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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陈文星潘艳芬）

春满香江，新春喜气洋洋，旅港乡亲

回大陆过年后，即返港欢渡元宵。大

批国内外旅游团也组织赴港过新

春和畅游港珠澳大桥观光，香港呈

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新年新气象。

香港梧埔山同乡会于 3月 3

日举办香港梧埔山第四届理监事

就职暨春茗联欢晚会。菲律宾梧埔

山同乡会大型祝贺团应邀出席会

议。泉州梧埔山党政八个单位也特

地从南安赴港参加会议。应邀出席

嘉宾有泉州乡贤戴锦文董事长、南

安公会叶锦辉会长及香港诗山同

乡会、南安诗山中学的领导，还有旅

居香港的近四百位乡亲出席庆典活

动。乡亲们相见非常激动，互相恭贺

新年，互通家中喜事，气氛热烈，乡情

更浓。大家纷纷感慨，有同乡会这个

家，才会有今天的欢聚一堂。

庆典会由同乡会副秘书长王

建新主持。开幕式伊始，全场起立

高唱国歌。诗山中学陈校长宣读香

港梧埔山同乡会组织机构人员芳

名，接着同乡会举行印章交换仪

式，由第三届会长洪思表将印章交

到第四届会长洪思瑜手中。

洪思瑜会长在就任致辞中表

示，感谢第三届理监事做了大量

工作，感谢乡亲们的大力支持和

信任。他表示今后同乡会将继续

开展爱国、爱港、爱家乡的工作，

大家一齐努力，走向未来，尽力为

社会、为家乡服务。

会上还公布了同乡会财务收

支的情况，接着向 80岁以上的老

年乡亲，派送慰问红包各 1000

元，对考上大学的 4名乡亲子女

派送各 2000元奖励金。

作为礼品，画家陈文星将国

画《温馨家园》赠予菲律宾祝贺

团。他和书法家尤孝芬还赠送四

幅书画作品作为抽奖奖品，获奖

的乡亲十分激动。庆典大会在欢

乐声中圆满结束。

香港南安公会举办新春敬老联欢宴会

本报讯 （通讯员 陈文星

潘艳芬）己亥新春，香江春暖

花开。在这个春光明媚的时

节，香港南安公会举办了新春

敬老联欢会。

香港南安公会历年来均在

元宵节期间举办慰问老年乡亲

活动，今年设宴 53 席招待 600

多位 60岁以上的乡亲，每位乡

亲均领到新年礼品和红包，大家

互相拜年祝福，场面洋溢着欢乐

的气氛。

香港南安公会会长叶锦辉首

先致词，向各位老乡亲致以新春

问候与祝贺。南安公会理事长、永

远名誉会会长黄小玉及多位公会

领导先后致词恭祝各位乡亲父老

晚年幸福，并集体向乡亲送上拜

年祝福与问候。

联欢会上，专业音乐工作者

和乡亲音乐爱好者轮流上台高

歌，表达了大家爱国家爱香港爱

家乡的深厚情怀。

敬老联欢充满浓浓的乡亲情

缘，席间南安县委统战部还发来

慰问贺电，将联欢会的气氛推向

高潮。

加拿大福建总商会成立 20周年
新一届理事会就职

当地时间 3月 10日晚，加拿

大福建总商会在大多伦多地区列

治文山举行 20周年庆祝大会暨

第七届理事会就职典礼。

加拿大福建总商会主席林金

龙感谢各方对该会的一贯支持和

帮助。加拿大福建总商会会长高

文雄表示，该会将继续致力于为

中加两地商界提供更好的合作交

流平台，整合更多资源，团结华商

力量。

加拿大联邦、省、市三级政

府，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当地金

融界、各商会及社团代表等逾

600人出席庆典。

加拿大福建总商会的企业会

员目前已超过百家。

（据中国侨网报道）

澳门侨界青年协会代表团当

地时间 3月 10日到访巴西圣保

罗，与当地青年侨胞座谈，交流两

地侨界青年创业经验。

巴西华人协会执行会长张

立群对澳门侨界青年协会代表

团到访表示欢迎，希望澳门青年

与巴西侨界青年加强交流合作，

促进两地侨界在经济、贸易、文

化、科技创新等多领域的沟通和

信息共享，特别是推动两地青年

之间的合作，积极助力“一带一

路”建设。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经济

局局长戴建业在座谈会上说，这

次澳门侨界青年协会代表团访

问和考察巴西侨界，是澳门特

区政府经济局 2017 年推出的

“中葡青年创新创业交流计

划”的一部分，旨在鼓励澳门

青年创业者到葡语系国家认

识当地市场，与当地企业进行

创业交流和对接，共同寻求合

作发展空间。

中国驻圣保罗总领馆领侨室

主任李鹏宇表示，“中葡青年创新

创业交流计划”符合中央政府提

出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倡议。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中巴

建交 45周年，也是澳门回归 20

周年，希望代表团此访能促进澳

门青年创业者与在巴华侨华人的

交流，深入挖掘当地发展潜力，寻

找合作机会，进一步推动中巴以

及内地和澳门之间各领域的交流

与合作。

澳门侨界青年协会会长毕

志健表示，近年来，协会秉承

“走出去、引进来，联系世界、凝

聚侨青”的宗旨，多次组织会员

到葡萄牙交流考察，为澳门青年

创新创业提供了优质服务和交

流平台。相信此次巴西之行，将

加强澳门和巴西圣保罗两地侨

界青年的交流和合作，进一步促

进两地在经贸、文化等方面的发

展。

座谈会上，巴西圣保罗侨界

青年和澳门青年围绕中巴合作、

创新创业以及“一带一路”建设等

议题展开了深入交流和探讨。巴

西华人协会和澳门侨界青年协会

在会上签署了合作协议，双方将

加强交流与合作，促进共同发展。

（据中新社报道）

美国福建联合总会在纽约举办庆祝“三八”妇女节联欢晚会
当地时间 3月 8日，美国福

建联合总会在纽约曼哈顿华埠

举行庆祝“三八”妇女节联欢晚

会，逾百位会员齐聚一堂，共叙

乡情。

美国福建联合总会主席余

光武表示，该会自 2009年成立

以来，已走过 10年风雨历程，现

有会员超过 800 位，其中有 100

多位是女性。会员们始终秉承

总会创会宗旨，爱国爱乡，倾力

支持社区发展和家乡建设。今

年是首次举办庆祝“三八”妇女

节联欢晚会，他感谢各位女性为

家庭、为社区发展作出的积极贡

献，祝愿她们节日快乐、阖家美

满。

美国福建联合总会妇女部副

部长兼妇女主任朱秀燕表示，总

会的 100多位女性会员不仅在餐

饮、医疗等各个行业都取得了亮

眼成绩，还为家庭付出了很多努

力，撑起了“半边天”。她表示，今

后将继续带领各位女性会员，支

持总会的会务工作，为社区发展、

为中美民间经济文化交流作出更

大贡献。

美国福建联合总会议长郑

于安、秘书长吴本实，以及美

国亚美经贸文化促进会会长

朱光祥、美国国际艺术联合会

主席郑泉才、美国琅岐勤耕联

谊会理事长江典林等出席活

动。

（据东南网报道）

新西兰国博举办“中国舞台日”

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
大纽约区分会举办校友活动

当地时间 3 月 10

日，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

大纽约区分会在美国纽

约中城举办 2019年春节

校友聚会活动，来自纽

约、新泽西、波士顿、康州

等近百校友齐聚一堂，重

温校友情。

当天，恰好来美访问

的厦大新闻传播学院副院

长阎立峰也特别赶来参加

活动，看望校友，给校友们

带来了来自母校的问候，

让与会校友颇为惊喜。

据悉，此次活动由厦

门大学美洲校友会大纽约

区分会会长吴娇，前任会

长丁俊琪、唐皑与筹备组

的校友共同筹备。活动现

场其乐融融，有的校友泼

墨挥毫，写“福”字与春联

装饰会场；有的校友带来

了自己烹饪的拿手菜与大

家分享；来自化学、金融、

生物、外语、新闻传播等学

院的校友分别在活动中作

了自我介绍；担任厦门、福

州地区海外人才工作顾问

的校友们，还现场介绍了

厦门、福州的经济社会发

展现状，欢迎校友们回乡

参与建设。许多首次参与

校友活动的新校友表示，

在异国他乡，能遇到这么

多学长学姐，让他们颇感

亲切，觉得校友会像一个

温馨的大家庭。

厦门大学是一所百

年老校，系爱国华侨陈嘉

庚所创办，其校友遍布世

界五大洲。

（据东南网报道）

伴随着喧天的锣鼓声，“中国

舞台日”3 月 9 日在新西兰首都

惠灵顿国家博物馆拉开帷幕。

当日惠灵顿阴雨绵绵，但国家

博物馆内却热情洋溢。当四头色彩

艳丽、威猛活泼的醒狮登上舞台

时，观众们立即被深深吸引。随着

或灵动、或娇憨的中国狮舞，不少观

众激动地挥舞着手臂，与醒狮互动。

“中国舞台日”是新西兰国家

博物馆为“2019中新旅游年”举

办的活动，新西兰中国文化中心

应邀选送了丰富多彩的文艺表

演，包括醒狮、功夫、太极、竹笛和

古筝演奏、旗袍展示等。活动从上

午 11点开始持续 源小时，现场不

断响起热烈掌声和喝彩声。

参加演出的中国文化中心太

极班“铁粉”贝文·格林斯莱德说：

“练习太极拳不仅能强健身体，还

能帮助我更深地体会中国古代哲

学。我非常自豪能够参加今天的

太极表演。”

“中国舞台日”组织者之一劳

伦·坎贝尔说：“我们非常高兴看

到本次活动取得这样好的效果！”

（据新华社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