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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两岸一家亲，闽台

慈济缘！”5 月 7 日上午，台湾王

氏宗亲会荣誉理事长王金平一

行，来到漳州台商投资区白礁村

寻根谒祖。这是时隔 27 年，王金

平为了追寻祖先历史，再度踏上

大陆故土。

5 月 6日，王金平一行来到

厦门、漳州展开“寻根之旅”，继当

天首站到厦门延平郡王祠祭拜民

族英雄郑成功后，于次日同台湾

王氏宗亲会 90 余名乡亲，一起回

到角美镇白礁村祭祖。

7日上午，记者在白礁村看

到，拱门、彩旗一路从村口延伸到

慈济宫庙、王氏家庙。王氏宗亲、

白礁村民锣鼓喧天，夹道欢迎来

自台湾的乡亲。

福建王审知研究闽南联谊

会、白礁王氏家庙理事会常务副

会长王永贯告诉记者，两岸同根

同源，对于台湾王氏返乡祭祖，他

和众族亲都十分欢迎。

王金平一行，首先来到白礁

慈济宫，祭拜保生大帝。在白礁慈

济宫，有一眼水井。这是当年慈济

宫扩建时，保生大帝涌泉以饮病

者的遗迹。王金平首先汲水洗手，

据说可以消灾，也代表对神明的

尊敬，更引申为饮水思源之意。

随后，王金平一行来到白礁王

氏家庙，祭拜祖先。一路上，热情的

白礁王氏宗亲分站道路两旁，举着

“两岸一家亲，漳台亲上亲”、“恭祝

金平兄长故里寻根圆满成功”等红

色横幅，场面十分热闹。

“从台湾来拜祖先的乡亲很

多，白礁王氏后人遍布台湾南北。”

王永贯告诉记者，白礁村每年都要

接待大量的台湾王氏宗亲前来寻

根祭祖，分别有来自桃园、台中、彰

化、台南、高雄等多个县市。王永贯

说，他与王金平同辈，是白礁王氏

第二十代孙。“王金平是迁台第 11

世孙，这次带来了妹妹、小儿子等

三代人、近 30名家人，还有 60多

名台湾各地王氏宗亲。”

王金平表示，祭祖是中华文

化延续孝道传统当中的精髓，在

慎终追远的仪式里，省思生命之

根本、稼墙之艰难，传天下孝德兴

中华。王金平说：“文化是人心的

根，社会的本，两岸之间的文化血

缘关系无法切割，中华儿女‘都是

同根生’。两岸一切能够把文化当

作桥梁，以血缘当作根本来互动，

我想彼此就能互相尊重、互相和

谐、互相交流合作，也都会为对方

着想，这样两岸才能谋求真正的

稳定和平。” （潘薇陈怀安）

本报讯（通讯员马小平）

厦门市侨联主席潘少銮近日

受邀率团参加在澳门举办的

“第十届世界缅华同侨联谊

大会暨第二十四届澳门缅华

泼水节”。来自世界各地的缅

甸华侨华人社团代表和中国

侨联、各省市侨联共 500多

人参加了活动。

在开幕典礼上，中国侨

联副主席李卓彬强调，今年

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也是

澳门回归祖国 20周年，这次

世界缅华同侨联谊大会在澳

门举办，具有特殊的意义。

活动期间，潘少銮率团

拜访了澳门福建同乡会、澳

门厦门联谊总会、集美侨校

澳门校友会、澳门福州三山

(十邑)同乡会和华侨大学澳

门校友会等在澳闽籍华侨

华人社团。

在与澳门华侨华人社

团代表座谈时，潘少銮说，

澳门的闽籍社团和乡亲有

着爱国爱澳爱乡的优良传

统，澳门的闽籍乡亲敢拼会

赢的可贵精神，永远激励着

我们侨联工作者更好地做

好为侨服务的工作。

潘少銮希望在今后的

工作中，厦门市侨联和在澳

闽籍华侨华人社团能继续

携手做好为侨服务平台，为

“一带一路”建设共同做好

服务工作。

华侨父子接力
重建侨捐校舍
本报讯 等到 9 月份开学，泉州南安官桥

梅岭中学师生将可以使用全新的德味堂大礼

堂和念慈楼教师宿舍楼了。这两幢建筑由爱国

华侨张克荣捐资 1100多万元建设。

熟悉梅岭中学的人会说，学校原本就有德

味堂和念慈楼啊。没错，这两幢楼原本就是学

校的旧礼堂和宿舍楼，由张克荣的父亲张水荃

于上世纪捐建。然而随着时代变迁，当年的石

头房变成了危房，闲置了 10余年。

去年，为了改善梅岭中学的办学条件，张

克荣接过父亲的爱心接力棒，将两栋旧楼拆除

重建。为了纪念父亲张水荃诞辰 100周年，继

承弘扬情系桑梓、乐育英才的爱国爱乡精神，

张克荣提出保留原来父亲命名的德味堂和念

慈楼。

目前，念慈楼教师宿舍楼建筑已经封顶，

共 6层楼高；另德味堂正在建设中，建成后将

作为大礼堂使用，可容纳 1000 多名学生室内

活动。 （黄耿煌 黄筱凌黄榕洲）

福建侨界人士走进福清
探寻东亚文化交流渊源

本报讯 致公党福清市委副主委何华龙、

外联部部长郑松波，阿根廷阿中体育文化交流

协会会长、中国·福建文化海外驿站 (阿根廷

站)执行站长念彬等一行，近日走进福清新厝

东骏阁自货区珍品展馆(中日古今民俗文化艺

术馆)，探寻东亚文化交流渊源。

东骏阁自货区珍品展馆收藏众多中日韩

古今民俗文化艺术品，尤其是日本回流艺术

品。其中，馆内陈列的多套大型螺钿屏风、寿山

石屏风，尤为引人注目。

馆长陈玉明说，自古以来日本人民把中国

制品称为“唐物”，被视为“宝物”来珍藏、爱惜

和仰慕。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物品，从铜器、玉

器、陶瓷器、书画、文房四宝到服饰、螺钿制品

等，被完整保留在日本各地的寺院、望族世家、

收藏家的藏品柜里，跨越时空代代相传。

陈玉明早年在日本从事渔具生产工作，后

到长崎看到当地保存着众多的中华文化遗存，

甚至有来自家乡福清的黄檗文化，就心里萌生

了收集来自中国和日本当地的民俗品、老物件

的念头。

“这些来自中日韩三国的老物件通过并列

展示，其中的制作工艺、图案题材揭示了中国

文化对东亚地区的影响，也见证了东亚各国间

文化交融、文明互鉴。”陈玉明说。

到访的侨界人士表示，日韩等国是中国早

期海上丝路东线到达点，中国文化不仅对东亚

各国产生深刻影响，还传播到世界上各个地

区。

“在新时期，我们致公党人士愿发挥侨海

优势，助推中国文化走得更远，讲好福建海丝

故事。”旅阿侨胞、同时也是致公党福清市委外

联部副部长念彬表示。 （郑松波）

本报讯 4 月 21 日至 26日，由

湖里区委统战部、区委组织部、区

委党校、区工商联联合组织各民主

党派基层委代表、无党派代表人

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非公经济

人士、党外干部等党外代表人士，

以及统战机关干部等近 40名学员

赴井冈山进行学习培训。

开班仪式上，井冈山市委党校

副校长李国强简要介绍了井冈山

根据地简史、井冈山时期对中国革

命的贡献、井冈山精神及其时代价

值，并向培训班授班旗。

井冈山市委党校党史办廖明华

教授为学员们讲述了毛泽东、朱德、

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先烈们在井冈山

开展斗争，开辟革命根据地的那段

鲜为人知的悲壮岁月，让学员们更

加深入了解“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

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

群众求胜利”的井冈山精神。

原井冈山市委统战部副部长、

工商联党委书记贺庆明教授还为

学员们讲述了井冈山斗争时期的

统一战线工作。在井冈山斗争时期

的艰苦岁月里，毛泽东、朱德等老

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启了中国

共产党人统一战线成功实践的新

纪元，并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几天的学习，学员们先后在井

冈山革命烈士纪念碑、黄洋界哨

口、小井红军烈士墓等系列现场教

学中，参观了当年红军战斗过的遗

址、旧居；亲耳聆听了井冈山烈士

们的感人事迹；亲身体验了红军战

士们艰苦卓绝的历程。切身感受一

次传统革命精神的洗礼，思想上受

到一次深刻的革命传统教育。

学员们纷纷表示生活在新时

代的我们难以想象那段岁月是何

等的艰难困苦，通过此次现场教学

更加深切地体会到当年井冈山革

命战士们钢铁般的意志和毫不动

摇的信念。

本报讯 5 月 7 日，厦门市公安

局出入境管理支队（以下简称“厦

门出入境”）通报称，出入境证件

“全国通办”新政策实施首个月，该

支队迎来业务受理高峰，受理外省

居民申请 1.4万人次。民警提醒大

家，可通过预约服务办理出入境业

务，避免扎堆办理。

据厦门出入境统计，4月 1日至

30日，受理中国公民出国境证件近

13万人次。其中，执行“全国通办”新

政策受理外省居民出入境证件申请

约 1.4万人次，占总数的 10.76%，日

均受理外省居民约 467人次。

据统计，厦门出入境受理 1.4

万人次的外省居民出入境证件申

请中，75%属于赴港澳台旅游的相

关证件。

记者了解到，从 4月 1日执行

“全国通办”新政策开始，厦门出入

境迎来出入境证件申请高峰，负责

业务受理的窗口民警、职工全员上

岗，延时服务，全力为群众提供证

件申请服务。

此外，厦门出入境还结合“全

国通办”新政策，对出入境证件办

理须知、业务指南修订更新，为各

派出所和行政服务中心等提供业

务指导和技术保障，引导群众广泛

使用“出入境自助办证一体机”申

请相关业务，减少人工窗口压力。

（程午鹏黄华军）

老台胞申领津贴启动
本报讯记者从厦门市台联获悉，5月 6

日至10日，新增 1958 年出生的厦门市户籍

老台胞、新增老台胞遗偶、新增台胞低保户等

符合台胞津贴申领发放条件的人员，可前往

团结大厦 802会议室楼办理手续，申领津贴。

此外，为简化办事手续，方便老台胞“少

跑路”，今年，厦门市台联在相关部门大数据

系统支持下，对 2018 年已审核通过的非新

增老龄台胞、老台胞遗偶及台胞低保户进行

信息确认登记。此外，厦门 2018年已审核通

过并发放津贴的老龄台胞、老台胞遗偶及台

胞低保户，除银行卡、家庭住址、联系方式等

信息变更需到现场审核外，今年无须至台联

进行现场审核。

前来办理手续的新增老台胞需携带本

人户口簿、身份证及工商银行卡或存折(厦

门开户)原件；台胞低保户需携带本人户口

簿、身份证、工商银行卡或存折(厦门开户)

和年审过的低保证原件。

提交申请后，厦门市台联将根据大数据

信息进行资格年审，并于 8月前进行统一发

放。 （潘薇）

本式往来港澳通行证

9月 13日全部失效
本报讯 据新华社北京电，国家移民管

理局 5月 5 日发布提示，现用的本式往来港

澳通行证将于 2019年 9月 13 日全部失效。

按照往来港澳签注最短有效期 3个月计算，

近期持用本式往来港澳通行证将不便于申

请新的签注。

国家移民管理局提示，有出行需求的持

证人提前申请卡式电子往来港澳通行证，已

办妥签注的本式往来港澳通行证在有效期

内仍可继续使用。

据介绍，卡式电子往来港澳通行证于2014

年9月启用。今年 4 月1日起，国家移民管理

局推出“全国通办”政策后，内地居民申请卡

式电子往来港澳通行证及团队旅游签注更加

便捷。内地居民可以在全国任一出入境管理

窗口申请办理，也可以通过移民局官方App、服

务网站在线申请。持卡式证件在自助签注机

办理赴港澳团队旅游签注可实现立等可取。

八闽侨声

湖里区党外代表人士和统战干部
培训班开班

出入境证件“全国通办”首月
厦门 1.4 万人次享政策红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