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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比亚中国友好协会 3 月

25 日在首都卢萨卡正式成立。

赞比亚开国总统卡翁达担任协

会名誉会长，第四任总统班达担

任协会执行会长。卡翁达、班

达、中国驻赞比亚大使李杰、中

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林

怡、在赞华侨华人、中资企业代

表、对华友好人士等出席了当天

的活动。

卡翁达在致辞中说，赞比亚

中国友好协会的目标之一是加

强两国人民间的联系，让两国普

通民众感受到赞中友谊。卡翁达

称赞过去四十年来中国取得的

伟大成就，倡议赞比亚和非洲其

他国家向中国学习发展和脱贫

经验。

班达在致辞中说，在赞比亚

遇到困难时，是中国帮助赞比亚

修建了坦赞铁路，中国是赞比亚

全天候的朋友。赞比亚中国友好

协会是赞中人民共同努力的结

晶，将成为加强赞中民间联系的

纽带。

李杰表示，中赞两国基于相

似历史遭遇和发展任务的深厚友

谊源远流长，两国高层互访频繁，

政治互信不断加深，各领域合作

取得丰硕成果。2018年中赞双边

贸易额突破 50亿美元，同比增长

33.9%。中国对赞比亚直接投资持

续增长。

李杰说，今年正值中赞建交

55周年。中国将与赞比亚一道，

借助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

实施契机，通过赞比亚中国友好

协会加强各领域友好合作，共同

推动双边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据新华网卢萨卡报道）

3月 24日下午，日本福州十邑社团

联合总会成立大会在日本东京平川酒店

隆重举办，施洪清担任会长。来自世界各

地的福州十邑同乡会乡亲近五百人参加

本次大会。

施洪清感谢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及世

界福州十邑同乡总会对该会成立给予的

大力支持。他表示，该会今后将充分发挥

桥梁纽带作用，为促进中日经济文化交

流、回报家乡发展、助力祖国“一带一路”

倡议并推进“海上福州”的发展蓝图添砖

加瓦。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参赞兼总领事詹

孔朝向日本福州十邑社团联合总会的成

立表示祝贺。他表示，福州是著名侨乡，

历来与世界各地交往频繁，是中国对外

通商交往的重要口岸。海外福州籍侨胞

一直秉持艰苦奋斗的精神，涌现出一批

又一批的杰出人才，为祖国和家乡发展

作出了积极贡献。特别是在福建改革开

放事业上，侨胞的支持与参与功不可没。

福州十邑始终倡导并坚持“海纳百川，有

容乃大”的精神，乡亲们在做好自己事业

的同时，与其他侨胞和谐相处，互利合

作，共同发展。他向新成立的日本福州十

邑社团联合总会及其他在日侨团提出四

点希望：一是做好自己的事业；二是坚持

团结，共同发展；三是服务家乡，服务祖

国；四是服务中日友好。

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发表致辞，

向日本福州十邑社团联合总会的成立

表示热烈祝贺。他提到自己三天前刚

从福州回到日本，对当地经济社会发

展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表示，当前，中

国推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对日本来

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参与机会，希望今

后加强中日两国之间各领域的交流与

合作。

据了解，福州是福建省的省会城市，

十邑包括闽侯、长乐、福清、连江、罗源、

永泰、闽清、古田、屏南、平潭，是乡音相

连、风俗相通、利害相关的地区。海外福

州十邑籍侨胞始终秉持艰苦创业的精

神，为住在国和家乡发展都作出了积极

贡献。 （据东南网报道）

中国华侨出版社首个海外“侨心书苑”在菲律宾宿务设立

中国侨联菲律宾访问团 3月 24日

前往菲律宾宿务菲华联谊会参观考察，

宣布设立海外首家“侨心书苑”，并举行

授匾和千种人文社科类图书赠书仪式。

访问团成员、中国华侨出版社副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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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介绍，海

外“侨心书

苑”由中国

华 侨 出 版

社 联 手 海

外 侨 社 设

立，旨在向

广 大 华 侨

华 人 提 供

优 秀 中 文

读物，弘扬

中华文化，

打 造 海 外

华侨华人精神家园和文化驿站。

宿务菲华联合会会长何安顿等侨领

接受了中国华侨出版社赠书和“侨心书

苑”牌匾，感谢中国侨联、中国华侨出版

社为菲律宾华侨华人送来精神食粮。

访问团团长、中国侨联副主席齐全

胜指出，设立海外“侨心书苑”，是中国

侨联和中国华侨出版社弘扬中华文

化、深化为侨服务的新举措，也是中国

华侨出版社打造文化品牌、推动出版

产品走出去的新举措。希望中国华侨

出版社在设立海外首家“侨心书苑”基

础上，继续依托侨社，以多种方式逐步

设立更多“侨心书苑”，从而让更多海

外华侨华人受益。

中国侨联访问团是在结束马尼拉、

达沃的行程后抵达宿务的。访问团一行

在马尼拉出席了菲华商联总会换届大会

并向大会致辞，考察了黄河合唱团、《世

界日报》、菲律宾华裔博物馆，举行了“中

国故事与菲华故事分享会”；在达沃就华

侨华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如何抓住机

遇、创业开拓与各侨社负责人进行了专

题座谈。 （据中国侨网报道）

斯里兰卡华人口述历史活动
开机仪式在科伦坡举行
3月 26日, 斯里兰卡

华人口述历史活动开机仪

式在科伦坡举行。

中国侨联副主席齐全

胜在仪式上致辞说，斯里

兰卡华人数量虽然不过千

余人，但他们在促进斯里

兰卡经济发展中起到重要

作用，希望此次华人口述

历史活动能够更多展示华

人在斯里兰卡的发展史，

促进中斯文化交流和传

播。

据介绍，此次斯里兰

卡华人口述历史活动由斯

里兰卡华联会、华助中心

以及中建三局联合发起。

主办者将以音视频、文字

等多种形式采访仍健在的

斯里兰卡本土华人代表，

让更多人了解斯里兰卡，

了解斯里兰卡的华侨华

人。

华联会会长张旭东表

示，近代以来不少中国同

胞定居斯里兰卡，在这里

落地生根，逐渐衍生出二

代华人、三代华人，形成独

特的斯里兰卡华人生态

圈。由于有关斯里兰卡华

人的文字资料非常有限，

及时让这些年事已高的华

人通过口述给后人留下宝

贵的创业历史刻不容缓。

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

馆官员及当地华侨华人代

表出席仪式。

（据新华社科伦坡报道）

表彰华裔女性参政贡献
美加州州务卿大楼以余江月桂命名
当地时间 3月 25日，

位于美国加州州府萨克拉

门托的加州州务卿大楼，

被正式命名为“余江月桂

加州州务卿大楼”，以表彰

华裔余江月桂的杰出贡

献。

余江月桂(March Fong

Eu) 是美国华裔女性参政

的先驱人物。她 1966年当

选加州州众议员，是全美

首位亚裔女性州议员。在

四届议员任上，她最著名

的政绩之一是推动禁止加

州公共建筑物的厕所收

费。她认为，使用男厕通常

是免费，但妇女使用厕所

则要付费，如同沦为“二等

公民”。她的这一主张在全

美引发反响，1974 年，时

任加州州长里根签署公厕

免费法案。

1974年，她高票当选

加州州务卿，成为全美首

位在州政府担任民选职务

的亚裔女性。她在这一职

务上任职 20年。监督选举

是州务卿的主要职责之

一，余江月桂任职期间通

过的创举包括，邮寄选民

登记、提供缺席选票、在网

上发布选举结果等。

1994年，时任总统提

名余江月桂出任美国驻密

克罗尼西亚联邦大使。

2017 年底，余江月桂病

逝，享年 95岁。

（据美国中文网报道）

林育庆高票当选

菲华商联总会新届理事长
菲华商联总会第 32 次全菲代表大会闭

幕，顺利选出 168 名理事。3 月 24 日上午，

新当选理事在菲华商联总会宣誓，由该会

永远名誉理事长陈永栽博士监誓，随后进

行董事选举。下午 3 时由新任董事选出新

一届正副理事长、司库和稽核，林育庆高票

当选菲华商联总会新届理事长。

（据东南网报道）

菲华工商总会马尼拉举行庆祝

成立二十周年纪念特刊发行会
3月 26日，菲华工商总会在菲律宾马尼

拉举行庆祝成立二十周年纪念特刊《工商同

盛 冠年峥嵘》发行会。

菲律宾总统法律顾问兼发言人班尼洛

（HON.SALVADOR PANELO）、中国驻菲律宾

大使馆参赞兼总领事罗刚、菲华工商总会

理事长黄拔来、创会理事长杨彼得、副理事

长黄书玮、名誉理事长韦炳念，菲华商联总

会理事长林育庆，菲华各界联合会主席蔡

志河等出席。

黄拔来对各位嘉宾和乡亲的到来表示

感谢。他表示，菲华工商总会历届同仁共同

努力，凭着实干精神，以“立足菲华、回馈社

会”作为宗旨，为菲华社会作出了积极贡

献。菲华工商总会全体同仁将继续秉承创

会宗旨，积极为住在国和家乡的经济繁荣

谱写新篇章。

杨彼得、黄书玮等也分别在会上致辞。

（据东南网报道）

“礼乐筑梦”中越青年儒家

文化交流活动在河内举行
“礼乐筑梦”中越青年儒家文化交流

活动 3 月 24 日在越南首都河内举行，两

国青年以书法、琴曲、歌舞等为媒介，交

流对儒家文化的理解感悟，深化中越传统

友谊。

来自中国南宁师范大学、越南河内大

学、河内国家大学下属外国语大学附中等

院校的中越青年为观众呈献古乐合奏《高

山流水》、古典舞《采薇》、吟唱《声律启蒙》

等精彩节目，赢得阵阵掌声。中国青年现场

学唱越南官贺民歌，越南青年则积极参加

剪纸、书法、编中国结等中国传统文化体验

活动。

中国驻越南大使馆文化参赞彭世团在活

动致辞中表示，儒家文化是中越两国传统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友谊纽带，本次活动是

在中越加强“一带一路”和澜湄合作背景下举

行的，将助力两国民心相通，不断深化中越友

谊，促进合作共赢。

越南外交部东北亚司副司长杜南忠致辞

说，包括越中两国在内的很多亚洲国家都深

受儒家传统价值观影响并坚持传承儒家文

化，就此加强交流有助于越中青年更好地相

互了解，助力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

断深化。

本次活动由中国广西广播电视台、南宁

师范大学、越南河内大学主办，越南河内大学

孔子学院承办。 （据新华社河内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