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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侨批”早年曾是

海外华侨寄回家乡的信，是

一种银信合一的特殊寄汇方

式，被称为华侨和侨眷的生

命线。4月 18日晚，入选国家

艺术基金 2019 年度舞台艺

术创作资助项目的歌仔戏

《侨批》在厦门首演，生动再

现当年闽南华侨华人的这一

乡愁记忆和文化符号。

由厦门歌仔戏研习中

心创作演出的歌仔戏《侨

批》，经过 3 个多月精心排

练，从当天晚上起至 21 日，

将在厦门小白鹭金荣剧场

连续公演 4场。

《侨批》讲述主人公黄

日兴为了爱被骗踏上南洋

之路，华工阿祥为帮助他回

来与心爱女人如意结婚，用

自己的生命掩护他逃出金

矿，从此黄日兴与华工命

运、侨批紧紧地连在一起。

《侨批》编剧、三度荣膺

“中国戏剧奖·曹禺剧本奖”

的一级编剧曾学文在接受中

新网记者采访时说，该剧由

多部文华导演奖获得者韩剑

英担纲导演，中国艺术节表

演奖获得者庄海蓉、梅花奖

获得者苏燕蓉、中国戏剧节

优秀演员获得者陈志明和多

次荣获福建省中青年演员比

赛金奖的曾宝珠等一批优秀

演员联袂献演，将闽南人

“爱、义、恩、情、孝、俭、诺、拼”

融入人物的命运之中，将闽

南男人对家庭的承担以及对

信义的承诺鲜活地立在舞台

上，写就一部闽南人精神力

量的赞歌。

歌仔戏是海峡两岸共

同哺育的戏曲剧种。作为在

两岸及东南亚颇有影响的

剧团，厦门歌仔戏研习中心

与台湾歌仔戏界素有密切

联系和诸多合作。该中心主

任林德和向记者表示，此次

《侨批》演出，再次与台湾戏

曲音乐协会合作，邀请台湾

10 名演奏员同台参与排练

演出，希望藉此新创剧目的

排演，进一步增强两岸文艺

工作者的交流与合作，共同

推动两岸歌仔戏事业的繁

荣与发展。

他说，厦门历史上是东

南亚闽南华侨华人的出海

口和归航处，他们寄回家乡

的银信多由这个港口派送

到闽南各地；如今，厦门依

然是海外闽南华侨华人回

家的主要入海港。歌仔戏

《侨批》将承载其记忆的“侨

批”搬上舞台，有助于人们

了解闽南人与东南亚的紧

密联系，连接海外华侨华人

与家乡的情感记忆，助力

“一带一路”建设，既有历史

价值，也有当代意义。

林德和表示，希望将歌

仔戏《侨批》打造成继歌仔

戏《邵江海》《蝴蝶之恋》之

后又一部受到两岸及东南

亚观众喜爱的代表性剧目。

（杨伏山）

本报讯 （通讯员 梁恺

峰）4 月 17 日，马来西亚沙

巴亚庇华人同乡会馆联合

会总会长黄小娟率团访问

厦门市侨联。厦门市侨联主

席潘少銮、副主席洪春凤热

情接待了访问团，并展开座

谈交流。

座谈会上，潘少銮表

示，侨联始终把服务好海外

侨胞作为重要的工作之一，

一方面不断加强海外社团

的联谊联络，延续华裔新生

代的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

用心用情想海外侨胞之所

想、思海外侨胞之所思；另

一方面，积极发挥侨联组织

的桥梁作用，让海外侨胞更

多的了解中国、了解厦门，

推介厦门的发展规划、政策

和市场信息，分享中国改革

开放的红利，共同推进“一

带一路”建设。

黄小娟感叹，厦门加快

推进高质量发展、建设高素

质高颜值现代化国际化城

市给整个访问团留下深刻

印象，并表示回去后会把美

丽的厦门和投资政策推介

给海外乡亲，一起参与、一

起共享祖（籍）国的发展成

果。

沙巴亚庇华人同乡会

馆联合会成立于 1975 年，

由 15 个同乡会馆组成，会

员总数逾万名，主要是从福

建及广东、海南等地前往沙

巴亚庇落地、生根、定居生

活、创业发展的华侨华人。

一直以来，同乡会馆联合会

秉承“联络同乡情谊、发挥

合作精神”宗旨，在培养青

年民族意识、推广中华文

化、投身教育和公益事业等

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此次访

问团一行 11 人到访厦门，

感受到厦门在“金砖会晤”

后经济、社会的巨大发展，

希望通过互动交流搭建联

络平台，促进中马双方文化

交流与经贸往来，携手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

本报讯（记者 翁舒昕）4 月 22

日，厦门海沧区第四次归侨侨眷代

表大会在区行政中心召开。出席大

会的有来自全区各行各业的 110 名

侨界代表，应邀出席的还有来自挪

威、荷兰、肯尼亚、泰国等 11 个国家

的 68 名海外嘉宾。

会议听取了区侨联第三届委员

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海沧区侨联

第四届委员会，黄秋霞当选新一届主

席，林琳、林国宝、林燕红、胡纵衡、庄

毅、林建伟、张云当选为副主席，林燕

红兼任秘书长。大会还通过了聘任区

侨联第四届委员会荣誉职务名单。

新当选的侨联主席黄秋霞重点

谈了新一届侨联在未来五年的工作

设想，希望在历届侨联卓有成效的

工作基础上，不忘初心继续前行，继

续做好侨联本职工作，为打造国际

一流海湾城区贡献侨的力量。

厦门市侨联主席潘少銮高度肯

定了海沧区侨联工作，并对区侨联

在侨青会、新侨人才及侨史研究等

方面的创新和积极作为表示赞赏。

此外，会议聘请了菲律宾著名侨

领庄炳生、丰泰(厦门)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吴亮泰、艾德生物董事长郑立

谋等 9位知名乡贤为第四届委员会

的名誉主席。另有15位活跃于侨团工

作的海外友好人士为第四届侨联委员

会顾问，以及 18名祖籍海沧或者投

资海沧的热心人士被聘任为海外委员。

台胞集中在厦换领大陆驾驶证
迄今已惠及近 7000 台胞
本报讯 据厦门晚报报道 4 月 20 日，厦

门市交警支队车管所联合厦门市台商协会组

织开展“为台胞集中更换大陆驾驶证的活

动”，现场共有 148 名台胞参加考试，考试合

格后即可当场发证。据了解，该活动已不间断

进行 24 年了，在现场，市台商协会还向市车

管所赠送了“风雨无阻二十余载嘉惠台胞 两

岸之光”的感谢牌匾。

上午 8 点 30 分，记者来到市车管所，不

少台胞已在排队等待照相和体检。台胞傅先

生在厦门工作了两年，他说，之前在台商协

会听说在厦门换领大陆驾驶证很方便，只要

拿着相关证件到车管所来，通过理论考试就

可以当场拿证。今天来试了一下，真的很方

便。

傅先生说，他在厦门做橡胶相关的工作，

厦门和台湾的生活习俗很接近，来这边感觉

像在家乡一样，饮食习惯和口音也差异不大。

据了解，在厦门初次换领大陆驾驶证的

台胞，只要持居住证和有效期内的台湾驾驶

证（如果无居住证的，持台胞证、境外人员住

宿登记表）、县级以上医院体检证明和小一寸

白底证件彩照（车管所和各区网点附近均有

体检点和照相点），在每周一到周五上班时

间，到市车管所、车管所枋湖服务站和岛外四

区交警大队就近办理，无需预约和排队，通过

照相、体检、证件审核、交规考试，考试合格即

可立即领证。

已持有大陆机动车驾驶证的台胞办理到

期换证、补证、外地转入厦门或提交体检证明

等日常驾管业务，可在周一到周日的上班时

间持居住证和大陆驾驶证到市车管所、市车

管所枋湖服务站和岛外四区交警大队就近办

理。 （吕嘉捷）

台湾萧氏宗亲回湖里谒祖
本报讯 4 月 17 日，台湾萧氏宗亲总会长

萧崇湖，前任总会长萧文龙、萧义明等，带领

台湾萧氏宗亲近 80 人，在乌石浦萧氏家庙理

事长萧增加及理事会成员的引领下，来到乌

石浦萧氏家庙谒祖祭拜，市台港澳办副主任

谢永福、湖里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陈岚、区

民宗局局长叶毓青、区台港澳办主任卢景锋

出席。

台湾萧氏宗亲的到来，受到了当地宗亲

和村民的热烈欢迎。乌石浦萧氏宗亲还自发

组织了社区锣鼓秧歌队前来迎接，现场锣鼓

喧天，气氛热烈。

谒祖典礼按照传统的祭拜习俗举行，萧

氏宗亲们进香、鞠躬，行礼祭拜列祖列宗。台

湾萧氏宗亲用最古朴虔诚的情感，表达身为

中华儿女对祖先的追思。

祭祖仪式结束后，台湾萧氏宗亲总会长

萧崇湖把“乌石浦社”和“乌石浦萧氏家庙”两

幅墨宝，代赠与厦门市乌石浦萧氏家庙，该墨

宝由台湾地区前副领导人萧万长先生亲笔题

写。

据了解，萧氏历史源远流长，乌石浦萧氏

家庙建于明武宗正德年间，是一座典型闽南

古建筑风格的庙宇，现为省级涉台文物古迹

保护单位，乌石浦萧氏多年来密切的与台湾

萧氏保持联络，台湾萧氏宗亲会也一直致力

于两岸宗亲加强交流，促进两岸和谐发展。

乌石浦萧氏家庙会长萧增加认为海峡两

岸的萧氏宗亲，同祀一个祖先，同把一条血

脉，成立宗亲会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慎终追远、

薪火相传，萧氏宗亲会不但能够联络宗亲的

感情，也可以为社会做很多的事。

台湾萧氏宗亲总会长萧崇湖表示，希

望通过这样的宗亲交流互动，共叙乡情友

情，推动厦门与台湾两地之间经济文化的

交流与合作，进一步增进友谊与了解，携

手共搭两岸民众通向和谐幸福、康乐发展

的桥梁。

柬埔寨胡氏宗亲

回海沧寻根祭祖
本报讯 参天之树，必有其根；环

山之水，必有其源；无论走多远，根还

在故乡。4月 17 日上午，柬埔寨的胡

氏宗亲回到海沧鼎美村寻根祭祖。

柬埔寨胡氏宗亲一行 20 多人，

与村民们齐聚鼎美村敦睦堂，寻根祭

祖，追思先辈。物有根本之心，人有思

祖之情，不忘根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

统，也是胡氏家族世代传承的优良家

风。

游子千里梦，悠悠故乡情，寻

根祭祖，承载着几代海外宗亲那厚

重的缕缕乡愁。回家了，也不忘带上

自己的儿孙晚辈一道寻根祭祖。

（黄敏江）

本报讯 4 月 21 日，厦

门市马来西亚归侨联谊会

第三届理事会选举会员大

会在华侨大酒店举办，会议

选举产生第三届理事会，陈

惠琼当选会长。厦门市侨联

主席潘少銮、副主席洪春凤

出席大会并致辞。马来西亚

归侨联谊会侨友和各兄弟

联谊会负责人来宾等近 150

人参加会议。

成立于 2004 年的厦门

市马来西亚归侨联谊会现

有会员 210 多人，其中归侨

160 余人，他们大多数是上

世纪 40 年代至 50 年代回

国，将青春年华奉献祖国建

设的归侨，如今他们在联谊

会相逢携手 10 余年，凝聚

涌现出一批自带“电源”的

骨干力量，在联谊会发出光

和热，用真心和热情开展互

助服务侨友，让联谊会成为

侨友喜欢来相聚，相聚有温

暖的家。

潘少銮指出联谊会今

天的成绩离不开理事会成

员十几年如一日兢兢业业

的奉献精神，如今新一届理

事会更是与时俱进，从“新

老结合,务实纳新”的换届筹

备方案着手开展工作，积极

启用青年一代，为联谊会注

入新鲜血液，继续发扬热心

为侨服务、热情讲奉献的好

作风，组建既务实又有年轻

活力的新理事会，相信在新

一届理事会的带领下，在大

家共同努力下，联谊会一定

会蒸蒸日上。

洪春凤在致辞中提出

三点希望：一是做好老侨的

服务工作，用心用情为老侨

排忧解难；二是做好新侨的

传承工作，把更多的侨二

代、新生代纳入进来，让侨

界大家庭充满活力、生机和

乐观向上的氛围；三是搭好

沟通的互动平台，积极与马

来西亚的当地社团跨海互

动，当好中马双方交流的桥

梁和使者，与在厦兄弟归侨

联谊会横向交流，形成丰富

的活动网络，搭建纵横交织

的互动平台，唱响中国好声

音，助力“一带一路”建设。

沙巴亚庇华人同乡会馆联合会乡亲点赞厦门

海沧区召开第四次归侨侨眷代表大会
黄秋霞当选新一届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