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闽侨声

本报讯 5月 21日，庆祝新

中国成立 70 周年暨菲律宾华

侨抗日游击支队（简称“华

支”）成立 77 周年大会在福州

举行。福建省侨联党组书记、

主席陈式海，省人大常委会华

侨工作委员会主任陈雄，省政

协农业农村专业委员会主任

刘宏伟，省侨联副主席张瑶，

以及来自菲律宾与中国各地

的近 200 位“华支”队员、队员

后裔及菲律宾归侨联谊会会

员等出席。

陈式海表示，77年前，当日

本侵略菲律宾之时，为了保卫

菲律宾人民和侨民的生命财

产，旅菲华侨发起成立了“华支”

队伍，队员们在艰苦的斗争环

境中抛头颅、洒热血，为菲律宾

的民族解放、为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

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与菲律

宾“华支”成立 77周年之际，“华

支”队员与队员后裔等相聚福

州开展研讨交流活动，对于高

举爱国主义旗帜，弘扬华侨爱

国奉献、拼搏奋斗的精神具有

重要意义，希望大家进一步深

化交流、增进友谊，促进各地菲

律宾归侨侨眷团结发展，助推

中菲两国共同繁荣。

菲律宾“华支”退伍军人总

会决策委员吕水涯表示，新中

国成立 70 年来，中华民族实

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

来的历史性飞跃，在不同的历

史时期，“华支”队伍皆作出了

积极贡献，“华支”精神得到弘

扬和传承。他希望大家特别是

年轻一代不忘初心、与时俱

进，继续发扬“华支”的崇高精

神和优良传统，为实现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贡献积极力量。

本次大会由福建省侨联指

导，菲律宾“华支”退伍军人总

会主办，福建省直菲律宾归侨

联谊会、菲律宾“华支”后裔联

谊会承办。 （陈佳丽）

本报讯为宣传弘扬华侨华人文化，

展示华侨华人的爱国情怀，以“海外漳州

人”为主题的第三期“华侨民族女英雄李

林图片展”5月 24 日在漳州市图书馆开

展。

开幕式现场，龙海市华侨抗日女英

雄李林研究会执行会长陈忠杰，闽南师

范大学历史地理学院“李林话剧剧组”代

表，漳州市侨联主席林智勇分别致词。展

览共有图文展板 23 张，展期为 5 月 24

日至 6 月 9日。

李林，福建漳州龙溪人。4 岁起，她

在印度尼西亚度过童年、长成少女。那

个境遇使她惯见民族不平，常闻华侨事

迹。她 14 岁回国就读厦门集美中学，深

受校主陈嘉庚爱国主义思想濡染。“九·

一八”事变后，李林再到上海爱国女中、

北平民国大学读书，积极参加抗战活

动，投身抗战事业。1936 年 12 月，她以

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会员的身份二

出雁门关，投身前线抗战，先后任晋绥

边第 8 游击支队队长、国民革命军第八

路军 120 师独立 6 支队骑兵营教导员

等职。1940 年 4 月 26 日，在晋绥边区第

九次反围剿战斗中，她为掩护抗日机关

壮烈殉国。

此次展览由漳州市社科联、漳州市

图书馆、漳州市华侨历史学会、龙海市华

侨抗日女英雄李林研究会联合主办。

（陈婧）

本报讯 南音飘四海，普天

唱升平。5 月 22 日，第三届福

建省曲艺“丹桂奖”大赛港澳

台地区及海外南音专场展演

在泉州举行，来自菲律宾、新

加坡等国家以及香港、澳门、

台湾地区的 7 个南音社团以

曲会友，同奏千年雅韵，共谱

乡音乡情。

南音，又称南曲、南乐、南

管、弦管，集唱、奏于一体，典

雅优美、质韵深沉，是保存中

国古代音乐比较丰富、完整的

一个大乐种，2009年被正式列

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随

着闽南人外移，南音早已“声

扬台湾宝岛，誉满客地南洋”，

成为海外侨胞、台港澳同胞维

系乡情的精神纽带。

菲律宾长和郎君社总社

理事长郑远明介绍，“长和”意

在希望弦友间“长期共存、和

睦发展”，目前已有近 200名成

员。“此次有 20 多名成员受邀

来展演，也借此机会拜会了南

安市南音协会等社团协会，希

望通过交流互动，激发新一代

华侨华人对南音等中华传统

文化的兴趣。”

成立于明代崇祯年间的

晋江深沪御宾南音社，是泉州

地区最古老的南音社团，至今

已有 380多年的历史。当天，

御宾南音社演出了节目《咱东

吴》，演唱者庄国良老先生已

81岁高龄。从小就跟着父亲学

唱南音，16 岁时拜师学艺的

他，依然活跃在南音舞台上。

福建省曲艺“丹桂奖”大

赛是福建省文联与福建省文

化厅于 2014 年共同设立的、全

省目前唯一一个专门面对曲

艺类的赛事，下设(成人)曲艺

大赛和少儿曲艺大赛两个子

项。据了解，第三届福建省曲

艺“丹桂奖”大赛南音专场比

赛决赛已于 5 月 21 日圆满落

幕。本次南音专场比赛是“丹

桂奖”大赛举办以来首次开设

的独立曲种竞赛，并首次落地

泉州举办。

接下来，港澳台地区及海

外南音社团还将参与“记住乡

愁”国际南音联谊会唱暨福建

省曲艺下基层惠民演出走进

永春等活动。郑远明表示，“希

望通过交流联谊活动，让南音

这项传统古老的文化瑰宝更

加发扬光大。” （孙虹）

本报讯作为 2019年第十

一届海峡论坛首场重要文化

交流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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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5 日率先在中国著名

侨乡集美启幕。

以“弘扬传统文化，共绘

两岸亲情”为主题的本次龙舟

竞赛和文化活动，吸引两岸民

众共同参与，来自海峡两岸的

53 支龙舟队伍同场竞技，其

中，台湾龙舟队伍达到 27 支、

逾 700人，创下台湾参赛队伍

数量的历史新高。

当天，在台北狮头旺剧团

献演精彩的台湾狮民俗表演

之后，由厦门市政协副主席陈

昌生，陈嘉庚先生长孙陈立

人，中国龙舟协会秘书长何

懿，泰王国驻厦门总领事馆副

总领事婉 葩，新加坡驻厦门

总领事馆副领事梁菡桀，集美

区委书记李钦辉，集美大学党

委书记沈灿煌，市委统战部常

务副部长、市侨办主任何秀

珍，厦门市体育局局长傅一

民，陈明雄等嘉宾，共同为参

赛龙舟点睛，拉开龙舟赛帷

幕。

台北狮头旺剧团在活动

现场一路展开巡礼表演，与民

众零距离互动，引来越来越多

的热情民众驻足观看。

龙舟竞渡是华夏文明的

千年传承，上世纪 50 年代，著

名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亲自

倡办集美龙舟赛活动。

李钦辉称，经过 60 多年的

传承和发展，集美龙舟赛事规

格不断提高、民俗特色不断彰

显、品牌影响不断扩大、文化

内涵不断拓展，如今海峡两岸

(集美)龙舟文化节已成为连接

海峡两岸同胞的重要纽带和

推动两岸经济文化交流的重

要平台。

主办方介绍说，“嘉庚杯”

“敬贤杯”海峡两岸龙舟赛自

2006 年开赛以来，迄今已成功

举办了 13届。本届龙舟文化

节同时突出中华传统文化传

承与爱国情怀，配套举办风雅

端午、古礼端午、民俗端午、创

意龙舟“四大版块”活动，涵盖

了台湾民俗舞狮表演、旱地龙

舟趣味比赛、端阳市集等新节

目、新平台、新元素，为历久弥

新的两岸文化交流活动注入

新的活力。

作为嘉庚故里、著名侨乡

和“百年学村”，集美近年来不

断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径，

创新设立大陆首个对台研学

旅行基地、国家级台青创基地

等，始终处于两岸交流合作最

前沿，打造“台胞台企登录第

一家园第一站”。 （杨伏山）

本报讯（记者 林硕 通讯员

林坤山）这里曾是中华民族英雄

郑成功进行“通洋裕国”的口岸；

这里曾是两岸百年间唯一渡口；

这里曾是闽南先民回望着家乡下

南洋的港口；这里曾是华人华侨

魂牵梦萦的“乡愁”。她，就是玉沙

坡———厦门港的发祥地。

“玉沙坡讲坛”进行研学活动
“玉沙坡地灵人杰，人文底

蕴丰厚。诸多名人墨客曾于此地

留下千古佳话。在彭一万老师等

多位文史界前辈的支持下朝宗宫

开设‘玉沙坡讲坛’，进行课堂研

学。讲述玉沙坡好故事，传播厦港

好声音。”朝宗宫管委会主任林招

治介绍道。她希望，以研学活动来

宣传厦门港的历史风华，以接地

气的人文故事让更多人了解、认

识老厦门这块“热土”，特别是能

够普及在青少年朋友的身上。使

“厦门港的发祥地”更加让世人所

熟悉。

适逢厦门海防同知蒋元枢诞

辰 280 周年，“玉沙坡讲坛”第一

期活动，由厦门著名文史专家彭

一万老师开讲“蒋元枢的海峡两

岸情缘”，公园小学三年三班 26

位同学（1 位台籍生）认真聆听

“彭爷爷讲故事”。值得一提的是，

蒋元枢家乡人、常熟市书法家李

政专门题写了“纪念蒋元枢诞辰

二百八十周年———蒋元枢的海峡

两岸情缘”，为活动增色。

带队前来参加活动的班主任

石晶是第一次近距离接触闽南文

化，她说，能够在周末和同学们相

聚在玉沙坡畔，聆听彭老师讲闽

南历史文化名人的故事，让我深

感幸福。

王家莉同学的家长洪燕玲

表示，身为土生土长的老厦门，

一直希望小孩能够接触更多闽

南文化，朝宗宫开展“听爷爷讲

故事”的研学活动让小朋友们可

以更多了解乡情、乡事、乡人。

期望能够让小朋友参加更多类

似的活动。

蒋元枢的海峡两岸情缘
“同学们，你们看我手中这张

图片，他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的主角，名叫蒋元枢。”活动一开

始，彭一万老师拿着蒋元枢卡通形

象图片，吸引了同学们的目光。

“蒋元枢，江苏常熟人，在福

建多地任知县，后升任为厦门海

防同知。”彭老师娓娓道来，跟同

学们分享了蒋元枢任厦门海防同

知时，在玉沙坡建造了“接官亭石

牌坊”，题刻“盛世梯航”、“天南都

会”盛赞厦门港的繁华景象。1775

年，从玉沙坡登船赴台担任台湾

知府兼任福建分巡台澎兵备道兼

理学政（台湾的最高行政长官）。

彭老师还讲述了蒋元枢的文

风家世、美学修养、著书立说等

等，最后以蒋元枢“振兴人文、教

化民众”为己任，鼓励学子读书应

试的故事，给在座的同学加油鼓

劲，期许大家好好读书，长大后报

效祖国。

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意犹

未尽，“盛世梯航和天南都会是什

么意思？”“蒋元枢到台湾当大官

也是在玉沙坡坐船的吗？”纷纷提

出了问题请彭老师解答。

参加研学活动的台籍学生林

家禾活动结束后说：“听了彭爷爷

讲的蒋元枢的故事，他在台湾做

大官，为大家做了很多好事，我要

努力学习，以后也可以用所学知

识为大家做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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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黄霓裳）湖里区侨

联根据基层侨联的调查摸底上报情况，

决定在“全国助残日”对辖区内 25 位有

肢体残疾和视力、听力、智力、精神等多

重残疾的归侨分别进行贴心的慰问，截

至 5 月 22 日共发放慰问金 1.25万元。

慰问中，湖里区侨联严志和主席和

街道、社区侨联工作人员及志愿者每到

一户人家都和他们家人亲切交谈，详细

了解他(她)们的身体、生活状况及所面临

的实际困难和需求。严志和鼓励归侨残

疾人要坚定信心，积极面对生活，面对困

难，有困难要及时向社区、街道反映，同

时也要求街道、社区侨联工作人员平时

要多上门关心他们，认真组织、引导志愿

者与困难残疾人、困难归侨结对子，为他

们提供必要的帮助和服务。

湖里区侨联情系残疾归侨

发放慰问金万余元

厦门朝宗宫首开“玉沙坡讲坛”

华侨民族女英雄
李林图片展开展

菲律宾“华支”成立 77周年大会在福州举行

“丹桂奖”港澳台地区及海外南音专场展演在泉州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