉院长遥

实业报国的开路先锋
———记菲华金丘集团董事长邱天祝

新西兰福建同乡会会长孙拾生

新西兰福建商会会长黄少麟

3月 17日下午，香港福建三明联会举
行“三·八”妇女节联欢茶叙庆祝活动。香港
福建社团联会驻会副秘书长兼总干事周珊
珊，会长王明洋及夫人施丽泳，福建省政协

委员、副会长谢燕川，副会长刘自强、林美、
郭亨耀及名誉会长郭景田等参加。

联欢会上，联会领导向全体妇女姐妹
送上节日的问候和祝福，祝大家节日快乐、

身体健康、家庭幸福。
秘书长庄铨铨、妇女部主任高秀琴主

持联欢活动。与会女士载歌载舞,用歌声和
舞蹈展现着女性的风采和活力。渊刘自强冤

香港福建三明联会欢庆妇女节

华人在海外常被贼“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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