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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 5月 23日，意

大利维罗纳华侨华人总商

会第二届换届庆典大会暨

浙江省侨联“亲情中华”慰问

演出活动，在维罗纳市政府

大兵剧场隆重举行。演出旨

在为广大侨胞和当地民众带

来美的享受和来自中国的祝

福。

中国驻米兰总领事，“亲

情中华”艺术慰问演出团团

长、浙江省侨联秘书长，维罗

纳省省长代表等当地政要以

及来自意大利各地的华人社

团代表、华侨华人超过 600

人应邀出席庆典大会，并观

看了演出活动。

浙江省侨联“亲情中

华”艺术团的艺术家们与华

人歌手、中文学校学生、意

大利文艺工作者，联袂为华

侨华人和意大利观众献上

了一台极具中国民族特色

的文艺节目。“亲情中华”艺

术团精彩的演出，赢得了侨

胞和当地民众的阵阵喝彩

与掌声。

（据中国侨网报道）

第八届世界龙岩
恳亲大会将在澳举办

近日，世界龙岩恳亲大会组

委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第八

届世界龙岩恳亲大会将于今年

底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卧

龙岗市举办。

第八届世界龙岩恳亲大会

组委会联合主席陈星惠在发布

会上介绍了大会筹备的进展情

况。他说，这将是世界龙岩恳亲

大会第一次在西方国家举行，意

义重大。卧龙岗市政府特地向龙岩

市捐赠了一块风景优美的地块，用

于建造以龙岩市名命名的“龙岩花

园”。捐赠仪式也将在恳亲大会期

间举行。届时世界各地的龙岩乡亲

将欢聚一堂、共襄盛举。

新闻发布会前，龙岩市副市

长王建生介绍了龙岩近年来的发

展情况。他说，龙岩是革命老区，

是养生福地，龙岩的发展日新月

异，他真诚欢迎澳大利亚龙岩华

侨华人多回家乡看看，回到龙岩

参观考察，投资兴业。

龙岩市地处福建省西部（也

称“闽西”），是闽粤赣三省的交通

要道。在海外的“龙岩人”有 120

万，世界龙岩恳亲大会每三年举

办一届，此前已在海内外“龙岩

人”聚居城市举办过 7届。

（据中新网报道）

匈牙利中国统促会举行
笫六届理事会就职典礼

据匈牙利《欧洲论

坛报》报道，当地时间 5

月 24日，匈牙利中国

和平统一促进会在布

达佩斯举行第六届理

事会就职典礼，吴六金

当选新一任会长。

匈华总会主席余

美明代表旅匈侨界，向

匈牙利中国统促会第

六届全体理事会成员

及新当选会长吴六金

表示祝贺。他指出，

2019 年是匈牙利中国

和平统一促进会成立

20周年，20 年风雨兼

程，坚定维护祖 (籍 )国

的统一大业，是炎黄子

孙的共同责任，也是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共同梦想，期待匈牙

利中国统促会在吴六

金会长的带领下，继续

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

事业做出不懈努力。

匈牙利中国统促会

新会长吴六金发表就

职感言时表示，匈牙

利中国和平统一促进

会自 1999 年成立以

来，在李震、张国治、

曾玉根等历任会长的

带领下，会务工作开

展的有声有色，使匈

牙利中国和平统一促

进会成为匈华社区重

要且最具活力的社团

之一。我们要承前启

后、继往开来，全体同

仁要与旅匈各侨团一

起，为维护匈华社会

的和 谐发展 做出努

力，为中国和平统一

事业做出新贡献。

（据中国侨网报道）

马来西亚华人文化节火炬跑

抵槟城 助推中华传统文化
据马来西亚光华网报道，为配合“第 36届马

来西亚华人文化节”而举办的火炬跑，近日来到

槟城。

槟州华人大会堂主席许廷炎表示，火炬跑从

马六甲开跑，一路经过森美兰、雪兰莪、霹雳，现

在来到槟城，响应了本届文化节“直的传承，横的

交流”的主题，而传递的过程中不同族群的参与，

象征着文化薪火相传，永不熄灭。

他说，1983年，全马各地 15个华人团体在槟

城举行文化大会，隔年首届“马来西亚华团文化

节”就宣告诞生。全国文化节不但通过《华团文化

宣言》及《国家文化备忘录》，也催生了每年由 13

州华堂轮流主办的制度，并于 1993年更名为“马

来西亚华人文化节”，通过活动推展中华文化，发

扬中华文化传统。 （据中新网报道）

伦敦华侨华人举办庆祝新中国

成立 70周年专场音乐会
由伦敦华人爱乐合唱团发起的纪念新中国

成立 70周年的专场合唱音乐会日前在英国伦敦

康韦礼堂举行。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兼总领事童

学军在开场致辞中说，在英华侨华人积极参与各

种文化交流活动，讲好中国故事，展现中国形象，

为推动中英关系“黄金时代”发展发挥了独特的

桥梁作用。

音乐会以伦敦华人爱乐合唱团一曲《大海啊

故乡》拉开帷幕。最后，所有参演演员和现场数百

名观众齐声合唱《我的中国心》和《友谊地久天

长》两首歌曲，表达海外游子对祖国母亲的思念

和对中英友谊的美好祝愿。 （据新华社报道）

菲律宾晋江市金井镇联乡总会
在菲举办健康义诊活动

5月 26日，由菲律宾晋江市金井镇联乡总

会、菲华商联总会、武六干省菲华厂商总会与菲

律宾吉金托市政府联合举办的健康义诊活动在

吉金托市体育馆举行。

义诊现场，皮肤科、检验科、眼科、口腔科等科

室的专业医卫护理人员，携带听诊器、血压计、小型

治疗仪等常用医疗器械，为当地患者提供免费诊治

与送药服务，并未他们解答相关健康问题。

此次健康义诊活动惠及当地上千民众，受到

了广大群众的欢迎和赞赏，得到当地政府的认可

与支持。 （据东南网报道）

第 13届在日中国厨师精英
协会交流会举行

5月 26日，东京的气温达到了 33度，入夏后

炎热的天气丝毫不能阻挡大家对美食的热情，第

13届在日中国厨师精英协会交流会在位于东京

新宿的“北京胡同川香苑”店举行。在日中国厨师

精英、日本美食评论家、中国食材经销商等近百

人参加了此次活动。

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中餐馆，既说明了中餐

对于日本的影响力，也证明了文化交流的繁荣度

和重要性。在日中国厨师精英协会自 2017年 1

月成立以来，就致力于为在日餐饮界同行提供一

个交流的平台，借助切磋厨艺、交流感想、分享信

息，互通有无、共同进步。通过每两个月一次的料

理交流活动，以及平时不定期举办的其他交流活

动，协会将活跃在日本的中餐经营者、厨师和经

销商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影响力与日俱增。

（据日本新华侨报报道）

近日，美国猴屿同

乡会（以下简称“同乡

会”）成立 35周年庆典

晚会暨新一届职员就

职典礼在纽约举行。中

外嘉宾近千人参加活

动，共襄盛举。

同乡会主席郑麟

感谢了各位前辈、乡

亲，在其任职两年时

间里，对他的支持与

厚爱，感谢了历届主

席及在美猴屿乡亲为

同乡会会务发展所作

出的贡献。他表示，自

己很荣幸能够连任同

乡会第十八届会长，

深感责任重大，今后

他将尽其所能，继续

服务乡亲，努力为同

乡会发展、为家乡建

设，作出积极贡献。郑

麟说，同乡会有着光

辉的历史，30多年来，

猴屿乡亲为家乡公益

事业捐款超过 1千万

美元。近两年，为了兴

建祠堂，重修屏山寺

等等事项，又捐款 150

万美元，可见在美猴

屿乡亲的爱国爱乡之

情 和乐于奉 献的精

神。 （据东南网报道）

美国长乐猴屿同乡会成立
35周年庆典晚会纽约举行

5月 18日，加拿大福建

工商联合总会第一届理事会

就职庆典在列治文市隆重举

行。加拿大联邦、省、市三级

政府代表、中国驻温哥华总

领馆、加中各界商会、社团、

知名人士以及媒体等近 300

位嘉宾欢聚一堂，共同见证

和分享这一精彩时刻。

林淑如主席代表加拿大

福建工商联合总会对加中各

级政府及各界贤达的关心和

支持表示最诚挚的感谢。她

特别感谢理事会所有成员同

心协力，不辞辛劳地工作，使

大会顺利举行。她希望以加拿

大福建工商联合总会的创建

平台为契机，进一步宏扬闽商

精神、团结奉献、互助共赢，积

极推动加中友好往来，同心共

志铸创枫华美好的明天。

加拿大联邦国会议员苏

立道代表杜鲁多总理特别感

谢福建籍华裔为加拿大文

化、政治及经济的发展所做

出的重要贡献，闽籍商人走

遍世界，为世界的经济繁荣

和贸易往来做出了巨大贡

献。

佟晓玲总领事首先祝贺

加拿大福建工商联合总会第

一届理事会就职庆典圆满成

功，福建乡亲在海内外涌现

出很多成功人士，她很高兴

看到加拿大三级政府代表悉

数到场共襄盛举。佟晓玲总

领事特别认可凝聚闽商智

慧，弘扬闽商精神的创会宗

旨，她希望加拿大福建工商

联合总会一路秉承创会宗

旨，一代一代把会务做好。

加拿大福建工商联合总

会是注册于加拿大的非营利

性商会组织。旨在搭建加中

商业平台，拓展闽商在北美

的合作发展空间，加强加中

两国及国际间闽商的协作与

交流，推动加拿大与福建的

经贸、文化、艺术、旅游、科

技、体育等方面的合作往来，

为商会成员提供优质便利的

桥梁服务，维护和保障闽商

在加拿大的合法权益，增强

闽商在加拿大的凝聚力和国

际影响力。

据了解，目前在加华人

有 180多万，其中闽籍华人

近 30万。加拿大的闽籍华人

紧密团结，拼搏进取，经过几

代人的持续努力，已经逐渐

融入加拿大社会的各个领

域，在经济贸易、文化教育、

科技医疗、政治服务等各行

各业涌现出大批精英翘楚，

为本地和谐社区建设和加中

友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不

少行业杰出人才取得了不凡

的成就, 并得到加中社会各

界的高度认可和赞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