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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在中国传统清

明节到来之际，海内外各界

人士 1000 余人 4 月 4 日在

集美鳌园共同祭扫陈嘉庚先

生陵墓，缅怀著名爱国侨领

陈嘉庚先生。

陈嘉庚 1874 年生于厦

门集美，1913 年开始回到家

乡先后创办了集美学校、厦

门大学等多所学校，一生致

力于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

他是著名爱国华侨领袖、企

业家、教育家、慈善家、社会

活动家，被誉为“华侨旗帜，

民族光辉”。

当天，集美小学四名学

生诵读“嘉庚语录”，拉开了

此次清明祭扫嘉庚陵园的序

幕。随后，各界民众向陈嘉庚

陵墓默哀，鞠躬致礼，并敬献

花篮。

陈嘉庚的长孙陈立人、孙

女陈佩仪、孙子陈君宝遗孀王

理、外孙曾文正夫妇、曾孙陈

铭、新加坡画家杨可均等海外

亲友，参加了祭扫活动。

此次回乡扫墓，陈立人

还带回一批珍贵文物捐赠给

华侨博物院。他表示，希望以

此让更多人了解并弘扬“嘉

庚精神”。

该批文物为境外珍藏的

海外华侨华人生活用品，如

红木圆桌、玻璃器皿、木质梳

妆台、屏风等，共计 9 箱近百

件，将在今年 10 月 21 日陈

嘉庚诞辰纪念日暨陈嘉庚创

办华侨博物院 60 周年纪念

日之际向社会公众开放。

（黄咏绸）

本报讯 4 月 8 日上午，

以副秘书长司徒民星为团长

的英国致公总堂访问团一行

来厦访问。致公党福建省委

副主委、厦门市委主委徐平

东，中共厦门市委统战部副

部长曾庆军，致公党市委专

职副主委郑幸红、原副主委

王起 、秘书长李瑞盛参加

了接待活动。

徐平东对客人的到访表

示欢迎，并向客人介绍了厦

门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以

及致公党市委开展海外联络

工作等情况。

曾庆军对司徒民星积

极参与厦门海外联络工作

表示赞赏，希望英国致公总

堂继续加强与厦门各涉侨

部门的联谊交流，为促进中

英友好合作作出新贡献。

代表团此行来访，一是

协商与致公党市委合作举办

华侨华人子女夏令营事宜，

二是邀请致公党市委组团参

加于今年 8月在英国利物浦

举行的英国总堂扩建开幕暨

庆典活动 ，三是希望致公党

市委协助其做好将于 2020

年在厦门召开的世界越侨千

人回国联谊大会相关工作。

司徒民星表示，致公党厦门

市委与海外洪门致公党渊源

深厚，希望今后进一步加强

交流。

本报讯 被习近平

总书记称为“不见外”的

美籍教授潘维廉，4 月 6

日获得厦大最高荣誉

奖———南强杰出贡献

奖。每年厦大校庆大会

上颁发的“南强杰出贡

献奖”，授予为厦大建设

和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

优秀教师，七年前开始

颁发，每人奖励 20 万

元，每年度获奖者约四

人。

63 岁的潘维廉不仅

是获奖者中的第一位外

国 人 ， 还 是 最 年 轻

的———获奖者平均年龄

达 80 岁。厦大的颁奖词

称赞潘维廉坚持用自己

的眼睛看中国，讲述真

实的中国故事，在促进

中外友好交流中起到了

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

潘维廉是厦大管理

学院教授，1988 年举家

来到厦门。他是第一个

定居厦门的外国人，是

福建省第一位外籍永久

居民。今年，潘维廉把自

己写的《我不见外》一书

和一封信托人捎给习近

平总书记，习近平总书

记给他回了信，赞赏他

“不见外”。全国两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参加福建

代表团审议时，特地问

候了潘维廉教授。

潘维廉说，我希望

未来我会更努力为我校

和贵国尽一分力量。

今年“南强杰出贡

献奖”获奖的其他三人

分别是:95 岁的著名海

洋生物学家、厦大海洋

与地球学院丘书院教

授，他潜心海洋鱼类学

和海洋浮游生物学的教

学科研；91 岁的厦大艺

术学院魏传义教授，他

是四川人，1985 年从四

川美院调到厦门大学，

主办国内第一所艺术教

育学院并出任院长；71

岁的中科院院士、厦大

化学化工学院赵玉芬教

授，她毕业于台湾“清华

大学”，1979 年从美国回

到祖国大陆，主要研究

方向为有机磷化学及生

物有机化学，从磷化学

角度研究生命科学中的

问题，探讨蛋白质、核

酸、糖及脂类之间通过

磷的相互作用，从而揭

示生命化学的本质。

（佘峥 李静）

本报讯 据华侨博物

院消息，清明佳节来临

之际，70 多名海外侨胞

和归侨、侨眷走进侨乡，

行走嘉庚故里，感受侨

乡文化，缅怀华侨先贤，

弘扬华侨精神。此次活

动包含“侨房·侨情·侨

文化”“丝路飘香·‘粽’

是情”“丝路心语·邮乡

情”等教育体验项目。

建筑是一个国家或

地区重要的文化元素之

一。嘉庚故里———集美

侨乡不仅有闽南传统红

砖民居，还有由华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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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房·侨情·侨文

化”体验项目中，侨胞们

在志愿者的带领下，走

进松柏楼、建业楼、陈氏

祖祠、文确楼等代表性

侨乡建筑，了解侨乡建

筑特点，聆听建筑背后

的故事，感受侨乡文化

魅力。

伴随着华侨往返于

东南亚各国和家乡的脚

步，南洋饮食文化也悄

然影响着侨乡百姓的生

活习惯。以“粽子”为例，

闽南“咸粽”和印尼“烤

粽”在侨乡人家的餐桌

上相遇，既是中华文化

交流共融的见证，也是

“尊重、包容、友善”的华

侨精神的体现。“丝路飘

香·‘粽’是情”体验项目

中，侨胞在志愿者的帮

助下亲手制作印尼“烤

粽”、品尝闽南“咸粽”，

细细体会其中蕴含的文

化意义。

活动最后，侨胞们

来到文确楼，在嘉庚邮

局写下并寄出对海外亲

友的祝福，将深情厚谊

赋予方寸间，让侨乡文

化随着小邮片的流转，

传播至世界各地，为海

外侨胞送去来自祖国的

问候，架起中外文化交

流的桥梁。

集美庆杏林台商投资区

成立 30 周年
本报讯 4 月 1 日，集美区举办“营造

良好发展环境，推动两岸融合发展———集

美区庆祝杏林台商投资区成立 30 周年”

座谈会。集美区委常委、统战部长范启德

出席会议，30 位台商、台资企业代表参加

会议。

会上，集美区台办主任陈贤玲介绍了

集美台商投资区 30 年来建设发展情况。

集美区税务局有关人员就国务院减税降

费政策进行了深入解读。新老台商及台资

企业代表围绕“减税降费”“两岸应通尽

通”等主题进行了座谈。

范启德充分肯定了 30 年来台商台企

为集美台商投资区发展所作的贡献。他号

召大家继续携手，共同面对风险与挑战，

并对参会部门提四点要求：一是要狠抓惠

台措施的落实，持续推进“台商台胞服务

年活动”，完善涉台服务机制，提升服务效

能。二是要深化对台项目合作，着力推进

台企转型升级；三是要做好两岸青年的工

作，大力发展台湾青创基地和对台研学旅

行基地。四要加强交流融合，拓展教育、农

业等多方面的合作。

日本传统工艺品展

在华侨博物院展出
本报讯“匠人·匠心———日本近现代

传统工艺品展”正在华侨博物院左翼临时

展厅举办，展出收藏家曾华伟多年珍藏的

部分珍品，将持续至 4月 17 日。

据介绍，展览分为日本茶道、日本香

道、日本宗教文化、日本漆器和人间国宝

5 个主题，展示日本和风美学受唐以来中

华文化影响与自身发展脉络。人间国宝部

分则呈现日本尊敬技艺和职业的“匠人匠

心”精神，以及整个社会对传统文化的重

视和尊重。 （龚小莞杨阳）

菲律宾珍邮展厦门开展
均为华侨多年来收集收藏
本报讯 4 月 9日，菲律宾珍邮展厦门

开展，由旅菲华侨收藏的数万枚菲律宾历

史上不同时期的珍贵邮票亮相厦门市博

物馆。

据邮展策划人、旅菲华侨收藏家卓培

林介绍，本次展览的菲律宾邮票上万套，

展出菲律宾自发行邮票以来各个历史时

期的邮票。这些邮票涉及不同种类及题

材，内容丰富，呈现了菲律宾的自然风光

和人文历史。

卓培林告诉记者，上个世纪 80 年代，

他到菲律宾打拼。从小热爱集邮的他发

现，“海外华人华侨对祖国亲人的思念，就

依靠一枚小小的邮票来承载。”后来卓培

林转为专职收藏，30 多年来更是走遍了

菲律宾古玩店、拜访当地华人，收藏各式

各样的邮票。

“因为对祖国的眷恋，海外华侨深具

收藏精神，对流传海外的中国字画、瓷器、

杂项小艺术品等，寄托了特别的情感，大

都当成传家之宝在收藏。”卓培林说，“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华侨都有相当可观的

收藏，他的众多藏品都是从海外华人手中

收藏而来。“华侨的收藏时至今日更值得

关注，各个不同时期、不同地域赋予了华

人文化收藏更深层次的内涵，藏品背后的

种种故事等待人们进一步挖掘。”

卓培林指出，此次藏品在厦门首展，

不仅可以加强华侨与祖国的血脉联系，也

可传递中菲两国的友谊，还是“中菲文化

交流新时代在厦门的再次启航延伸”。

（黄咏绸）

菲律宾中国洪门致公党

宿务支部访福建
本报讯 菲律宾中国洪门致公党宿

务支部访问团 4 月 1 日在福州拜访致

公党福建省委会，就双方下一阶段的

具体合作项目进行初步沟通与交流，

并就持续开展互动合作、增进互访等

问题达成共识。

近年来，致公党福建省委会和菲

律宾中国洪门致公党宿务支部联系

密切，互动频繁。菲律宾中国洪门致

公党宿务支部积极响应“一带一路”

倡议，推动当地华侨华人纷纷回到中

国投资兴业。

“中国和菲律宾有着深厚持久

的交流往来和传统友谊，闽籍华人

华侨是推动两国交流合作的重要桥

梁纽带。”福建省政协副主席、致公

党福建省委会主委薛卫民在座谈会

上说，菲律宾中国洪门致公党宿务

支部一直以来积极参与致公党福建

省委会组织的“致公学校”社会服务

项目，为中菲两国民间友好往来作

出重要贡献。

薛卫民表示，欢迎菲律宾侨领来闽

投资兴业，致公党福建省委会将积极帮

助牵线搭桥，力所能及地提供帮助和服

务。

菲律宾中国洪门致公党宿务支部

理事长张鸿义表示，菲律宾中国洪门

致公党宿务支部一直以来致力于发扬

“忠心义气”的洪门精神，为促进菲中两

国民间友好交往和经贸文化交流而努

力；今后还将继续致力于加强菲律宾

与中国各地的经贸文化交流，共谋发

展，共创双赢。

菲律宾中国洪门致公党宿务支部

访问团一行共 21 人，3 月 29 日抵福

州，已到泉州、晋江等地考察，还将赴三

明市建宁县参观、考察此前由他们捐资

建设的“致公学校”。他们祖籍皆为福建

泉州，清明节期间也将回祖地祭祖扫

墓。

菲律宾中国洪门致公党宿务支部

执行副理事长李嘉兴告诉记者，他 6岁

便到菲律宾生活，大约在十年前回到中

国，看到中国发展变化非常大，此后每

年都会回来，或去广州、义乌进货，或返

乡探亲、祭祖。 （林田田）

海内外各界清明厦门共缅陈嘉庚

厦门市荣誉市民潘维廉
获厦大最高荣誉

70 多名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
行走嘉庚故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