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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6日公布最新全美最

安全 101城市名单，加州

共有 16 个城市入围前

100，其中华人聚居城市

约巴林达、钻石吧、千橡

树、奇诺冈及尔湾等榜

上有名。约巴林达排名

并为第七。

约巴林达的安全得分

为 90.6分。2015年，约巴

林达曾获得 CNN 评为全

美第 21大最适合居住的

城市。根据全美人口普查

数据，约巴林达家庭收入

中间值为 12.1075万元。

Aliso Viejo 排名第

13，Laguna Nigel 位居第

18，橙县的 Mission Viejo

第 20 名，Lake Forest 第

25名，San Clemente 第 27

名，钻石吧第 44名，Santa

Clarita 第 49 名，千橡树

53 名，Simi Valley76 名，

奇诺冈 81 名，尔湾 83

名，Glandale第 99名。

此次评比使用联邦

调查局 2018年人口超过

5 万的城市中的 13366

个警察局的数据作为基

础，根据人口数量、财产

犯罪、暴力犯罪等分类

评估。

（据美国《世界日报》报

道）

美国加州民主党籍国会参

议员贺锦丽(Kamala D. Harris)，2

月 21日宣布任命其华人总顾问

徐茂轩 (Josh Hsu)为副幕僚长，

这是继亚裔柯索格鲁 (Rohini

Kosoglu)获任幕僚长之后，又一

亚裔升任重职。至此，贺锦丽团

队成为国会少有的均由少数族

裔担任幕僚长、副幕僚长、立法

顾问 (Legislative Director)的参议

员办公室。

贺锦丽称赞徐茂轩任职总顾

问期间的工作，在最高法院提名

到民权再到司法公正改革等法律

议题给她建议。“我们将继续联手

在参院代表加州的利益，为全美

家庭及工薪阶层建设更好的未

来。”她说。

徐茂轩亦对此机会表达

感谢，表示已做好准备继续

为所有美国人的公正和平等

而战。

徐茂轩毕业于华盛顿乔治

城大学法学院，曾任国会参议

员李希 (Patrick Leahy)的首席提

名顾问，早先曾任美国公民自

由联盟律师，并在纽约南区法

庭 的 联 邦 地 方 法 官 陈 卓 光

(Denny Chin)手下任职。

（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

法国中欧和谐发展协会
第三届会长团就职
林昌行担任会长

法国中欧和谐发展协会

当地时间 2月 24日晚在巴黎

举办第三届会长团就职典礼，

林昌行担任会长，林昌海担任

第一常务副会长，林炳柳任秘

书长，姜学峰任监察长，林昌

勤任理事长。

法国中欧和谐发展协会

第二届会长林昌听在述职报

告中回顾了三年任期内的会

务工作和发展成绩，向使馆

领导的支持、兄弟侨社的关

怀、会内同仁的团结表示感

谢。随后，在监察长姜学峰的

见证下，林昌行与林昌听完

成会印交接仪式。林昌行正

式担任法国中欧和谐发展协

会会长。

林昌行在致辞中表示，协

会自 2013年成立至今，已经

逐步发展成为旅法侨社的中

坚力量之一。他表示，担任第

三届会长团会长深感荣幸也

感到责任重大。他将与第三届

会长团带领全体会员继续不

忘初心，砥砺前行，奋发有为，

团结互助，为维护侨胞合法权

益、促进侨胞融入当地社会做

出不懈努力。

林昌行说，今年是中法建

交 55周年，中法关系发展面

临新机遇。他希望协会能够在

“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抓住

时代机遇，再创事业辉煌，并

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投身

中法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

中国驻法使馆领事侨务

处参赞高萍在致辞中表示相

信在林昌行会长带领下，中欧

和谐发展协会一定能够开拓

进取，不断进步。法国华侨华

人会执行主席金麟泽代表旅

法侨界祝贺法国中欧和谐发

展协会第三届会长团就职。

他赞扬协会为家乡发展

建设和侨胞融入当地社会做

了大量有益工作，对于自身的

会务水平提高乃至整个侨界

的和谐建设都起到了积极作

用。 （据中新网巴黎报道）

米兰华人华侨妇女会举行换届选举
胡月燕当选会长

当地时间 2 月 21 日，意

大利米兰华人华侨妇女会在

米兰东亚酒楼举行第七届理

事会换届选举大会。会议总

结了第六届会务工作情况，

对会务工作发展给予了积极

的评价和肯定，并拟定了新

一届会长团会务工作发展纲

要。

依据米兰华人华侨妇女

会章程，经民主选举，胡月燕

当选为米兰华人华侨妇女会

新一届会长，金新媚为执行会

长、金小红为第一常务副会

长、邓爱娥为理事长、陈晓霞

为秘书长，第六届会长金瑞红

当选为名誉会长。

胡月燕对姐妹们的信任

表示感谢。她说，一定不辜负

大家的期望，将和新一届会长

团一起，团结广大妇女侨胞，

致力于妇女儿童事业的发展。

将以维护妇女儿童权益、提高

妇女社会地位、支持中意友好

交流为己任，积极开展形式多

样的联谊与交流活动。

胡月燕表示，米兰华人华

侨妇女会将继续秉承创会宗

旨，以服务社会、服务中意友

好交流合作、服务妇女事业发

展、支持“一带一路”倡议为会

务工作核心，并将广泛团结社

会力量，积极营造有利于妇女

事业发展的社会环境，为提高

华人妇女的社会形象贡献力

量。 （据欧联通讯社报道）

阿根廷侨团获“欢乐春节”活动贡献奖

据阿根廷福清同乡会驻融

联络处消息，近日，中国驻阿根

廷大使馆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

斯艾利斯市举行“欢乐春节”系

列活动答谢招待会，闽籍侨团获

表彰。

中国驻阿根廷大使邹肖力

在招待会上致辞，为期近一个月

的 2019年“欢乐春节”活动已圆

满落下帷幕，取得超乎寻常的丰

硕成果。据不完全统计，游览庙

会和“中国城”夜市的人次分别

超过 100 万和 5 万，40 多万户

家庭收看了公共电视台制作播

出的春节专题节目，5万人观看

了龙舟赛，1万多人参观了“中

国改革开放 40周年图片展”，近

2万人参加了“中国文化之旅”

活动。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市

“欢乐春节”活动起源于“中国

城”的庙会，十多年来不断扩大、

完善，今天在拉美乃至全球享有

很高声誉。

阿根廷福清同乡会会长陈

世金、阿中投资贸易促进会会长

何文强、阿根廷福州十邑同乡联

谊总会会长严盛龙等福清籍旅

阿侨领表示将继续支持大使馆

开展的中阿友好交流事业。

“2019福冈春节祭”举办
福冈春节祭———“春节祭 in

福冈 2019”于 2 月 23日和 24

日在日本福冈县福冈市成功举

办，福冈市中心天神中央公园被

喜庆的大红灯笼等中国元素装

饰一新，人头攒动，喜气洋洋。

福冈春节祭已是连续第六

年举办，渐渐成为九州地区中日

民间交流的一大盛事和品牌活

动。据悉，为期两天的活动共吸

引约 15万人到场，创历届春节

祭之最。

中国驻福冈总领事何振良

在开幕式致辞中首先向领区

内广大同胞和日本友人致以

新春祝福。何振良说，春节是

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

自古以来中国各地都要举办各

式各样的庆祝活动。在数千年

历史变迁过程中，春节文化逐

渐形成，并成为中华传统文化

的代表之一。

何振良表示，随着中国的

不断发展，春节文化逐渐走出

国门、走向世界，现在包括日

本在内，世界上许多国家都举

办形式不同的春节庆祝活动，

在为海外华侨华人带来喜庆

温暖的同时，也为各国民众感

知中国文化、了解中国提供了

机会和平台。期待今年的春节

祭能为加深九州各界日本朋友

对中国及中国文化的理解，为

增进两国民众的相互理解和

信任，为促进中日友好进一步

发挥积极作用。

美食摊位汇集了中国各地

的特色小吃，小笼包、麻辣烫、羊

肉串等应有尽有，让来场人员大

饱口福。有关中国旅游、旗袍等

主题的宣传展位和企业展位也

聚集了大量人气。此次春节祭还

吸引了福冈本地特色产品出展。

很多展位前面排起了长长的队

伍。

舞台上，辽宁歌舞团、当地

华侨华人艺术家携手日本友人

和留学生献上了歌舞、乐器、太

极拳、舞狮等精彩节目。现场人

山人海，热闹非凡。

（据中新网东京报道）

龙舟竞渡迎新春———
记第二届“新春杯”尼罗河国际龙舟节

2 月 23 日，暖阳照耀的尼

罗河上鼓点声声、龙舟竞渡，

第二届“新春杯”尼罗河国际

龙舟节在埃及首都开罗隆重

举行。本届龙舟节吸引了来自

中国、埃及、新加坡、菲律宾、

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

区的 24 支队伍，参赛选手达

200 人，1000 余名观众到场观

看。

“今年的参赛队伍比去年

多，专业化程度也更高。”中国

驻埃及大使馆文化参赞石岳文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尽管

是一场业余赛，但参赛队伍里

不乏专业选手，使比赛更具观

赏性的同时也更好地展现了

中国赛龙舟活动 的风采。

决赛前，中国驻埃及大使

馆和国际龙舟联合会代表共

同为龙舟上的龙头“点睛”，这

一传统的“点睛”仪式令不少

埃及观众掏出手机拍照，并饶

有兴致地上网查探其寓意。

伴随着铿锵有力的鼓点和

岸上观众的呐喊，决赛场气氛

热烈，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最终，菲律宾队拿下龙舟赛女

子组 12人、混合组 12人及混

合组 22人项目的冠军，埃及队

则斩获男子组 12 人和男子组

22人比赛的头名。

“这次龙舟节加深了参赛

选手和民众间的友谊。”埃及

龙舟队教练赛义德·戈马难掩

比赛胜利后的喜悦，对这次交

流互鉴机会的珍惜之情也溢于

言表。

“除了龙舟赛，岸边的中

国文化活动也是这次龙舟节

的亮点。”据石岳文介绍，岸

边的游园活动包括猜灯谜、

放风筝和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

图片展等。

（据新华社开罗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