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

难同胞纪念馆 5月 9日举行

新征集文物新闻发布会。会

上，美籍华人鲁照宁再次向

纪念馆捐赠和转让了 107件

文物史料。其中一套 16卷原

版电影胶片中收录了多帧

1937年日军轰炸上海和南京

的画面，还有数份当年美国

新闻媒体对日军侵华行为的

报道资料。

据了解，此次鲁照宁带

来的藏品均是他近两年在美

国搜集到的历史文物资料，

其中一套 8mm、16mm原版电

影胶片 16卷，为 1937-1945

年发生在世界范围内国际大

事的影像记录。尤其是在记

录 1937年的胶片中，留下了

日军轰炸上海和南京的画

面。

“虽然只有几分钟涉及

到日军侵华的镜头，但所幸

找到了 16mm的原版胶片，画

面在当时来说已是非常清

晰，展现了国际人士的现场

记录。”鲁照宁介绍。

另外一份重要的文物，

则是出刊于 1937年 12月 9

日的《芝加哥论坛报》，也以

其报道成为日军侵华行为的

直接物证。

美籍华人鲁照宁是土生

土长的南京人，自 2004年开

始，十多年来一直帮助纪念

馆搜寻有关南京大屠杀及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等相关主题

的文物史料，迄今已达 1700

多件(套)。

（据中新网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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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 5月 11日，美

国福建八闽联合总会(以下简

称“八闽联合总会”)在纽约曼

哈顿华埠举行换届候选人推

选仪式，林强当选第七届候

任主席。

八闽联合总会主席刘爱

华祝贺林强当选。他表示，

希望今后八闽联合总会成

员继续发扬“敢拼会赢”的

福建精神，团结协作、努力

奋斗，为住在国和家乡的经

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应

有贡献。

林强对乡亲们的支持和

信任表示感谢。他表示，八闽

联合总会目前有超过 2000

位会员，主要在美从事餐饮、

地产、运输等行业，当选为候

任主席，自己深感责任重大，

他将不负使命，与各位同仁

共同努力，为八闽联合总会

的美好明天再谱新篇章。

（据东南网报道）

据福清市侨联消息，第

八届世界福清同乡联谊会(下

简称“世联会”)换届就职典礼

日前在印尼雅加达举行，22

个国家 10 多个区域的主席

团代表出席，姚忠从任主席

团主席。

第八届世联会筹委会主

席郭羡仁、第七届世联会主

席林文光先后在会上致辞，

倡导广大福清乡亲集众人之

力，成众人之志，把福清精神

发扬光大，在全球积极弘扬

中华文化，共同为促进祖国

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

献。

姚忠从对远道而来的世

联会成员及各地乡亲表示热

烈欢迎。他表示，世界福清乡

亲凝聚在世联会这个大家庭

中，走过了 30年的岁月，相

信在乡亲们的共同努力下，

世联会的号召力、亲和力与

凝聚力将进一步增强，成为

一个更加温馨和谐的福清人

大家庭。

据了解，世联会于 1988

年 10月在新加坡福清会馆

成立，是旅居海内外各地区

福清人的联谊社团组织，长

期以来在林绍良、林文镜等

德高望重的乡贤带领下，以

“发扬传统文化，保留华族文

化遗产，推动乡亲联谊、福利

与经济工作”为宗旨，积极凝

聚海内外福清乡亲，在弘扬

中华优秀文化、助推祖国经

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

（陈佳丽）

2019年“中国旅游文化

周”活动 5月 7日晚在伦敦

启动，活动期间将通过多种

形式的旅游推介和人文交

流活动等，着力描绘中国各

地风貌、展现中国文化魅

力。

据活动主办方之一中国

驻伦敦旅游办事处介绍，活

动期间，杨丽萍编导的《春之

祭》舞剧将在伦敦萨德勒之

井剧院连演 3天；北京舞蹈

学院的艺术家们将赴英格兰

西北部的“黑池舞蹈节”献

艺；“技艺中国”主题展将亮

相伦敦手工艺周。

中英两国旅游和文化机

构还将联合举办文化和旅游

专题座谈会、泰特美术馆与

上海浦东美术馆合作签约仪

式等。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文化

公参于 说，中英两国文化

交流近年来硕果累累，大英

博物馆、大英图书馆及英国

爱乐乐团在中国的展览和演

出都吸引了大量观众。英国

人对中国文化的喜爱也与日

俱增，比如在利物浦举办的

兵马俑展览是英国去年最受

欢迎展览之一，伦敦特拉法

加广场的中国新年庆祝活动

已成为英国文化日历上的一

大亮点。

2019 年“中国旅游文化

周”是按照中国文化和旅游

部部署，于 5月至 6月期间

由全球多个驻外文化和旅

游机构举办的系列文化和

旅游推介活动，旨在宣传中

国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倡导

“美丽中国、世界共享”理

念。

（据新华社报道）

法国小城矗立《百年丰碑》
纪念中国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据新华社报道 当地

时间 5月 4日下午，一座

以纪念中国留法勤工俭学

运动 100 周年为主题的

《百年丰碑》大型雕塑被安

放在距离法国首都巴黎

100多公里的小城蒙塔日

（又译蒙达尔纪）。

从 1919年开始，一批

批年轻的中国学子漂洋过

海来到了法国，在巴黎、蒙

塔日、里昂等多座城市学

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思

想，探寻民族救亡图存之

路。如今，在蒙塔日市，为

纪念曾在这里勤工俭学的

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该市

将火车站前的广场命名为

“邓小平广场”。当地一栋

有 300多年历史的老宅，

曾是昔日中国留法勤工俭

学青年的寓所，现在已成

为中国旅法勤工俭学蒙塔

日纪念馆。

美籍华人丘鸿彬荣获
第十届中美企业峰会

“杰出贡献奖”

2019第十届中美

企业峰会于近日在洛

杉矶千禧酒店举行，美

国国会议员赵美心、美

国圣盖博市长、艾尔蒙

迪市长、中美企业峰会

主席沈群、北京女企业

家协会会长安钟岩、中

美企业峰会共同创始

人孙先红等数百位中

美政界、商界精英出席

盛会。

美籍华人、国鼎集

团董事长、中美企业峰

会厦门分会主席丘鸿

彬先生荣获 2019第十

届中美企业峰会“杰出

贡献奖”，中美企业峰

会厦门分会形象大使

刘玮女士荣获“中美文

化交流特别贡献奖”。

（海余 秀香）

2019年“中国旅游文化周”在英国启动

美国福建八闽联合总会举行换届候选人推选仪式

旅菲晋江东石镇联乡会
理事会举行新届就职典礼

5月 12日，旅菲晋江东石镇联乡

会（以下简称“联乡会”）成立 22周年庆

典暨第十二届理事会就职典礼在马尼

拉举行，黄天从当选新届理事长。

联乡会名誉理事长蔡长华感谢

各位同仁在其两年任期里为联乡会

发展献计出力，使得会务工作顺利开

展。他表示，22年来，联乡会全体同仁

以“仁和、坚毅、爱拼敢赢”的精神在

菲打拼，努力奋斗、团结协作，为住在

国和家乡的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

发展贡献了积极力量。

首届菲律宾东石商会就职典礼和

旅菲侨声中学校友会成立 13周年庆典

暨第七届理事会、第二届妇女组、青年

组职员就职典礼同时举行。

（据东南网报道）

大马华团领导呼吁多办
活动让友族参与
据马来西亚星洲网报道，近日，马

来西亚同安金门厦门联合总会总会长

郭明发呼吁华社乡团及社团组织，应

常常举办一些适当的活动，让友族共

同参与。

郭明发也是柔佛州金同厦会馆会

长，他日前为该会主办的“第 21届爱心

捐血暨义诊活动”主持开幕时发表谈

话。

他说，中国各族群之间的和谐须不

断加强，所以希望华团常常举办一些

能够让友族来参与的活动，提高跨族

群沟通的机会，促进国民团结与融合，

捐血和一些球赛等，都是适合让各族

参与的好活动。

“爱心捐血活动是现任署理会长陈

期惠担任青年团第一任团长时发起

的，之后本会青年团和妇女组连续 21

年都不曾间断主办捐血活动，除了还

会延续办下去，近几年还增加一项现

场为公众义诊的活动。”

筹委会主席李心湄表示，捐血是高

尚的行为，每一次的捐血能延续 3个人

的性命，捐血后身体还会制造新的血

球，以替补流失的血液，促进身体健康。

（据中国侨网报道）

中国美术学院澳大利亚

校友会在悉尼成立
当地时间 5月 5日下午，中国美

术学院澳大利亚校友会（以下简称

“澳大利亚校友会”）成立庆典暨绘画

艺术宗师林风眠先生赴欧洲求学一

百周年学术讲座在悉尼举行，李钢为

澳大利亚校友会首任会长。来自澳大

利亚侨界、文艺界等百余名嘉宾出席

活动。

李钢在致辞中介绍了澳大利亚校

友会的筹建过程与建会宗旨。他表示，

澳大利亚校友会是所有旅居澳大利亚

校友的精神家园，是校友和母校间的

桥梁和纽带，澳大利亚校友会将秉承

母校精神，以文艺复兴的使命担当，勇

立潮头的先锋意识，艺理兼通的学术

精神，人文湖山的诗性气质，为在澳校

友服务，并携手澳大利亚各界社团和

企业，为在澳艺术家搭建一个艺术交

流平台。

马泉珠、宋瑾任澳大利亚校友会副

会长，首届理事会由李钢、马泉珠、宋

瑾、吴兴明、沙浩、张强、李良等 7人组

成。 （孔令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