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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 月 6 日 -10

日，致公党福建省委副主

委、厦门市委主委徐平东

率致公党厦门市委重点课

题组赴重庆、武汉、佛山和

广州等地开展调研，走访

当地投资促进局、有关企

业并拜访商协会等单位，

与致公党重庆市委、致公

党武汉市委、致公党佛山

市委开展座谈交流。致公

党重庆市委兼职副主委、

民宗委主任丁时勇，秘书

长潘为民，武汉市政协副

主席、致公党武汉市委主

委徐旭东，专职副主委兼

秘书长张河滢，致公党佛

山市委副主委朱新进、陈

小霞，秘书长刘致军等与

调研组一行交流。

行程中，徐平东重点

介绍致公党厦门市委认

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在全国两会期间参加

福建代表团审议时的讲

话精神，对标对表习近平

总书记对厦门提出“高素

质高颜值、现代化国际

化”的重要要求，联合市

直有关部门和有关专家

开展《完善招商引资政策

体系，打造现代产业“升

级版”》重点课题的调研

背景，积极推荐 4 月 29

日厦门市招商引资大会

后的最新政策。

在重庆、武汉、佛山等

地投资促进部门取经，主要

调研各地在用地供应、融资

服务、人才支撑、公共服务

平台建设等方面的保障机

制、先进经验和做法，为厦

门凝聚各方力量，开展精准

招商，以招商引资做大优质

增量，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

的新跨越等方面建言献策

做好准备。

调研组此行还到重庆

八戒网络有限公司、长安

汽车工程研究总院、湖北

福建商会、武汉大千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广东 - 独

联体国际科技合作联盟等

单位走访交流，了解各地

政府在企业、商协会和社

会组织发展过程中给予的

政策支持以及各单位在创

新创业创造、招商引资回

馈家乡及国际技术转移创

新服务等方面取得的成绩

与进展，重点交流了闽商

回归、科技创新人才引进

及产业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等方面问题。

部分老物件

已有百年历史

这批新捐赠的侨史实

物数量达百余件，主要为

新加坡华侨华人日常家居

生活用品。其中，一部分已

有百年历史的老物件曾经

摆放在陈嘉庚先生新加坡

故居中，承载了家族几代

人的记忆。包括陈嘉庚新

加坡故居花园里的石凳、

石椅、石桌等，还有老宅中

曾被使用过的玻璃餐具、

酒具，水晶餐具和陶瓷器

皿等。例如捷克水晶杯，是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陈嘉庚长子陈济民和另一

个儿子陈国庆从即将退出

新加坡的英军手上买来

的。

根据陈立人介绍，陈嘉

庚早年在新加坡的生活相

对比较富裕，后期因为生意

萧条，只能把自己在新加坡

的几栋住宅变卖掉，用以维

持厦门大学的发展。老宅子

中的一些用品保留了下来，

由后人继续使用和收藏，这

次捐赠的，就包括了这些物

品。

另有一部分实物是其

他新加坡华人在陈立人的

感召下，将祖辈和父辈使用

过的生活用品无偿捐赠出

来，提供给华侨博物院展

示。这些器皿保存完整，有

咖啡桌、行李箱、瓷瓮、缝纫

机、西洋餐具、日式餐具等，

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和海

外不同文化元素，反映了海

外华侨华人当时的生活状

态。

捐赠30多批次

超过 700 件

据了解，陈立人从

1997年开始至今，向华侨

博物院捐赠过 30 多批次华

侨华人实物资料，总数超过

700 件，部分是自己家族的

物品，部分是其他海外华侨

华人委托他捐赠的物品。此

外，他还捐赠过不少图书资

料。

此次新捐赠的文物，由

陈立人花费 8 个多月时间

亲自收集整理，为了能妥善

保管好这些文物，老先生几

乎把家里储藏的报纸都拿

来填充用于包装，整整装了

9个大木箱。他表示，有些

东西在国内已经找不到了，

但在新加坡经过几十年甚

至上百年的维护后，还能完

好保存。把它们运回来给大

家观赏，是一件非常有意义

的事情。他希望大家能够通

过这些物件，更加深入了解

陈嘉庚。

（龚小莞）

厦门市侨联开展党风廉政教育
本报讯 据厦门市侨联消息，近日，厦门市侨联

开展了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为主题的党日活动。

厦门市侨联党组书记、主席潘少銮，带领机关

干部参观厦门市党风廉政教育基地，集体接受警示

教育。

潘少銮强调，侨联干部要坚持不懈认真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始终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恪尽职守，廉洁奉公，以机构改革

为契机，认真履行侨联“六大”职能，倾心服务厦门

市广大侨界群众，切实为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

多办实事、办好事，不断提升为侨服务质量，推动市

侨联事业再上新台阶，为助推厦门“五大发展”示范

市建设作出侨界应有的贡献。 （吴建平）

海峡两岸龙舟赛 25 日开幕

新增“创意龙舟”主题系列活动等
本报讯 龙舟集美行，两岸一家亲。近日，记者

了解到，联发 2019 海峡两岸(集美)龙舟文化节暨

“嘉庚杯”“敬贤杯”海峡两岸龙舟赛，将于 5月 25

日拉开序幕。

本届龙舟文化节以“弘扬传统文化，共绘两岸

亲情”为主题，包括 2019厦门集美“嘉庚杯”“敬贤

杯”海峡两岸龙舟赛、第六届中国龙舟拔河公开赛

以及系列文化活动。和往年相比，今年的龙舟文化

节有了许多创新，比如首次推出线上龙舟表情包、

新增“创意龙舟”主题系列活动等。

本届海峡两岸龙舟赛依然设置 4个组别，分别为

青少年男子组和女子组、社会男子组和女子组。竞赛

项目为 200米、500米直道赛和中国龙舟拔河公开赛。

今年共有 53支队伍报名参赛，其中台湾参赛队伍 27

支，700多人，创历史新高，首次超过大陆参赛队伍。

除了赛龙舟之外，在为期两天的龙舟文化节

上，还有近 30项配套活动。今年将延续风雅端午传

统，举办以龙舟文化、端午文化、嘉庚精神为主题的

系列文化活动。 （宗琴陈季玉）

华大 150名香港学子

获得教育基金资助
本报讯据厦门晚报报道 近日，华侨大学首次

颁发香港青少年教育基金会李圣根教育基金，华侨

大学 150名香港学子获资助。

华侨大学香港青少年教育基金会李圣根教育

基金由基金会主席施教斌发起，副主席李圣根捐资

设立，旨在帮助经济困难的香港学生完成学业，激

励他们勤奋学习、努力进取，增强家国情怀。

李圣根说，香港回归祖国已经 20多年了，香港

繁荣稳定发展离不开内地的支持。他希望在内地求

学的香港学生勤奋学习，攻坚克难，为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贡献力量。

本报讯 第十二届中国

艺术节(简称“十二艺节”)将

于 5 月 20 日在上海开幕。

作为十二艺节的主要内容

之一，5 月 15 日至 31 日，来

自全国的 51台剧目将在上

海 19 个剧场演出 102 场，

其中，15 日和 16 日晚，由厦

门市金莲 高甲剧团和台

湾戏曲学院青年剧团合作

演出的闽台地方戏《阿搭

嫂》将率先亮相上海群众艺

术馆。

此次上演的《阿搭嫂》，

是闽台地方戏曲艺术融合

发展的又一次有意义的尝

试，将高甲戏、客家戏和歌

仔戏三个剧种融为一体同

台共演，演绎一场充满喜剧

色彩而又温馨感人的市井

故事，这种形式在台湾被称

为“三下锅”。这样的演出，

是三个剧种在舞台上的全

新呈现，更是两岸艺术界对

传统艺术的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的大胆探索，将传

承融合发展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

2018年，在文化和旅游

部的支持下，厦门通过“厦

门高甲种子培训计划”，吸

纳台湾戏曲学院青年学生

来厦学习培训，为《阿搭嫂》

的合作演出做了准备工作。

2018 年 6月《阿搭嫂》在台

湾亮相，受到台湾观众的好

评。在“2018年海峡两岸民

间艺术节”上，其新颖的两

岸合作方式受到大陆观众

的喜爱。

“阿搭嫂”是闽南人对

爱凑热闹、古道热肠、好抱

打不平、大大咧咧的妇女的

统称。该剧 2006年首演，至

今已在海峡两岸演出 200

多场。剧本由厦门剧作家曾

学文创作，曾荣获第三届

“中国戏剧奖·曹禺剧本

奖”、第十一届中国戏剧节

“中国戏剧奖·优秀编剧

奖”。

据悉，三位“阿搭嫂”扮

演者都是深受海峡两岸观

众喜爱的著名演员:厦门市

金莲 高甲剧团团长、梅

花奖演员吴晶晶，以正旦反

串丑行；有“戏曲王子”之称

的台湾戏曲学院客家戏学

系专任教师李文勋，以男生

反串女丑；有歌仔戏“百变

精灵”之美誉的小咪，也塑

造出了和以往不同的舞台

形象。 （陈冬）

本报讯华侨大学新闻中心透露，

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于近日共同发布了

《海丝蓝皮书：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研

究报告(2018～2019)》，不仅反映出中

国“海丝”建设前沿领域的发展，也可

为企业在“海丝”沿线的发展和相关学

术研究提供参考。

作为华侨大学自 2018年以来连续

出版发行的第二部《海丝蓝皮书》，《海丝

蓝皮书(2018～2019)》围绕“一带一路”特

别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简称‘海

丝’)”建设的年度进展及重大现实问题，

侧重海上互联互通、海丝经贸合作、海洋

安全与风险、海上航道建设、海丝地缘关

系等研究领域，追踪相关国家和地区在

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

通、民心相通等方面的平台搭建、机制建

设、措施出台、项目进展等动态情况，致

力于打造“一带一路”特别是“海丝”研究

的专业化、权威性年度报告。

据介绍，《海丝蓝皮书(2018～2019)》

分为“总报告”“国别与区域篇”“专题篇”

三个部分。蓝皮书指出，“一带一路”倡议

提出五年多来，“海丝”建设已发展为多

国各方“共享蓝色机遇、共筑四海融通”

的国际海洋发展合作平台。

其中，“国别与区域篇”从国别和区

域的角度对“海丝”建设的进展情况进行

了深入分析和动态评估，研究探讨其新

动态、新问题和新机遇。“专题篇”则围绕

“海丝”建设中双边或多边合作中一些共

同关切的热点问题，重点对海外利益保

护、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油气开发与能源

贸易合作、南海地缘战略通道、中东地区

非传统安全等进行了研究探讨。

作为“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的

理事单位、“海上丝绸之路国际智库合

作网络”的牵头单位，华侨大学海上丝

绸之路研究院定期出版《海丝蓝皮书》

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研究》辑刊；

并连续三年入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发布的“一带一路”高校智库影响力

榜单，在 2018年排名第二。 （孙虹）

本报讯记者 5 月 10日获悉，华侨博物院新添了一批海外华侨华人生活用品。这批捐赠品由陈嘉庚长

孙陈立人捐赠，将于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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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博物院还计划举办一个陈立人捐赠展。

由厦门与台湾剧团合作
闽台地方戏《阿搭嫂》将亮相中国艺术节

华侨大学连续第二年发布《海丝蓝皮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