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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林珍珍）

厦门市侨联日前开展“重温华侨

创业历史，激励新时代新作为”

的主题党日活动。厦门市侨联

党组书记、主席潘少銮，党组成

员、副主席邓飚等参加主题活

动，先后参观了鼓浪屿综合展示

中心和厦门华侨亚热带植物引

种园。

鼓浪屿综合展示中心通过

实物、视频、图片和文字再现

了鼓浪屿的历史、建筑、文化

和申遗过程等，归侨侨眷的身

影贯穿始终，为鼓浪屿的发展

做出巨大的贡献。厦门市侨联

党员干部们一边参观，一边回

顾侨胞们的奋斗历程和爱国

事迹。

厦门华侨亚热带植物引种

园创办于 1959 年，是国内唯一

通过民间华侨渠道进行国外

植物引种的专门科研机构。该

引种园主任康龙泉向大家详

细介绍了引种园创建历史，特

别是华侨创园的艰辛过程及

他们为家乡引种事业做出的

贡献。

潘少銮表示，“一粒种子是

一颗心愿，一个物种寓含一番心

血”，爱国华侨为了祖国的发

展，冒着生命危险把种子、仪器

和技术带回家乡。可以说，没有

他们，就没有今天的引种园；没

有他们，也没有今天的鼓浪屿。

她说，厦门市侨联将积极引

导推荐厦门华侨亚热带植物引

种园申报新一批“中国华侨国际

文化交流基地”，讲好华侨故

事，促进华侨精神和文化的传

播、交流；另一方面，侨联也肩负

重任，培育好华侨先辈带回的

“种子”，让一粒粒种子在引种

园茁壮成长，让华侨爱国爱乡的

“精神火种”在新华侨华人和华

裔新生代中传承。

本报讯（通讯员林珍珍）

3 月 10 日上午，厦门市侨联

十六届三次全委会议在团

结大厦召开。市侨联主席、

党组书记潘少銮，市委统战

部副部长蔡林娜，专职、兼

职副主席，秘书长、委员参

加本次会议，市政协原副主

席詹沧洲，市委统战部原常

务副部长、市侨联党组原书

记陈素珍等市侨联顾问和

部分海外委员、港澳顾问也

应邀列席会议。

会议深入学习领会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

的重要论述，传达贯彻中国

侨联十届二次全委会议和

省侨联十届三次全委会议

精神，审议通过《厦门市侨

联十六届三次全委会议工

作报告》，通报表扬 2018 年

度信息宣传工作先进集体、

先进个人。

潘少銮强调了 2019 年

的主要工作任务就是画好

侨界团结最大同心圆，同

时，精心组织开展庆祝新中

国成立 70 周年系列活动。

她说要突出联谊联络，扩大

侨联朋友圈，创新开展文化

交流活动，着眼新侨情开拓

华侨华人新生代工作。统筹

推进侨联为大局服务、为侨

服务各项工作，服务侨界群

众紧迫需求，团结引领侨胞

建功新时代。

本报讯（通讯员 王昌泽

刘娜真）近日，经福建省委统

战部、省住建厅、省文旅厅、

省侨联实地考察、综合评定，

厦门市集美区集美街道办事

处以高分值被认定为福建省

侨乡文化名镇，并授予“福建

省侨乡文化名镇名村”牌匾。

集美街道是被毛主席赞

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的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的故

乡，是嘉庚精神的发源地及

华侨文化、闽南文化、学村文

化的集中体现地。它地处厦

门岛北对岸，天马山脚下，背

靠青山，三面临海，是 4A 景

区旅游胜地。

集美街道以嘉庚先生创

办的“集美学村”而闻名于

世。清风徐徐、书声朗朗的学

海书城，为风景如画的海滨

增添了浓郁的文化情调。朱

色陶瓦、庄严典雅的学村建

筑群，融合了民族古典美与

西洋现代浪漫风格为一体。

校园绿树成荫，环境幽

静，使集美成为独一无二的

学村。集美街道保护特色侨

房，把“文确楼”修旧如旧，修

缮成陈文确陈六使陈列馆和

全国首家以华侨文化为主题

的“嘉庚邮局”，把“建业楼”

开发变身为“集美大社艺术

部落”等，既保护了历史文化

遗产，又是对侨胞难忘乡愁

情怀的固化。

集美街道辖区面积 4.6

平方公里，辖 5个社区，总人

口 6 万余人，现有归侨 134

人，侨眷 887 人，旅居海外华

侨华人 24656 人，分布于 20

多个国家(地区)。

本报讯 鼓浪屿是厦门

人珍视的瑰宝，也是华侨

文化的重要载体。2017 年，

“鼓浪屿历史国际社区”申

遗成功，今后该如何进一

步守护这座独特的文化遗

产，为社会各界所关心。今

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

委员、华侨大学校长徐西

鹏的提案就与此有关，在

相关部门的支持下，他向

大会提交《关于进一步推

动鼓浪屿华侨文化保护与

传承的提案》。

每年全国两会上，徐

西鹏关注的话题几乎都与

“侨”、教育有关。“鼓浪屿

上有着积淀深厚的华侨历

史文化、独具特色的华侨

建筑文化、爱国奋进的华

侨精神文化，华侨文化是鼓

浪屿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徐西鹏说，习近平总书

记就厦门鼓浪屿申遗成功

和保护文化遗产作出重要

指示，要求把老祖宗留下的

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

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进

一步保护和弘扬鼓浪屿华

侨文化，对旅游开发、公众

教育、招商引资、文化产业

发展，以及延续华侨文脉、

弘扬华侨精神、推动民间

外交、增进广大华侨华人

对祖(籍)国的认同感，都有

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他在提案中建议，成立

鼓浪屿文化遗产保护委员

会，借鉴其他世界遗产地在

高科技运用、数字化管理等

方面的先进经验，对鼓浪屿

华侨文化遗产资源进行系

统的挖掘整理、保护开发。

可通过对鼓浪屿潜在华侨

文化遗产资源的系统挖掘，

将华侨历史文化嵌入现实

场景，使华侨文化在园林风

貌、建筑外观、历史器物中

得以复原。引导鼓浪屿原住

民、商家等多方力量，结合

文化艺术创新，借助网络媒

体等手段，再现和传播鼓浪

屿华侨文化。支持鼓浪屿侨

联和各方宗亲会定期举办

寻根、扫墓、祭祖、捐赠等活

动，实现鼓浪屿海外华侨回

国常态化，维系鼓浪屿华侨

文化的传承。此外，应以“海

丝”建设为契机加快推动华

侨文化发展，如在鼓浪屿举

办国际性文化交流、商贸谈

判等活动，展示鼓浪屿华侨

文化；以鼓浪屿为中心将南

海诸岛及“海丝”沿线国家

串联起来，与邮轮旅游结合

形成产业链，带动鼓浪屿华

侨文化走出去。

在鼓浪屿申遗核心历

史建筑的保护修缮方面，华

侨大学建筑学院师生做了

大量研究，包括参与鼓浪屿

历史风貌建筑的测绘工作，

设计鼓浪屿历史风貌建筑

保护方案，开展相关课题研

究等，为鼓浪屿申遗作出了

努力。徐西鹏表示，作为全

国政协委员，自己要进一步

结合工作性质，加强调研，

脚踏实地履职尽责。

（卫琳 林晋芳）

华大学生服务归侨侨眷
本报讯 3 月 10 日，华侨大学学生来到湖

里区江头公园，为附近社区的归侨侨眷及其他

居民提供测血压、修家电、教插花、公益理发等

多项公益服务。这是由华侨大学和厦门市侨联

联合举办的“归根献深情·侨青志愿行”暨吕厝

社区学雷锋在行动活动。

老挝留学生唐小珍是志愿者之一，她与华

侨大学志愿者们一起在现场指导居民制作花

扇，而这项手艺她是从学校开设的中国传统文

化花扇制作课堂上学来的，“看到这些手工艺

品这么受欢迎，心情非常好。”

唐小珍告诉记者，她有一半的中国血统，

在华侨大学就读华文教育专业，立志成为一名

中文老师。“现在有很多中国人在老挝做生意，

学习中文很有优势。”而在现场看到一些东南

亚归侨，她感到很亲切、开心。

志愿者们还把现场制作的花扇、写满祝福

的卡片赠予归侨、侨眷。“物轻意重”是新加坡

侨眷柯国金对这些小礼物的评价。

77 岁的越南归侨洪舜仁也早早来到现

场，与青年志愿者们聊天，讲述自己的故事。

“恰好华侨大学也是因侨而生，这样的活动很

好，能加深我们互相的了解，还能增加我们这

些老归侨之间的联系。”

此次活动也是华侨大学“归根情·情暖归

侨侨眷志愿服务队”在雷锋月举办的活动之

一。该服务队由华大境外生于 2014 年发起成

立，五年来，200 余名境外生定期深入厦门各

华侨社区、华侨农场等开展慰问归侨侨眷、爱

心支教等志愿服务活动，参与社区建设等，取

得良好的社会影响。

本次活动由华侨大学团委、湖里区侨联、

湖里团区委、吕厝社区居委会承办，思明义工

协会、安溪商会志愿服务队、吕厝社区启明志

愿服务队、厦门市中医院志愿服务队等协办。

（黄咏绸）

厦门新成立基层侨联组织
获省侨联通报表扬
本报讯 日前，省侨联通报 2018 年度新成

立 54 家基层侨联组织，其中厦门市全年新成

立基层侨联组织 29 个，占全省半数以上。特别

是同安区新成立五显镇香溪社区等 26 个村

（居）侨联小组，获省侨联通报表扬，此外海沧

区新成立 3个华侨联谊会。

长期以来，厦门市基层侨联以“党建带侨

建”为引领，充分发挥厦门侨的资源优势，解放

思想、创新观念，形成合力，基层组织覆盖面不

断扩大，有力推动基层侨联组织建设工作迈上

新台阶。

五显镇侨联主席李添水告诉记者，香溪社

区侨联小组于 2018 年 10 月成立，组长由香溪

社区副书记、印尼侨眷张红红担任。春节前，由

厦门同安区侨联主办，五显镇侨联、香溪社区

协办的“送‘福’到侨家”活动，在禹洲香溪里商

业广场举行。为侨界困难户送去新春祝福和慰

问品，为侨界群众赠送手书春联，活动现场气

氛热烈。今后，香溪社区侨联小组将开展更多

侨界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积极探索新成立的

社区开展侨务工作的方法和途径。

本报讯 （通讯员蔡

慧雯）湖里区侨联日前

联合东荣社区，在东荣广

场举办侨代会宣传活动，

进一步宣传和普及第十

次全国归侨侨眷代表大

会会议精神及《基层侨联

组织工作条例(试行)》。

本次宣传活动围绕

全国第十次归侨侨眷代

表大会会议精神，宣传

基层侨联组织工作条

例、侨务政策、涉侨法律

法规，以“第十次侨代会

你该知道”“涉侨政策法

律问答”为主题，开展了

侨代会会议精神宣传，

共计发放宣传手册 200

余份。

活动现场，区侨联

还通过快问快答、宣传

栏板、提供侨界法律咨

询等形式，广泛开展涉

侨法律法规宣传，普及

侨法教育，增强侨界群

众的法律维权意识。

侨联人士称，通过

对第十次全国归侨侨眷

代表大会会议精神的普

及讲解，和对基层侨联

组织工作条例、侨法知

识的有效宣传，让广大

居民朋友对新形势下侨

的相关知识及政策有了

进一步的了解，有利于

进一步凝聚侨心，汇聚

侨力，共同维护好爱侨

护侨的良好社会氛围，

更有效地保护归侨侨眷

的合法权益。

厦门市侨联召开十六届三次全委会议

全国政协委员、华侨大学校长徐西鹏：

传承弘扬鼓浪屿华侨文化

湖里区侨联
举办侨知识宣传

集美街道荣获
“福建省侨乡文化名镇”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