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专 题2019 年6 月 21 日

编辑：翁舒昕 美编：钱小凤

www.xmweekly.com

本报讯（记者 翁舒昕）6月

15日，2019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侨务工作重要论述研讨会在厦门

大学召开。中国侨联主席万立骏，

福建省人民政府副省长郭宁宁，

厦门大学党委书记张彦出席并讲

话。中国侨联副主席、中国华侨历

史学会会长隋军主持研讨会。

万立骏表示，中国侨联党组

始终重视做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

的学习宣传贯彻工作。从抓根本、

抓部署、抓学习、抓引领、抓研究

五个方面推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侨务工作重要论述的贯彻、学习、

研究、阐释和宣传。

万立骏指出，要提高站位，把

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

要论述的认识理解引向深入。他

强调，要发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侨务工作重要论述的强信心、聚

侨心、暖人心、筑同心的作用，把

侨界群众团结凝聚在党的周围，

服务好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郭宁宁代表中共福建省委、

省政府向研讨会的召开表示热烈

祝贺。郭宁宁说，习近平总书记在

福建工作近 18年，留下极其宝贵

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按照总

书记确定的创新思路、擘画的发

展蓝图，历届省委、省政府凝聚侨

心、汇集侨智、发挥侨力、维护侨

益，奋力开创福建高质量发展与

侨务工作新局面。下一步福建省

将立足特色优势、突出重点，统筹

运用侨务资源，最大限度地把归

侨侨眷和海外侨胞凝聚起来，为

新时代新福建建设贡献力量，服

务好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同圆中

国梦，共筑新辉煌。

张彦代表厦门大学热烈欢迎

各位与会嘉宾。他说，厦门大学由

被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

陈嘉庚先生创办，始终秉承爱国

主义传统，始终怀有华侨华人赤

子情怀。2019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侨务工作重要论述研讨会在厦门

大学召开，非常有意义，也非常必

要。张彦强调，厦门大学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

作的重要论述，大力弘扬“嘉庚精

神”，立足侨校优势特色，将华侨

华人研究工作，特别是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的

研究工作引向深入、多出成果。

美东华人社团联合总会主席

陈清泉和集美校友总会永远名誉

会长任镜波分别回顾习近平总书

记在福建侨乡的经历。陈清泉从

平易近人结友谊、筑巢引凤谋发

展、走出国门求共赢、情深意重

圆梦想四个方面回顾了与习近

平总书记交往的点点滴滴。任

镜波回顾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福

建工作期间，对“嘉庚精神”的

重视和弘扬。在担任福建省长

期间，习近平同志兼任集美大学

校董会主席，并欣然接受纪录片

《民族之光———陈嘉庚先生归来

的岁月》的采访。

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

福建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鸿阶作

了题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

海外华侨华人作用初探”的主旨

演讲。李鸿阶认为，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是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促

进世界繁荣发展的“中国方案”。

海外华侨华人作为中国与世界沟

通的“纽带桥梁”，是人类命运共

同体身体力行的参与者，实实在

在的受益者，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与海外华侨华人具有密切的联

系。

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

厦门大学特聘教授、华侨大学讲

座教授庄国土作了题为“论习总

书记侨务理念形成脉络”的主旨

演讲。他提出，福建侨务资源的独

特性和对中国侨务全局的影响

力，增强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

的重视，率先提出“大侨务”的理

念。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

的重要论述孕育和形成于福建，

持续于浙江和上海，成为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侨联指导下，自 2014

年开始，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与

五邑大学等单位共同举办的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

研讨会，已成为华侨华人研究学

界和侨联系统学习研究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的重

要平台和品牌，引起良好社会反

响。

本报讯（记者 翁舒昕）作

为第十一届海峡论坛的一项

重要活动，海峡青年论坛 6

月 15日在厦门举行。本次论

坛以“汇聚青春力量 筑梦共

同家园”为主题，举办主旨论

坛、两岸青年社团负责人圆

桌会议、两岸青年公益说、两

岸青年人才论坛等一系列活

动。与会嘉宾表示，这将有力

推动论坛在新起点上实现新

发展，为凝聚两岸青年共识、

促进两岸青年融合发展作出

积极贡献。

在主旨论坛上，4 位台

青代表现场分享了他们“登

陆、扎根、发展、融合”的生

动故事。“登陆篇”平潭台籍

幼教老师、第十六届福建青

妏年五四奖章获得者陈亚 ，

讲述自己登陆平潭推动闽

台幼教融合发展的生动故

事；“扎根篇”重庆台湾青年

钟秉杰，讲述自己在大陆，

从就业到创业，从单身到结

婚生子的扎根故事；“发展

篇”厦门侯彦志，讲述自己

赴大陆的原因和初心，并与

想要登陆发展的台青分享

宝贵的创业经验与建议；

“融合篇”上海连泰瑞，讲述

“台商二代”更能凭借在大

陆成长的经历，跟随大陆发

展大方向顺势而为，从而在

文化自信中推动两岸融合

发展。

当日上午还举行了闽台

两地青年组织缔结友好社团

仪式，福建九地市及平潭综

合实验区，与台湾各县市组

成 20队社团，缔结为友好社

团，双方将进一步加强交流

合作，共同承

办大型活动，

广泛开展资讯

交流，共享双

方的社团发展

经验。

此外，主

办方还对共青

团福建省委评

选出的 15 名

台青“创业之

星”进行表彰，

每位“创业之

星”将获得 5

万元人民币创

业资金扶持。

福建省闽侯县

杏术健康管理有限公司总

经理杨杰表示，获得“创业

之星”奖项非常激动，他们

作为福建中医药大学生创

业团队曾获得过福建省“互

联网+”银奖，福建省第八届

创业之星一等奖，这些都是

对团队极大的肯定。“今年

我考上了广州中医药大学

的研究生，未来希望我们

的中医馆可以从福州开到

广州，继续传承和创新发

展中医，让更多人接受中

医理疗。”

海峡青年论坛是以“经

济、文化、科技”为主要内容

的两岸青年交流平台，宗旨

是构建两岸青年思想交流的

新平台，展示两岸青年开放

开拓的新形象，开辟两岸青

年联系沟通的新窗口。

6月 16日晚，第十一届海峡论

坛·海峡影视季在厦门如约登场。本

届海峡影视季以“弘扬中华优秀文化

促进两岸影视交流”为主题，由第十

一届海峡影视季颁奖晚会、第四届海

峡两岸青年微电影展和海峡两岸电

子竞技邀请赛启动仪式组成。

2018年度台湾最卖座华语电影

《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获颁“最受大

陆观众欢迎的台湾电影”；改编自东

野圭吾的同名小说，由王俊凯、迪丽

热巴、董子健领衔主演的《解忧杂货

店》获颁“最受台湾观众欢迎的大陆

电影”；《稍息立正我爱你》获颁“最受

大陆观众欢迎的台湾电视剧”；《那年

花开月正圆》，获颁“最受台湾观众欢

迎的大陆电视剧”；《闺蜜 2》获颁“最

受两岸观众欢迎的合拍电影”；《幸福

一家人》获颁“最受两岸观众欢迎的

合作电视剧”；海峡卫视的《青春最强

音》凭借其强大的“年轻属性”，成为

“最受两岸观众欢迎的综艺节目”。

第四届海峡两岸青年微电影展

受到海峡两岸影视机构、微电影协

会、高等院校及影视爱好者的积极响

应和广泛参与，共征集作品 657部，其

中大陆作品 535部、台湾作品 122部，

经评审确定 16部入围提名作品。颁

奖晚会现场，颁发了最具思想性、艺

术性、观赏性的 10部作品，并给予奖

励。

珮记录“香港最美搬运工”朱芊

励志故事的《疾走劳拉》、讲述台湾布

袋戏巨擘李天禄与弟子几十年跨国

师徒情谊的《八法过海》，以及《角儿》

《时光胶囊》《托拉海》《抵抗者》《幸福

卡车》《防蚊贴片》《母亲》《猪血糕》等

10部两岸微电影作品获奖。

主办方表示，海峡两岸青年微电

影展用新媒体形态搭建了展示海峡

两岸青年思想感情和艺术创意的传

播平台，增进两岸青年的互动交流，

为海峡两岸影视交流合作注入新鲜

血液。 （卢光）

第十一届海峡论坛·海峡两岸电子

竞技邀请赛 6月 16日在厦门启动，这

是海峡论坛首次举办两岸电竞邀请赛。

主办方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

2018年台湾地区的游戏玩家人数超

过 1000万人，平均年龄低于 35岁；而

大陆电竞爱好者拥有大约 3亿人，是

全球最大的电子游戏市场。

“本次活动希望以新形式搭建两岸

青年交流的全新平台，为推动两岸青年

交流注入新内涵、新动力。”主办方表

示，系列赛事将遍及高校、文创基地、电

竞馆、体育馆，触及两岸数百万青年群

体；同时，通过线上大流量平台直播赛事，

在新媒体发起两岸电竞话题讨论，整体活

动预计产生超过6000万次的浏览量。

自 2019年 6月起至 11月间，两

岸多个赛区将展开选拔赛。各电竞项

目将进行每周 4天线上赛，每月一场

落地赛，累计将举办超过 100天线上

赛、16天落地赛，同时选拔出数十位

台湾电竞青年赴大陆参访、交流。

年底前，为期 4天的总决赛将在福

建举办，角逐包括 APEX英雄、DOTA2

自走棋端游及手游、守望先锋、炉石传

说、魔兽争霸 3、星际争霸 2、CSGO等多

个电竞项目的奖项。此次赛事设置总奖

金 100万元人民币。 （林春茵）

海峡影视季如约登场 两岸激起“青春浪”

两岸电子竞技邀请赛首次亮相海峡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