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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荷兰讯（张亮）5 月 23 日上午，

荷籍华人戴军所率领的荷兰 NITA 设

计集团与荷兰最大的 INBO 设计咨询

集团举行了深度合作正式签约仪式。

NITA 亚洲代表及中国地区总裁戴军、

副总裁方盛，INBO 总裁 Bert van Breu⁃
gel 和执行总裁 Jeanet van Antwerpen 等

参加了签约仪式。

荷籍华人戴军所领导的荷兰 NI⁃
TA 设计集团企业秉承“绿色城市”理

念，在规划、景观、植物引种保育与绿

色 技 术 领 域 有 着 丰 富 的 实 践 经 验 。

INBO 是荷兰大型创新型设计集团，成

立五十年来，在荷兰及欧洲建筑及工

程咨询行业领域享有很高的盛誉，协

议的签订，标志着荷兰华人企业在知

识化发展转型中迈入一个崭新的阶

段，同时他将强有力带动其他华人企

业向着更高的层次发展。

INBO 总裁 Bert van Breugel 先生在

他的致词中表示,荷兰 NITA 近年在中

国发展迅速,此次合作标志着荷兰设计

领域中的强强联合,他对双方联手共同

拓展国际设计行业事务,特别是与中国

设计行业结盟充满了信心，他还盛赞

荷籍华人戴军所带领 NITA 设计集团

企业为开拓荷兰和欧洲设计行业领域

市场起到了桥头堡作用，为中荷两国

的科学技术文化合作奠定了良好基

础，为中荷两国设计行业领域的合作

与发展起到了桥樑和推动行业转型作

用。

NITA 地 区 总 裁 戴 军 先 生 表 示,
NITA 近 10 年来，在中国的规划及景观

领域积累了丰富的成功经验,能够与荷

兰乃至欧洲的建筑及咨询行业的领军

企业 INBO 合作, 将充实 NITA 设计及

咨询领域的深度和广度,为形成综合型

设计集团起到积极重要的作用，为中

荷两国在设计行业领域合作拓宽了更

广泛的道路，同时，也为中国设计行业

队伍的人才培养和跨出国门迈向国际

领域合作起到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联手后的 NITA—INBO 将形成从

规划、建筑、景观到工程咨询一体化的

服务体系，成为荷兰最大的设计及工

程咨询集团。NITA—INBO 将整合多

领域专家及优秀技术团队，致力将绿

色王国荷兰的创新设计及绿色技术与

中国不同城市的伙伴们分享，让更多

的城市恢复勃勃的绿色生机。

正在荷兰进行工作访问的中国花

协副秘书长张引潮在签约仪式上代表

荷兰世界园艺博览会中国园的负责人

向戴军所率领的荷兰 NITA 团队与荷

兰最大的 INBO 设计集团合作签约表

示由衷祝贺，希望两家企业签约联合

后努力为中荷两国人民打造花园式住

宅设计方面作出贡献，同时为当地华

人企业向知识、科技化方面转型发展

起到推动作用。

来自荷兰各界的精英代表,包括荷

兰林堡省发展局 (LIOF) 总裁 Verhagen
先生,荷隆美(Grontmij)集团执行官 Ni⁃
jenhuis 先生,以及戴恩斯 (Deerns)总裁

Lousberg 先生等 50 多人应邀参加并见

证了此次签约。

本刊荷兰讯（张亮）5 月 21-29 日，在

荷兰芬洛举行的“2012 荷兰世界园艺博览

会”上，中国展园迎来了自开馆后第一个

“中国文化周”。“中国文化周”首日，全国

政协副主席张梅颖、中国花卉协会会长江

泽慧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来到园区，出

席了中国馆周正式开幕仪式。张梅颖副

主席、江泽慧会长、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

境委员会庄国荣副主任等在园区欣赏了

著名旅欧艺术家张蝶的琵琶演奏，之后还

为荷兰生态文化地标揭幕。

当天上午 11 点，世园博主会场内聚集

了成百上千的中外游客。在庄严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伴随着五星红旗的

升起，政协副主席张梅颖宣布中国馆周开

幕日活动正式开始。荷兰霍斯特市市长

范·诺耶首先致欢迎辞，2012 荷兰世园博

组委会主席嘉伯、中国驻荷兰大使张军分

别致辞。中国花卉协会会长江泽慧发表

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嘉博说，2012 荷兰世园博会是世界上

最有影响力的园艺博览会。在这里鲜花、

自然、先进的技术、美学、人类的创造力完

美的融合在一片祥福、激情与和谐的气氛

中。我们对于中国的参与感到非常高兴

和自豪，中国被称为世界园林之母，中国

园是本次世园博中最大的展园，是这个博

览会的点睛之笔。

张军说，中荷两国在园艺方面都有着

悠久的历史，中国馆日活动是中荷建交 40
周年庆典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相信通过

荷兰世园博这个窗口，一定会增进中荷两

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

江泽慧说，举办中国馆日活动，可以

使大家对中国花卉产业发展有更直接、更

具体的了解，对中国园林和中国文化有更

深刻、更生动的感受，我们愿意与世界各

国开展花卉文化交流与合作，共同促进世

界花卉园艺和生态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中国馆日活动内容丰富多彩，包括参

观中国园、“荷兰生态文化地标”揭幕、

2014 青岛世界园艺博览会推介和签约、中

国洛阳牡丹文化周开幕式、凉山州花卉产

业发展推介，以及精彩的彝族文化艺术表

演等。围绕中荷花卉文化，《牡丹之歌》和

《可爱的一朵玫瑰花》，以及《阿姆斯特丹

的郁金香》等以花为主题的歌曲表演，表

达了中荷两国花卉文化交流与友好情谊，

《爱我中华》大合唱把中国馆日活动推向

了高潮。

2012 荷兰世界园艺博览会是由国际

园艺生产者协会和国际展览局批准的 A1
级世界园艺展会，面积 65 公顷。主题为

“积极融入自然，改善生活品质”。中国、

德国、比利时、以色列、印度尼西亚、西班

牙、日本、韩国等 42 个国家和地区参展。

经国务院批准，国家林业局代表中国政府

参加 2012 荷兰世园博会，中国花卉协会负

责组织参展，建设了面积 1500 平方米的中

国园。“中国园”以苏州园林的代表——拙

政园内的“远香堂”的结构和环境为特征，

将中国古典园林与花卉产业和花卉文化

相结合，传达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

处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园中栽植的牡

丹、海棠、银杏、水杉等 40 多种中国特有

花卉植物，特别是盛开的牡丹、高山杜鹃、

盆景的精美配置，向人们展示了中国花卉

品种与栽培技术特色。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

任庄国荣，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会

长王锦珍，外交部、财政部、国家林业局有

关司局、中国花卉协会和中国生态文化协

会的领导一同出席了中国馆日活动。荷

兰参议院前议长范德林登，2012 荷兰世园

博会组委会主席嘉伯，荷兰世园会执委会

主席保罗·贝克，荷兰林堡省省长鲍文斯，

国际园艺生产者协会主席杜克·法博，荷

兰王国驻中国大使馆农业参赞欧福旭，芬

洛市议员斯汀杰，荷兰花卉园艺协会主席

库曼，荷兰世园会各参展国代表，以及国

内外花卉企业代表 1000 多人参加了中国

馆日活动。

中国馆日活动期间，张梅颖副主席、

江泽慧会长分别会见了 2012 荷兰世园会

组委会主席嘉伯先生和荷兰参议院前议

长范德林登先生。张梅颖副主席一行还

考察了荷兰林堡省花卉和蔬菜企业并倾

听了当地花卉、蔬菜企业负责人的技术生

产情况详细介绍，张梅颖当即表示希望加

强中荷两国花卉及蔬菜企业间的技术交

流合作，张梅颖诚挚邀请荷兰企业到中国

推广蔬菜种植经验，以提高中国农业生产

技术。

晚间，中国花协会会长江泽慧在埃

因霍芬举行答谢晚会，感谢张梅颖率团

到访世园博会中国馆活动周开幕日，并

热情感谢所有支持本届 2012 年世园博会

参与支持活动的媒体工作者，感谢中国

驻荷兰大使张军、政务参赞张晋雄、科技

处全博主任为中国参展世园博会所做的

大量工作。

张梅颖、江泽慧出席2012荷兰世园博会
中国馆周开幕日活动

>>中荷互动

图为张梅颖副主席和出席中国馆日活动的嘉宾在远香堂前合影留念。

文 艺 快 递

本刊荷兰讯（何燕）荷兰埃因霍芬

首届亚洲艺术文化周开幕式暨中国文

化艺术专场于 6 月 2 日下午在埃因霍芬

市政厅拉开帷幕。荷兰埃因霍芬中国

学生学者联合会应埃因霍芬市政府及

科技大学的邀请，为本届艺术节奉献了

大量富有民族特色的中国文化节目。

本次亚洲艺术节活动主要由富有

中国传统文化的舞龙和舞狮开场，来

自当地的留学生中国民族舞蹈队为此

次艺术节献上精彩绝伦的民族舞蹈。

表演中，中国学生、学者还展示了对中

国文化的介绍，中国历史文化和现代

文明多媒体展示，包括中国音乐、中国

节气、中国手工艺品、中国美食和中国

建筑。

另外，艺术节上中国学生还呈献了

中国民族服饰大型展示秀、中国传统服

饰及现代时尚设计展示，为在场观众展

现了当代中国人的风采。活动中的中

国茶艺表演伴随古筝演奏，让在场观众

体验了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

荷兰海牙市政府
为著名华人女作家王露露举行新书发售会

图为荷藉著名华人女作家王露露在《荷兰，我爱你》新书音乐发布会上为读者

讲演书中的片段。

本刊荷兰讯（张亮）6 月 11 日晚，在

鹿特丹海上乐园，伴随着一首首悠扬的

中文歌声，来自全荷的十几位小选手步

入了“水立方”青少年歌曲大赛荷兰赛

区现场，用自己的歌声赢取走进北京决

赛权的门票。该大赛主办方是由荷兰

中荷商会、荷兰文化基金会、荷兰乌特

勒支中文学校。

晚上八点，“水立方”青少年歌曲大

赛荷兰赛区组委会主席、荷兰中荷商会

会长张巧忠应组委会委托，宣布“水立

方”青少年歌曲大赛荷兰赛区比赛开

幕。张巧忠会长表示，希望小歌手在比

赛中拿出勇气、拿出水平，唱出海外华

侨的赤子之心，他还希望小歌手们通过

演唱中文歌曲，加强学习中文的热情，

用饱满的热情弘扬中华文化，为中荷两

国的友好事业作出贡献。

出席“水立方”大赛的特别嘉宾中

国驻荷兰大使馆黄瑛领事也欣然鼓励参

赛的小歌手们勿忘中国几千年历史文化

赋予的内涵，唱响青春的歌，用歌的青春

气息感染在座所有的人，她相信歌声无

国界，大爱无疆界。在庆祝中荷建交 40
周年之际，用歌声为两国人民祝福，为

建设和平发展繁荣的世界祝福。

经过一个晚上的竞技比赛，来自埃

茵霍芬的 10 号歌手戴州力同学摘取了

本届“水立方”青少年大奖赛荷兰赛区

桂冠，来自鹿特丹中华文化学校的 6 号

歌手岑凯伦摘取了亚军。组委会为了

充分鼓励青少年孩子学习演唱中文歌

曲的热情，还特设了最佳潜力奖授予了

来自莱迪思达的 2 号歌手孔程前同学，

最佳台风奖授予了来自东荷兰的金一

丹同学，最佳表演奖授予了来自鹿特丹

中华文化学校的岑凯伦同学；陈婷婷、

孙丽华、周安娜、蒋璐茜、陈逸俊、曾展

峰六位同学获得优秀歌手奖。

演出结束后，中国驻荷兰使馆政务

参赞张晋雄亲手将“水立方”进军北京

的金奖授予了来自埃茵霍芬的戴州力

同学，并鼓励他到北京后能够拿出勇

气、拿出激昂的热情，取得优异的成

绩。同时张晋雄参赞还表示非常感谢

华人华侨出资出力、台前幕后为弘扬中

华文化所做的贡献。

获得金奖的荷藉戴州力与他的妈

妈金燕敏都激动地表示，将不辜负所有

荷兰华侨的嘱托和希望，将不懈余力让

孩子学好中文，努力到北京表现出最佳

成绩，为旅居荷兰的华人华侨争光。

担任评委的旅荷著名艺术家张蝶

对记者谈了对比赛的看法，她说，其实

唱歌与比赛对选手们并不是最重要，最

重要的是让下一代青少年知道自己是

华夏后裔，他希望荷兰华人华侨多办一

些类似的活动，这将大大激发在这里成

长的第二、三代孩子对中文的热情，张

蝶同时提醒孩子家长要多关注孩子的

文化生活和成长过程，希望广大侨社、

全社会为他们演唱中文歌曲提供必要

条件，这样对中文普及很有益处。

出席观看比赛的全荷华人社团联

合会主席王剑光表示，华社今天能有这

么多优秀小歌手走上舞台，对今后的华

人社会发展建设非常有益，他感谢今天

为培养下一代所作出努力的家长们，他

表示今后全荷华人社团将继续推进下

一代学习中文热潮。

留学生积极参与亚洲文化艺术节活动

“水立方杯”青少年歌曲大赛
荷兰赛区揭晓

本刊荷兰讯（张亮 何燕）6 月 9 日晚

在海牙市政音乐厅，荷兰著名华人女作

家王露露新书《荷兰,我爱你》正式与读

者见面了，海牙市政府与荷兰图书出版

部门特地为王露露安排了整场新书音

乐发布会。这也是王露露至今出版的

第 11 本书，该书刚一问世，便立即获得

最受读者欢迎的第 40 种书排行榜上前

4 名之首。

发布会上，王露露伴随着激昂的

交响乐曲走上舞台，为读者朗诵她新

书中所描写的片段故事，激起现场 500
多名观众和读者的阵阵掌声。《荷兰，

我爱你》一书从策划到出版，整整花了

两年时间，不但倾注了她本人的大量

心血，也倾注了她几乎全部的人力和

财力，这对王露露来说是一次前所未

有的巨大挑战。她不仅仅首次亲自担

当了出版人，而且还突破了过去传统

纸质的出版方式，率先推出了新书的

电子版（APP 版本），所有的文字内容

以及图片、音乐、短片，均可直接通过

网络访问 Apple store 下载购买。这对

于过往已经出版了九本纸质书籍、拥

有了不少以传统方式阅读的读者的作

家而言，可谓是一次突破传统、挑战自

我的勇敢尝试；但机遇与风险并存、成

功或许也在此一举。

王露露自己感言，如果说我以前写

的那些书是我的上道之作，而这本书是

我从以往的幼稚生涯开始走上成熟之

作，对于我而言，中国的优秀历史文化

时时刻刻给予我重大影响，我今后将认

真反思所走过的路，愿为正在发展的中

荷友谊作出一位作家应有的贡献，愿为

海外华人维护自身民族权益作出贡献。

荷藉华人戴军联手荷兰优秀企业
打造国际大型设计及工程咨询集团

本刊荷兰讯（何燕）6 月 9 日上午，

旅居荷兰的华人学者与工程师协会

(VCWI)第二届人才论坛暨招聘会在荷

兰埃因霍芬市成功举行。本次论坛是

荷兰侨界庆祝中荷建交 40 周年重要庆

典活动之一，也是爱茵霍芬市首届“亚

洲文化周”艺术节活动重要内容之一。

该论坛吸引了来自中国、荷兰的国

际化知名公司包括壳牌石油公司、飞利

浦、AkzoNobel 和英国石油公司 BP 代

表、科技处全博主任等 250 余人。论坛

会上，中国驻荷兰使馆政务参赞张晋雄

代表使馆出席了会议并致贺辞。

本届论坛会针对各跨国公司对高

级技术人才的需求、人才招聘政策、人

才管理与培养战略、人才职业发展经验

等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等方面

进行深度研讨，并为到会十余家全球著

名跨国企业和公司提供人才招聘平台、

为与会专业人士提供求职和职业发展

的良好咨询服务。

图为荷藉华人戴军 NITA 与荷兰最大设计 INBO 举行合作签约仪后互相祝贺场面。

企业交流

荷华人学者举办人才论坛

>>使馆动态

驻荷兰使馆邀华媒座谈
探讨构建和谐侨社问题

本刊荷兰讯(张亮)6 月 5 日下午，中国

驻荷兰使馆邀请当地华文媒体就构建和

谐侨社和如何充分发挥华文媒体作用等

问题进行座谈。

座 谈 会 由 使 馆 政 务 参 赞 张 晋 雄 主

持。张晋雄首先转达张军大使对各华文

媒体的问候，感谢各华文媒体多年来在支

持使馆工作、积极报导国内高访团组访

荷、不断推动中荷关系良性发展等方面所

做工作，充分肯定荷兰华文媒体在提升华

侨华人社会地位、促进侨界向主流社会融

入、弘扬和传承中华文化等方面发挥的积

极作用，希望各华文媒体在增强联系、互

通有无、促进侨界团结和凝聚等方面再接

再厉，为促进中荷两国友好合作、增进友

谊做出更大贡献。

与会各华文媒体表示，此次座谈会体

现了使馆对荷兰华文媒体的关心和重

视。大家回顾了旅荷侨界的办报历程，简

要介绍了各华文媒体的发展现状，就提升

海外华侨华人社会地位、鼓励华人参政议

政、积极融入主流社会、提升华文媒体竞

争力和促进中荷各领域交流合作等问题

进行广泛讨论，表达了加强联谊、密切沟

通的强烈愿望。

全荷华人社团联合会副主席、秘书长

兼对外新闻发言人林斌表示，目前随着荷

兰侨社的健康发展，荷兰华文媒体越来越

发挥着强有力的推动建立和谐华人侨社

的作用。他希望广大旅居荷兰华人华侨

积极融入荷兰社会，在沿承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同时，努力与所在国和平共建和谐

社会大原则的基础上，讲政治、讲大局、讲

团结、讲风格、讲品味，发展华文媒体。他

还希望华文媒体在中荷建交 40 周年庆祝

之际，鼓励华人参政议政，积极参与今年 9
月的荷兰大选，真正认真的为促进华社健

康发展共建团结和谐社会做出贡献。

侨社、侨校、侨报俗称华人社会“三

宝”。近年来，随着旅荷华侨华人政治地

位提高、经济实力增强，作为“三宝”之一

的华文媒体亦赢得更大发展空间，形成了

各具特色、中外兼顾的办报风格，发挥日

益重要的作用。

驻荷兰使馆邀华媒座谈 探讨构建和
谐侨社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