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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晨阳）4月 26

日-28日，在澳门举办了澳门回归

祖国 20周年、第十届世界缅华同

侨联谊大会暨澳门第 24届缅华泼

水节嘉年华活动（以下简称大会）。

本次大会吸引了 600余位缅华胞

波齐聚餐叙，各自倾诉着校友、师

生、胞波情谊。厦门缅联会组织一

行 30人出席，是厦门缅甸归侨侨

眷参加大会人数历届之最，也是中

国大陆缅甸归侨联谊会参加人数

最多的社团。

大会以“联谊交流创新发展”

为主题，活动内容丰富，“一带一路

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机遇论坛”、

景德镇文化旅游（澳门）推介会、大

型泼水嘉年华及花车巡游等，令与

会者感受浓浓的缅甸节日气氛。中

国侨联副主席李卓彬、澳门特别行

政区有关部门官员、缅甸驻港澳总

领事MeaDoSaTam等官员出席了

27日早上大会开幕式。

期间，大会组织与会者夜游

观赏澳门美景，参观澳门大三巴

牌坊和威尼斯人酒店。澳门繁荣

的境况，令缅华胞波感到兴奋和

鼓舞。在 28日的祝福晚宴上，当

美国纽约缅甸华侨协会会长苏焕

光从澳门缅华互助会会长叶孝光

手中接过承办下一届大会的吉祥

物时，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与会者异口同声地说：2021 年美

国再会！

旅菲福州同乡会新届职员就职 黄利云任理事长
4月 29日，旅菲福州同乡会

(下简称“同乡会”)庆祝成立 80周

年庆典暨第 78-79届职员就职典

礼在马尼拉举行，黄利云任新届

理事长。

同乡会上届理事长张冬钦

担任大会主席。他表示，自

1939年成立以来，该会的前辈

与同仁们始终秉持着爱侨护

侨的精神，坚持不懈地为乡亲

服务。同乡会取得的所有成绩，

与广大旅菲福州乡亲的共同参

与和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希望

新一届同乡会理事会继续坚持

爱侨护侨理念，使同乡会会务工

作更上一层楼。

黄利云说，作为旅菲福州乡

亲的坚强后盾，同乡会多年来始

终以“不忘初心、守望相助”为宗

旨，团结广大乡亲，为住在国和家

乡经济建设出谋划策、献计出力。

同乡会已走过了 80年的不凡历

程，今后将面临更多新的挑战，希

望各位会员牢记使命、坚定信念、

锐意进取，继续发扬爱国爱乡、乐

善好施的优良传统，为广大旅菲

福州乡亲服务。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总领

事兼参赞罗刚、菲华各界联合会

主席蔡志河、中国侨联经济科技

部副部长夏付东、福建省海外交

流协会副会长郑惠文、福州市委

统战部常务副部长阮文光等出

席庆典并先后致辞；当天的大会

由旅菲福州乡亲林育庆担任监

誓员并训诲，施文界担任大会主

讲人并演诲；同乡会副理事长林

毅致谢词。

(李琪琪 洪五一)

泰国福州总会新会所在曼谷揭幕

“澳大利亚-中国青年之夜”4

月 30日晚在悉尼举行，中澳两国

青年手拉手，以文艺表演、对话、

辩论等形式，庆祝即将到来的五

四青年节。

主办方代表、澳大利亚中国

和平统一促进会秘书长兼青委会

主任李卫国表示，举办这次活动

的初衷可以概括为三句话。第一

句话：感悟于一段年华。青春年华

值得用一辈子去感悟和纪念。第

二句话：感恩于一个时代。全球化

时代让中澳青年紧紧连在一起。

作为当代青年，要把自身发展和

当下时代特征紧密结合起来。第

三句话：感受于一份责任。中澳两

国青年有责任、有担当在相互尊

重和学习各自的文化和历史的基

础上，在青年一代中传播文化、传

承文明、传递友谊，助力中澳的和

平与发展。

新南威尔士州技能及高等

教育 部长 李杰夫 ( Geoff Lee

MP)赞赏这次活动不仅展示了

澳中两国青年的出众才艺，也

搭建了一个两国青年之间的对

话与交流的平台。他表示，澳大

利亚与中国的关系源远流长。澳

中友好对两国都很重要。他鼓励

更多中国青年赴澳大利亚留学，

在学习深造的同时加深两国青

年的了解、沟通，传承两国的友

好关系。

当晚，两国青年代表就如

何在互学互鉴彼此历史与文

化中传递友谊；如何将自身成

长和时代发展结合起来；如何更

好地共建一个和谐繁荣的澳大

利亚，助力中澳友好关系在青年

一代中传承等热点话题进行了

对话。

（据中新网报道）

马来西亚福建乡亲赞“一带一路”倡议
日前，马来西亚福建社

团联合会(福联会 )总会长林

福山表示，第二届“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取得

丰硕成果，马来西亚福联会

愿积极投身“21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建设，尤其愿扮演福

建省和马来西亚经贸交流的

桥梁。

福联会 4月 27日晚与

访马的福建省副省长郭宁宁

举行交流活动，吸引马来西

亚福建乡亲积极出席，探讨

合作机遇。

林福山说：“一带一路”

倡议是能让东南亚各国共同

繁荣的倡议，正进入“蓬勃发

展”的时期，越来越多国家从

中受惠。今次马来西亚总理马

哈蒂尔赴中国访问并参加“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马中之间也签署多项合作协

议，相信这会令马中关系更上

一层楼，马中两国人民都能从

中受益。

郭宁宁表示，马来西亚是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

节点，是福建在“21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重要合作对象，在

“一带一路”倡议下，福建和马

来西亚可进一步加强经贸交

流，合作空间广阔。

马来西亚共计有 300多

万福建籍乡亲，约占马来西

亚华人半数。马来西亚和福

建经贸交流也素来密切，去

年两地贸易额逾 300亿元人

民币。 （据中新网报道）

日前，泰国福州总会新会所

揭幕暨联欢大会在泰国曼谷举

行，世界福州十邑同乡总会执

行会长、拿督斯里刘为强太

平局绅出席大会并致辞。

刘为强肯定泰国福州同

乡乡亲为乡情而团结在一

起，展现了福州人的勤奋和

坚毅的精神，泰国福州乡亲

与泰国人民和谐共处，为泰

国经济与各领域发展作出

了贡献。

他表示，数万福州乡亲散

居在泰国各个角落，他们敢拼

敢闯，勤劳刻苦，不但打造了

一个个属于自己的美好家园，

还同心同力为泰国福州乡亲

筹建了富丽堂皇的新会所，让

乡亲们有了一个共同的“家”，

这种爱家爱乡亲之情可歌可

颂。他希望随着新会所落成，

泰国福州总会的会务能蒸蒸

日上，名扬四海。

刘为强还代表马来西亚

福州联合总会盛情邀请各位

泰国同乡于6月 9日至11日，

出席在马来西亚砂拉越古晋

所举办的第 15届世福会员代

表大会，展现“世福一家亲”的

精神。 (邓子富)

当地时间 5月 2日下午,美国

连江同乡会在纽约举办移民法解

答讲座，张亨利律师担任主讲人。

现场，张亨利以帮助连江籍乡亲

罗保华申请移民为例，对当前在

美侨胞关注的移民等热点问题进

行了讲解，并对乡亲们提出的移

民手续办理等相关问题进行了一

一解答。

活动期间，美国连江同乡会

还向在佛州大巴车祸中遇难的福

州连江籍乡亲徐朔峰家属交付了

该会募捐到的善款，共计 5000元

人民币和 39542美元。

出席本次活动的有美国连

江同乡会主席孙传进，总顾问

曾贤秋，秘书长张云，常务副

主席翁革生、黄时钦、曾贤顺、

胡扬德、李美英、林京榕、陈庆

国，副主席吴本实、叶济民、郑

雄生等。

据美国《侨报》报道，由美国

南加州各大学教授组成的专家组

推荐的优秀中国留学生奖学金获

得者之一，纽约电影学院洛杉矶

分校的段 成为今年戛纳电影

节认证制片人。

5月初，南加州各个面向中

国留学生设立的奖学金纷纷公布

了获奖者名单。在经过对学术成

绩、品德、社区服务等方面的严格

评审和面试后，纽约电影学院洛

杉矶分校电影制作专业硕士生段

成功成为国泰银行奖学金 6

名获奖人之一。

作为电影制作专业的学生，

段 从本科期间就开始实践

工作，努力提高自己的国际视

野。她的规划中，作品除了参与

国际各大知名电影节外，也参加

了中国各个电影节。短片到各地

巡演时，她非常重视中国观众和

媒体对作品的反响，因为她和伙

伴们都希望制作的是接地气的

作品，而不是仅有叫好的艺术

片。

由于累积了丰富的实践经

验，段 年纪轻轻就成为了今

年戛纳电影节认证制片人。她准

备 13日出发前往法国，参与戛

纳电影节一系列的相关活动。尽

管拥有不少国际实践经历，可是

段 坦诚国际学生实际上只

能在美国主流娱乐行业圈外走，

进入好莱坞更少之又少，因此她

想在未来一年选择性实习训练

期间完善这一缺陷，同时实现她

的目标———制作出中国观众看

的作品。

(翁羽)

中国女留学生成戛纳电影节认证制片人

柬埔寨福建总商会第三

届理(监)事会就职庆典于当地

时间4月25日晚在金边举行。

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领

事部主任田玲代表使馆在致

辞中表示，2019年已启动“中

柬文化旅游年”、“中柬执法

合作年”，中柬双方将通过务

实合作，传承和发扬中柬传

统友谊。田玲赞誉柬埔寨福

建总商会自成立以来，团结

和服务旅柬福建籍乡亲，参

与当地公益慈善事业，支持

柬埔寨华文教育发展。

福建省侨联副主席林正

佳赞誉总商会坚持“团结、交

流、协作、服务、发展”理念，

弘扬“爱国爱乡、海纳百川、

乐善好施、敢拼会赢”福建精

神，致力中柬友好交往，助推

“一带一路”建设。

林正佳希望商会在发展

自身的同时，不忘桑梓，反哺

家乡，回馈社会，参与福建省

侨联的倡议，助力“百侨帮百

村—联村助户”精准扶贫，支

持祖(籍)国的建设和发展。

四年前 11位热心旅柬

闽商发起柬埔寨福建总商

会，秉承“团结、交流、协作、

服务、发展”的创会理念，寻

找旅柬闽商与柬埔寨发展与

会员企业的契合点，以实现

互惠共赢为目标，团结多方

力量，并肩前行。

（据中新网报道）

柬埔寨福建总商会举行
第三届理事会就职庆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