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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厦门外侨消

息 为增进马来西亚新山

华社与厦门的交流，新山

中华公会会长郑金财率领

柔佛州华社五大社团一行

19 人于 3 月 18 日到访厦

门。厦门市外侨办副主任

陈俊泳会见了访问团全体

成员。

陈俊泳对访问团一行

表示欢迎，并就厦门社会

经济发展情况向客人做了

介绍。她说，2017 年金砖会

晤在厦门成功举办后，厦

门进一步扩大开放，优化

营商环境，努力建设高素

质和高颜值的现代化国际

化城市，促进经济社会持

续健康发展。陈俊泳希望

马来西亚新山华社多组织

当地商会、精英人士到厦

门参观洽谈，与厦门开展

多领域交流，带动当地更

多的华商参与“一带一路”

建设。会谈中，陈俊泳还向

客人介绍了陈嘉庚奖学

金，引起了大家的高度兴

趣。郑金财团长表示，马来

西亚华人十公热爱中国传

统文化，对源远流长的中

华文化有着强烈的认同

感，陈嘉庚奖学金的设立

使嘉庚精神在海内外不断

发扬光大，也让更多的海

外华人后裔有机会回国学

习中国的传统文化。拿督

陈明光先生就当场表示，

他女儿现是马来西亚大二

的学生，特别喜爱中国的

文言文，到中国来学习古

代文学是她的梦想，他要

尽快将这利好的消息带回

去与她分享。

马来西亚新山中华公

会成立于 1922 年，是新山

华社最高领导机构，下辖五

大乡团会馆，即福建会馆、

潮州会馆、广肇会馆、客家

公会及海南会馆。凡属于新

山华裔族群性质的宗教、教

育、文化类活动皆由新山中

华公会领导。

本报讯（记者黄佳畅）

阳春三月，鸟语花香。3月

26 日，由日本大阪福建同

乡会主办、海外华侨华人

社团厦门联络总部协办的

日本花道艺术体验讲座在

港澳中心四楼举办。活动

特邀小原流派教授亦华主

讲，来自不同行业的 20 多

位花艺爱好者参与学习交

流并现场体验日本传统的

插花艺术。厦门市外侨办

副主任陈俊泳出席了活

动。

活动现场，亦华教授

介绍了小原流花道艺术

的起源及历史，并分别从

表现形式、审美意识、文

化内涵等方面讲述东西

方插花艺术之间的异同，

同时通过示范为大家详

细讲解了插花立花构造

的原理，如何利用不同颜

色的花材构成一幅新颖

的造型艺术，通过插花感

受自然、生命的变化，在

创作美丽的作品和欣赏

的同时提高自己的审美。

与会者在花艺师的指导

下发挥想象自由创作，最

后现场评选出 4 位优秀

作品获奖人，市外侨办副

主任陈俊泳和日本大阪

福建同乡会会长张颖为

获奖者颁奖。

日本小原流派由小原

云心（1861-1916）于日本

明治末年创立，是日本花

道三大流派之一。小原流

的重点在于表现出自然的

意境，展现出典雅清新的

气息，为秀丽、典雅之美，

其特色是先认识自然，再

表现自然。不论何种形式

的作品，插花者先把自己

对花的感受，透过作品表

现，引起观赏者的共鸣，产

生对自然的爱心。

本报讯 应厦门市

外侨办邀请，荷兰祖特

梅尔 - 厦门友好协会

秘书长、厦门市荣誉市

民梅汉斯（Hans Mayer）

一行于 3 月 21 日至 25

日来厦访问, 与厦门相

关单位就推进厦门与荷

兰在经贸、文化、艺术、

教育等方面的务实合作

进行洽谈。

3 月 22 日，厦门市

外侨办副主任邵育秦会

见了梅汉斯一行。邵育

秦简要介绍了厦门最新

发展情况及荷兰人体博

物馆（Corpus）的进展与

规划，并与梅汉斯就深

化厦门与祖特梅尔的友

城关系交换了意见。邵

育秦表示市外侨办将积

极促成人体博物馆在厦

落地，推动两市在文化、

艺术、教育等领域开展

更广泛、更深层次的友

好交流与合作。

在集美大学美术学

院，梅汉斯与学院相关

负责人就在厦举办荷兰

17 世纪著名画家维米

尔 （Johannes Vermeer）

艺术展及重启两市艺术

家交流项目等事宜达成

初步意向。在厦门外国

语学校，梅汉斯与孙巧

平副校长探讨了祖特梅

尔 阿 尔 弗 林 克 学 院

（Alfrink College）与厦外

开展青少年交流互访的

可能性，孙副校长介绍

了厦外的办学特色、课

程设置、国际交流等情

况，双方表示将进一步

商谈两校学生交流互访

的具体模式。

此外，梅汉斯一行

还参观游览了市规划展

览馆、鼓浪屿等地。

本报讯（通讯员贺春旎

王昌泽）21 日，厦门市集美

区侨联召开八届二次全委

扩大会暨举办以“走进嘉庚

故里，感受侨乡文化，学习

嘉庚精神”为主题的侨联委

员“走进侨乡”学习实践活

动，70 多名归侨侨眷、海外

侨胞代表和侨务工作者参

加了活动。

当天上午 9 点，与会代

表在陈嘉庚纪念馆齐聚一

堂，认真学习领会中国侨联

十届二次全委会精神和省、

市侨联会议精神，审议区侨

联工作报告，听取基金会管

理情况报告。在随后的行程

中，他们先后组织开展了

“侨房·侨情·侨文化”“丝路

心语·邮乡情”“学嘉庚事

迹，传嘉庚精神”等观摩交

流和学习实践活动。

“集美侨乡不仅有闽南

传统红砖民居，还有众多由

华侨出资兴建的西式洋房，

它们历经岁月的洗礼，仍默

默传递着闽南先民对生活

的美好祈愿，诠释着中西合

璧的非凡智慧。”集美街道

办招商旅游站站长薛兆镰

说。

与会代表先后走进集

美大社松柏楼、陈氏祖祠、

建业楼、文确楼等特色侨

房，了解侨乡建筑特点，聆

听建筑背后的故事，感受新

时代侨乡文化的魅力，学习

“政府引导，市场化动作”的

特色侨房保护与利用的经

验做法。

在陈文确陈六使陈列

馆和全国首家以华侨文化

为主题的嘉庚邮局里，与会

代表听取了《丝路心语·邮

乡情》和《闽韵传情》特色侨

房情况介绍。每位参与者还

领取了一枚《集·美记忆》音

乐胶片明信片，在这里寄出

对海外亲友的美好祝福。

在“丝路飘香·‘粽’是

情”体验活动中，与会代表

不仅品尝到印尼特色糕点

的异域风味和闽南“咸粽”

的独特美味，还通过亲手学

习制作南洋传统小吃“烤

粽”，用心体会华侨先辈将

“咸粽”做法带到南洋，回归

故里时又把“烤粽”制作工

艺带回祖国，注重融合他国

文化有益成分的经验，感悟

着中外文化相互尊重、包

容、友善的魅力。

当天下午，与会代表走

进陈嘉庚纪念馆，参观《华

侨旗帜，民族光辉———陈嘉

庚生平陈列》，了解陈嘉庚

爱国爱乡、兴学育才的光辉

事迹，进一步领悟嘉庚精神

的深刻内涵。

“代父还债打下了诚信

经营的基础，胸怀祖国决定

了事业的高度！期盼多组织

这样的活动。”集美区侨联

常委、乐源未来科技总经理

费雯媛在参观后由衷地感

叹着。

本报讯（记者 林硕）春回大地

万物苏，植树添绿正当时。为纪念植

树节设立 41 周年，厦门市外事侨务

办公室积极响应厦门市委、市政府

的号召，组织干部、职工开展义务植

树活动，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推

动绿色发展，为城市种下一片新绿。

3 月 22 日，干部、职工队伍组

成的志愿者齐聚坂头防护林场，开

展义务植树活动。此次活动不仅有

效调动了大伙儿的劳动积极性，提

高了生态环保意识，也为推进国土

绿化、建设美丽厦门贡献自己的力

量。

为侨服务维护侨益
同安区侨联召开

十二届五次全委会助同安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林旭臻）3 月 22 日下午，

同安区侨联召开十二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

在区政府会堂六号会议室召开。区侨联主席

林一亭，副主席叶水龙、副主席许美玲、秘书

长蒋金强等出席会议，区侨联第十二届委员

参加会议，侨联顾问列席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同安区侨联十二届五次

会议工作报告》，并选举产生新增委员三名。

区侨联主席林一亭代表区侨联常委会作

工作报告，她总结了区侨联 2018 年工作成

绩：拓展海外联谊，涵养侨务资源，把亲情乡

情延伸到五大洲。围绕政府关心、侨界关注的

热点难点问题，深入调研，提出议案、提案和

建议，为厦门市、同安区经济社会发展建言献

策。

林一亭还着重提出了 2019 年的主要工

作思路，指出要以为侨服务、维护侨益为立足

点，面向侨界群众不断提升为侨服务本领，为

侨界群众解难事、办实事，当好侨界群众的贴

心人。她强调坚持“两个并重”“两个拓展”工

作方针，以“根、魂、梦”核心精神为主线，广泛

开展海外联谊工作，凝聚侨心侨力助力同安

区经济发展。

外文出版社将携手潘维廉

推出“老潘看中国”丛书
本报讯 中国外文局所属的外文出版社 3

月 20 日与《我不见外———老潘的中国来信》

作者、厦门市荣誉市民、厦门大学美籍教授潘

维廉签约，将策划实施出版“老潘看中国”系

列丛书。

在当天的丛书签约启动仪式暨《我不见

外》故事分享会上，中国外文局副局长陆彩荣

介绍，《我不见外》一书记录了几十年来中国

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和中国社会的巨大进

步，向海内外读者展示了一个生动、真实、可

感的中国，以独特视角讲述中国故事，出版后

受到中外读者的好评。

据介绍，为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在厦

门学习、工作和生活了三十年的美籍教授潘

维廉把越洋家信结集成《我不见外———老潘

的中国来信》一书，去年底由外文出版社以

中、英文出版。该书从他在 1988 年—2017 年

间写给美国家人的上千封书信中精选出近五

十封，展现了不同年代下的厦门乃至中国的

风貌变化。

鉴于潘维廉教授在讲述中国故事、增进

国际传播交流中所做出的重要贡献，中国外

文局还在现场授予了他“国际图书特殊贡献”

荣誉称号。

据了解，潘维廉是改革开放后福建省第

一位拿到中国永久居住权的美国人。1988 年，

他携全家来到厦门，随后任教于厦门大学管

理学院，至今已逾三十年。 （余俊杰）

40 多名印尼留厦学生

参加无偿献血活动
本报讯 为迎接 4月 7 日“世界健康日”，

近日，来自印度尼西亚的 40 多名留学生走进

市中心血站，参与无偿献血活动，希望呼吁更

多人关注健康。

这些留学生年龄都在 20 岁上下，分别来

自厦门大学、集美大学、华侨大学、厦门理工

学院等高校。来自厦门大学的林争光说，这一

行动得到大家的响应，“朋友拉朋友，参与的

人越来越多。献血、献爱心，没有国界之分”。

据了解，除了厦门之外，由印度尼西亚留

学生组织的“分享热血，分享生命”献血活动，

还在北京、广州、南昌等其他 9 座城市同步开

展。 （匡惟王宇征）

集美区侨联举办“走进侨乡”学习实践活动

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

厦门市外事侨务办公室

开展义务植树活动

荷兰祖特梅尔-厦门友好协会
秘书长访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