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 22日上午，由菲律宾中

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主办，以“推进

中国和平统一，实现民族伟大复

兴”为主题的全球华侨华人促进

中国和平统一大会（2019·马尼

拉）在马尼拉隆重开幕。来自全球

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统促会组

织、华人华侨社团代表等共 1000

余人参加了大会。

大会围绕“两岸和平发展”、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一国两

制’台湾方案”、“新时代中华青

年”主题举办了四个分组论坛，与

会代表积极参与，深入研讨，达成

了共识，发表了《全球华侨华人促

进中国和平统一大会（2019·马尼

拉）宣言》。

宣言指出，海外华侨华人坚

决拥护习近平总书记在《告台湾

同胞书》发表 40周年纪念会上提

出的“五项主张”，坚定支持中国

政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打击“台

独”，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中国

内政。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

一。倡议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一

致，共同为中国和平统一伟大事

业不懈奋斗，推动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早日实现！

大会期间，中共中央台办、国

务院台办副主任裴金佳一行还抽

空到访菲律宾厦门联谊会（商

会）。会长周宗典表示，身在海外

的厦门游子定会牢记初心和使

命，尽己所能为祖国统一大业贡

献绵薄之力，也迫切地期待祖国

早日完成复兴和统一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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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闽南总商会欢迎福建经贸考察团一行参访
据南非华人网报道，近

日，南非闽南总商会在南非约

翰内斯堡市叙珍楼餐厅举行

欢迎晚会，热情接待福建省贸

促会及 30多家企业代表组成

的经贸考察团一行。由福建省

贸促会谢续华副会长率领的

访问团一行与近百位南部非

洲闽南总商会的干部和会员

们欢聚一堂，借此促进福建与

南非的交流合作。

南部非洲闽南总商会苏

建强副会长代表商会致辞，对

访问团一行以及各位嘉宾的

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表示，

南非闽南总商会计划专门成

立商务事业部，将会一如既

往地推动中南双边的贸易合

作和文化交流。他希望这次

的交流活动能让大家多认

识、多交流，今后更好地为中

南双边经贸文化领域合作提

供服务。

普马兰加青年商贸协会

秘书长 Bathandwa Ngomane代

表南非当地与会商界领袖，对

访问团表示欢迎。她希望能够

通过双方的沟通，向中国学习

企业发展的先进经验。

谢续华副会长在发言中

表示，他很赞赏闽南总商会搭

建起了会员与当地政府之间

的桥梁，促进了福建与南部非

洲之间的合作交流。他希望今

后与南非闽南总商会及当地

其他社团组织加强联系、相互

配合，进一步合作促进福建与

南非的交流，为双边的会员和

企业家做好服务。

（据中国侨网报道）

据日本《中文导报讯》报

道，当地时间 6月 22日，全日

本华侨华人联合会第十届理

事会选举产生，贺乃和全票当

选新一任会长。

22日下午，全日本华侨华

人联合会第九届理事会第 6

次全体会议在东京举行。来自

日本各地的全华联会员团体

的理事到会，并对第十届理事

会的推荐理事候选人按照全

华联的章程进行了换届选举。

根据律师监督下的选举

结果，组成了 62个团体共计

104名理事的第十届理事会。

全华联第九届理事会刘洪友

会长卸任，新理事会成员一致

推选会长竞选理事贺乃和为

第十届全华联会长。

自从 2003年 9 月全华联

的前身日本新华侨华人会成

立迄今，已走过了 16年的发

展壮大之路。如今，全华联已

有 62个团体加盟，主要包括

中国各地同乡会及商会、日本

各地华侨华人联合会、律师协

会等专业组织，以及多个艺术

团体。 （据中国侨网报道）

2019年“中国旅游文

化周原多彩文化·魅力贵

州”主题展 6月 19日至 27

日在澳大利亚悉尼举办，

展览期间将通过多种形式

的旅游推介和人文交流活

动等，展现中国文化魅力。

本次活动由悉尼中国

文化中心、中国驻悉尼旅

游办事处、贵州省文化和

旅游厅联合主办。展览分

为“观”“游”“境”“品”“赠”

五区，通过图片摄影、物品

陈列、技艺演示、VR体验

等形式，展现贵州青山绿

水、民族文化、非遗文化以

及新时代贵州旅游前沿的

高速发展和现代特色文化

产业成果。

悉尼中国文化中心主

任、中国驻悉尼旅游办事处

主任陈霜在开幕式上致辞

说，贵州拥有丰富且宝贵的

生态环境和物质遗产，希望

通过中国旅游文化周活动，

让参观的每个人都能领略、

欣赏、体验和享受贵州人

文、生态、物质和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魅力。

在蜡染非遗展示区前，

众多当地民众驻足观看，并

对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的

蜡染充满好奇。蜡染技艺传

承人杨启英向参观者讲解

说，蜡染是世代祖传的工

艺，所用的颜料是由蜂蜡和

黄蜡在高温熔合后制成，再

用蜡刀蘸融化的蜡在布面

上绘制图案，制作出的图样

可百年不腐。在听过讲解

后，参观者对蜡染工艺赞不

绝口。

澳大利亚民众安德鲁

在接受采访时说：“我曾在

中国居住了 10年，非常崇

敬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

展览上看到了来自贵州的

许多不同艺术形式的展

示，让我对贵州现代的风

土人情和古老优雅的传统

工艺有了更加真实全面的

认识，未来我一定要带家

人去贵州旅行。”

（据新华网报道）

6月 24日，法中联谊

委员会在巴黎宣布成立，

成立仪式于“幸福楼”隆重

举行。欧洲科学艺术文学

院院士毕征庆被推选为首

届主席，法国国会议员布

赫 都 （Jean -Fr佴d佴ric

BOURDEAU）担任委员会

秘书长。

毕征庆感谢来自世界

各地的嘉宾参与成立大

会。他表示，时值巴黎盛夏

时节，中法嘉宾相聚“幸福

楼”。幸福是人类最美好的

祈盼和追求。他希望能在

此给大家带来幸福美满。

他介绍说，为庆祝中

法建交 55周年和留法勤

工俭学运动 100周年，本

着致力于加强中法在文

化艺术、教育医学等领域

的深度探讨、研究与合

作，法中联谊委员会应运

而生。毕征庆表示，他本

人旅法 36 年，本着对中

国传统优秀文化基因研

习，对法国文化艺术和中

国文化艺术的互鉴、比较

和再创造，为造福中法两

国人民实现艺术生活化，

生活艺术化。这也是委员

会成立的初衷。

（据《欧洲时报》报道）

“法中联谊委员会”巴黎成立

中国旅游文化周推进中澳人文交流

香港集美校友会第十五届

理监事就职典礼在港举行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

暨香港集美校友会第十五届理监事就职

典礼，近日在香港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

举行。集美中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许

海建，办公室主任、校友会秘书长林红晖

代表学校赴港访问，参加系列活动。

香港集美校友始终对嘉庚、对母校、对

集美、对师生都有一份特别的情怀，以各种

方式支持母校发展，关心教师生活，尊师重

教，蔚然成风。2018年 10月集美中学百年

华诞之际，更是组团近 300人返校祝贺，捐

款百万成立香港集美校友教育基金，出版

纪念邮册，主办联欢晚会。

香港集美校友会成立 37周年来，为

促进香港的繁荣稳定，为促进祖国的改

革发展，为母校的教育教学，为师生的联

谊进步，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做出了显著

的贡献，得到了高度的褒扬。

保加利亚外交部授予

中国艺术家最高级别
“金月桂枝”奖

为纪念保加利亚与中国建交 70周

年，保加利亚驻华大使馆与北京金台艺

术馆 20日晚间在京举行音乐晚会，并向

中国艺术家袁熙坤颁发“金月桂枝”奖。

保加利亚驻华大使波罗扎诺夫当晚

代表保外交部向中国绘画、雕塑艺术家、

北京金台艺术馆馆长袁熙坤授奖。波罗

扎诺夫介绍说，“金月桂枝”奖是保加利

亚外交部授予外国公民的最高等级奖

励，以表彰获奖人士对两国关系发展、国

际友好合作以及传播保加利亚文化所作

的贡献。

“今年是保加利亚和中国建交 70周

年，两国人民多年来在文化领域有着丰

富多彩的交流合作”，波罗扎诺夫表示，

袁熙坤作为两国民间友好人士的代表，

长久以来，通过其艺术创作让中国民众

更多地了解保加利亚的艺术和历史文

化，为两国文化交往做出重要贡献。

袁熙坤对获奖表示感谢，并表示将

继续以艺术与文化之缘，促进中保民间

交流。袁熙坤介绍说，他将国际名人雕塑

作为创作的重要部分，迄今已在北京朝

阳公园国际名人雕塑园安放 20多尊国

际历史名人雕塑。2009年，为庆祝中保建

交 60周年，袁熙坤应邀不远万里亲自将

《波特夫》雕像送到波特夫的家乡卡罗费

尔市，在那里举行了隆重的安放仪式，谱

写了中保友谊的又一篇章。

（据中新社报道）

据马来西亚《星洲日报》报道，

马来西亚雪兰莪州丹绒士拔谢氏

宗祠于日前欢庆成立 50周年纪

念，在丹村设晚宴，宴请来自全国

谢氏属会宗亲及丹村社团代表。

丹村谢氏宗祠理事会主席谢

秀金致欢迎词时表示，该宗祠 50

年来的风雨路走来不易，所幸前辈

们的努力开拓及后辈们的精诚团

结，今天的丹绒士拔谢氏宗祠总算

创造出一片美好的天地，紧紧地联

系着丹村谢氏族人的宗情。

他赞赏该宗祠年轻一代在 50

周年的筹备工作中无私的奉献，他

在晚宴代表该宗祠移交2000令吉

给谢氏总会，充作大学教育基金。

谢氏总会长谢华隆为晚宴主

持开幕礼，除了表扬丹村谢氏宗

祠把 50周年纪念及全国代表大

会晚宴办得异常出色，也不忘提

醒全国 13个属会的宗亲踊跃参

与 9月 16日在森美兰芙蓉举办

的“谢氏宗亲嘉年华会”。

谢华隆也在晚宴受邀代表谢

氏总会颁赠纪念品给该总会多名

历任总会长，包括谢氏总会创办

人谢成进、谢耀丰及谢兆衡等，以

表扬他们对总会所作出的贡献。

（据中国侨网报道）

大马丹村谢氏宗祠

举行 50周年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