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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柯雯靖）

6 月 3 日下午，江门市政协

副主席、致公党江门市委主

委胡念芳率机关干部及基

层骨干来厦调研。致公党厦

门市委专职副主委郑幸红

及相关处室负责同志参加

了座谈。

郑幸红对客人的到访

表示欢迎，并介绍了致公党

厦门市委在自身建设、参政

议政、海外联络和社会服务

工作中的基本情况，重点介

绍了参政议政工作机制建

设和海外联络特色品牌建

设方面取得的成绩。双方就

提升课题质量、强化协商议

政能力、加强组织发展、丰

富海外联络方式以及开展

社会服务等方面工作，进行

了热烈讨论。

胡念芳表示，江门和

厦门在海外联络工作中具

有共同特点，应发挥“侨

乡”特色，积极联络海内外

侨胞，并对致公党厦门市

委机关在参政议政工作中

积极发挥指导作用，取得

突出成绩表示赞赏与肯

定，希望两地市委今后加

强沟通交流学习，共同进

步。

本报讯 6 月 4 日下午，

由湖里区台港澳办举办，云

创智谷承办的“粽香两岸 闽

戏传情”湖里区台商、台胞喜

迎端午联谊会在国家级青创

基地———湖里区云创智谷科

创产业园的闽南风情馆举

办，来自全区的台商、台胞、

创业、就业青年等 260 余人

欢聚一堂，喜迎端午，共叙

“粽”情。

此次活动极具闽南特

色。活动开始前，湖里区委常

委、统战部陈岚部长和厦门

市台商协会吴家莹会长分别

致辞，向广大台商、台胞们致

以节日的问候。

随后，此次活动的重头

戏，“粽叶传情”包粽子比赛

正式开始了。拾一张粽叶，折

出角来，放进糯米，再将叶子

叠好，一片片新鲜的粽叶，一

盘盘飘香的糯米，含着两岸

浓浓的同宗之情，在台商台

胞们的一双双巧手中，一个

个饱含情谊的粽子就出来

了。现场 260 多位来宾一起

包粽子，再把粽子煮熟一起

分享，充分体现出浓浓两岸

一家亲的氛围。

包粽子比赛结束后，来

宾们一边品尝着亲手包的

粽子和各种闽南风味小吃，

闽南风情馆精心献上的“闽

南大戏闹端午”，也徐徐地

拉开了帷幕。活灵活现的闽

南传统布袋戏、清雅悠扬的

古筝合奏等节目，让大家沉

浸其中。此外，邀请两岸男

同胞反串表演的媒婆戏逗

得在场观众们乐不可支，气

氛温馨而热烈。大家纷纷表

示感受到了回家的感觉，过

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端午

节。

据了解，此次活动的举

办是区台港澳办深化落实

“台商台胞服务年”和各项惠

台措施的又一个重要举措。

长期以来，区台港澳办根据

台商台胞的需求，一直深入

开展关注、关爱、服务台商台

胞的工作，为他们营造良好

的投资环境和便利的生活条

件。如今，越来越多的台商台

胞们以湖里为家，成为了湖

里大家庭的一员，他们在这

里学习、生活、成家、立业，不

断地为湖里区经济社会建设

作出了积极贡献。

本报讯（通讯员

黄霓裳）湖里区侨联

充分发挥各街道、社

区基层组织的作用，

积极构建侨法宣传

平台，开展形式多样

的侨法宣传活动，提

高辖区内归侨侨眷

学法、懂法、守法、用

法的意识，营造学侨

法、护侨益的良好氛

围。

在普法宣传中，

湖里区侨联每年有

计划地安排侨法宣

传活动，以更具亲和

力、视觉化、多元化、

多渠道向侨界人士

宣传侨法，拓宽宣传

覆盖面。

除了每年制作一

期侨法宣传栏板展示

外，湖里区侨联每季

度还邀请侨界知名专

家学者走进社区，结

合时政宣讲活动向侨

界群众普及涉侨法律

法规等相关知识；利

用社区电子显示屏和

“侨友之家”设置宣传

角，宣传侨法；利用传

统节日文体活动，开

展侨法知识竞猜，提

高侨界人士对侨务法

律法规、政策的认知

度和普及率。

今年来，湖里区

侨联在东荣社区、金

山社区广场各举办了

一场侨法宣传活动，

在现场开展政策咨

询、法律维权、便民服

务，发放侨法宣传资

料，为前来咨询的侨

界人士耐心讲解有关

侨生、华侨回国定居

等涉侨方面的政策及

法律知识，还将社区

侨务工作特色向广大

社区居民作宣传展

示。

湖里区侨联负责

人表示，此举不仅普

及了侨法知识，弘扬

了法治精神，营造了

亲侨、爱侨、护侨的良

好社会氛围，并且提

高了归侨侨眷依法保

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

识和能力。

本报讯（通讯员

李卫红）6 月 2 日上

午，同安区大同街道

顶溪村“陈氏家 ”

门口，锣鼓喧天、鞭

炮轰鸣，铺满红地毯

的道路两旁排满着

彩妆的腰鼓队，兴高

采烈的乡亲们正以

他们特有的方式迎

接来自马来西亚、新

加坡、台湾、金门等

海内外陈氏宗亲回

乡谒祖参访团，共

116人。

海内外陈氏宗

亲按古法举行谒祖

仪式后，顶溪头村陈

氏宗亲会召开了座

谈，同安区侨联主席

林一亭、副主席李卫

红应邀参加了座谈

会。马来西亚马六甲

曾厝社恒元祖陈氏家

族会、新加坡浯卿陈

氏公会、台湾彰化县

铺盐乡大有村陈氏宗

亲会、颖川堂金门县

陈氏宗亲会、世界金

门下坑六郎公派下陈

氏宗亲会等前来寻根

谒祖的陈氏宗亲参加

座谈会。

座谈会上，顶溪

头村支部书记陈佳

才、老人协会会长陈

维涵分别致欢迎词；

海内外寻根谒祖团代

表分别发表感言。林

一亭对远道而来的马

来西亚、新加坡、台湾

（金门）等地陈氏宗亲

来到同安寻根谒祖表

示热烈欢迎。她提到，

海内外乡亲回乡谒祖

体现了对根、祖、脉的

认同，是对中华传统

文化的传承。

此次寻根谒祖活

动，体现了海内外陈

氏宗亲浓厚血脉亲

情，这将进一步增进

海内外陈氏宗亲的宗

情宗谊。

本报讯 记者近日获悉，位于海沧区

的青礁开台文化公园将于 6 月 14 日正式

开园。

400 多年前，生于海沧青礁村的

颜思齐掀起台湾历史上最早的有组

织、有规模的群体开垦活动，开台伟

业彪炳千秋。据悉，青礁开台文化公

园是国内第一个以纪念颜思齐开台文

化为主题的公共场所，由民间发起、

政府支持指导建设，公园用地面积达

3.3 万平方米。

甫入公园，就看到公园中心的建筑思

齐堂，红砖红瓦，燕尾脊高翘，庄严肃穆。

与思齐堂一同矗立在公园中轴线上的颜

思齐雕像目前仍被红布遮盖，据悉，其“真

容”将在开园仪式上揭晓。

“思国思乡开台伟业垂千古，齐心齐

力兴华宏图耀九州”———思齐堂前的楹联

是由厦门文史专家彭一万创作的一副藏

头楹联，而思齐堂的牌匾则由著名作家唐

浩明题写。

据介绍，思齐堂共分为两层，一楼主

要作为公共区域，开园之际，“情牵两岸”

台海摄影展就将在这举办。二楼则被打

造为两岸同根开台文化展示馆，这是公

园最核心的部分。展示馆分为青礁史话、

圣王开台和潮涌沧江三大部分，以颜思齐

开台文化为主线，讲述闽台两岸交流历

史，展示海沧人文。

青礁开台文化公园主任颜庆财介绍，

颜氏宗亲于 2017 年初就组建筹备小组，

赴台湾等地向颜氏宗亲筹款建设开台文

化公园，共筹到 200 多万元。公园选址青

礁村过田社，于 2017年 6 月举行奠基仪

式。

青礁村自治发展协会会长颜建春告

诉记者，开园仪式当天，颜思齐雕像将正

式揭幕。同时，台湾著名作家杨渡新著

《颜思齐与大航海时代》也将在现场举行

首发仪式。 （王晓萍 林晓蕾）

青礁开台文化公园
将开园

湖里区侨联
多形式开展侨法宣传活动

海内外陈氏宗亲
到顶溪头村寻根谒祖

街道侨联完成换届
徐频当选新一届侨联主席

本报讯 据思明区侨联消息，6 月 6

日， 街道第四次归侨侨眷代表大会隆

重召开，48位侨界代表出席会议。区人大城

建环资工委主任兼区侨联副主席沈少

坚、 街道党工委书记龚佶到会祝贺。会

议由 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吕莹主持。

缅甸老归侨杨民政主席代表 街

道侨联第三届委员会作工作报告，从完善

制度做好保障，扶贫帮困凝聚侨心、开展

侨法宣传活动、党派合作共建共享四个方

面回顾总结了五年来街道侨联的工作。会

议选举产生街道第四届侨联委员会，选举

徐频为新一届街道侨联主席，李清、吴斌

为副主席，聘请了杨民政为街道侨联名誉

主席。

沈少坚对 街道党工委始终坚持

“党建带侨建”，为侨联工作给予的大力支

持表示衷心感谢；对街道侨联工作给予了

充分肯定，希望新一届街道侨联工作要做

到：一是坚持政治引领，引导侨界群众听党

话跟党走，画好侨界最大同心圆；二是充分

发挥“侨”的优势，统筹推进侨联为大局服

务、为侨服务；三是着力打造“侨胞之家”，

争创省级“侨胞之家”，建设侨胞可信赖的

团结之家、奋斗之家、温暖之家；四是善用

平台资源，树立“大侨务”观念，保持党派共

建优势，发挥官任社区的国际化优势；五是

加强队伍建设，优化基层队伍结构，将社区

侨联小组规范升级为社区侨联，推进侨情

数据库完善。

百余名外国留学生
厦门体验端午节文化
本报讯 集美大学 6 月 5 日举办“粽香

心间，情暖集大”端午节文化体验活动，该

校百余名外国留学生受邀来过节，现场体

验中国传统端午节文化。

已举办了 3 年的这一端午节文化体

验活动，今年仍吸引了众多师生热情参

与。来自泰国、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缅

甸、俄罗斯、印尼、菲律宾、越南、安哥拉、

乌克兰、哥伦比亚等十几个国家的留学

生，对中国独特的端午民俗活动情有独

钟，拜师餐厅厨师，有模有样地学起包粽

子来。

来自俄罗斯、正就读集美大学体育学

专业研究生二年级的柳芭，看起来已熟练

掌握包粽子的诀窍，粽叶在她手下翻飞，绳

子一绑，一个粽子就大功告成。今年已是第

三年参加包粽子活动，柳芭在现场用一口

流利的普通话向其他同学面授机宜，传授

包粽子诀窍。她说，端午节文化体验活动，

使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越发深入。

来自哥伦比亚、就读集美大学海外教

育学院的成湖安，是第一次参加包粽子活

动。他告诉记者，“包粽子对我来说会有一

点难，但是有同学们热情帮助我，就感觉没

有那么难了。”

来自泰国的龙镇海说，第一次参加这

样的活动，感觉很新鲜；在课堂上了解到划

龙舟、包粽子是中国端午节民众十分喜爱

的传统习俗，今天有机会现场体验，很吸引

自己。

在活动现场，粽子品鉴大赛汇聚集美

大学十三个参赛食堂的肉粽、甜粽、碱粽

等。各种粽子一字排开，接受现场师生的品

鉴和打分，得分前三甲获颁“我最喜爱的粽

子”奖项。

主办方称，端午节文化体验活动，可加

深外国留学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理解，也

让他们领略到端午节作为中国首个入选世

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节日的独特魅力。

（杨伏山林嫦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