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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 31 个华人社团

据匈牙利《欧洲论坛报》报

道，当地时间 8 月 29 日，匈牙

利侨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70 周年暨中匈建交 70 周年

晚会在布达佩斯举行。匈牙利

31 个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华

商及各界代表、匈牙利友人等

共 200 余人参加“双庆”晚会。

匈牙利华侨华人社团联合

总会主席余美明代表侨界致

辞说，今晚我们欢聚在美丽的

多瑙河畔，共同庆祝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和中匈建

交 70 周年，我代表匈华总会，

对各位侨团侨领，各位嘉宾前

来参加庆祝活动表示衷心的

感谢。

余美明表示，今年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也是

中匈两国建交 70 周年，70 年沧

海桑田，70 年同舟共济，70 年

灿烂辉煌，在这“双庆”的重要

日子里，我们将“不忘初心 砥砺

前行”，充分发挥和增强海外侨

胞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为促进

中匈友好，促进两国在工业、农

业、人文、教育、金融、科技等领

域的合作发展发挥作用，为祖

籍国和所在国经济建设做出新

贡献。

晚会上，匈牙利星光合唱

团、匈华妇联总会舞蹈队、匈牙

利旗袍总会、匈牙利民族舞表

演团等中外文艺工作者为“双

庆”晚会活动献上一台丰富多

彩文艺盛宴。（据中新网报道）

香港书法家方志勇

新书出版
本报讯（通讯员 陈文星 潘艳芬）

日前，香港书法家协会会长方志勇出

版《方志勇书法集》，由香港书画界大

师饶宗颐题写书名，华侨大学校长贾

益民作序。

方志勇家学渊博，自由聪颖向

学。长期专攻书学，遍览金石碑碣、名

派法帖，心追手摹，自成一家。其书法

功力深厚，真、行、草、隶、篆兼具，书

风温润不燥，平和大气。擅长草书，龙

飞蛇舞，遒劲流畅，直窥二王堂奥。

方志勇除擅长草书、隶书之外，

还擅长甲骨文、篆书和楷书。其甲骨

文浑然规整，古朴中矩；篆书深得《大

孟盘》《石鼓文》之笔意；楷书俨然是

颜鲁公家法，气象庄穆，形省神妙，殊

为难得。近年还创新运用丙烯材料书

写，深受好评。

方志勇生于 1959 年，广东省惠阳

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2015 年被

中国文学艺术研究会授予“中国艺术

特别成就奖”，现为华侨大学兼职教

授、广东财经大学客座教授。曾出版

《方志勇东坡诗册》《方志勇书法集

（一至五集）》《字词情怀》《古文名段》

等。

美国闽台总商会

在纽约宣布成立
当地时间 8月 22 日，美国闽台总

商会在纽约华埠宣布成立，陈键榕任

会长，蔡尚仁任理事长。

陈键榕表示，美国闽台总商会是

一个在美国联邦政府注册成立的非

营利组织。成立的宗旨是在“同宗、同

源、同一个祖国”的理念下，将旅居在

美国的闽籍和台湾籍工商业企业家，

特别是新生代的年青企业家组织起

来、联合起来，整合资源，打造一个资

源融通共汇的平台，促进彼此在经

贸、科技、经融、文旅等方面的交流与

合作，为商会会员创造和提供商机，

为侨胞服务，为祖国和平统一服务。

蔡尚仁表示，自己是美国第三代

华人，从事商务工作几十年，希望闽

商与台商共同合作，把会务工作做得

更好，进一步促进中美经贸往来走向

新的台阶。

会后，美国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

李兆银向美国闽台总商会赠送了书

法作品。

（据东南网报道）

德国法兰克福
首届中国节开幕

据《欧洲时报》德国版微信公众

号“道德经”消息，当地时间 8 月 30

日下午，伴随着《我和我的祖国》的歌

声和快闪演出、以及德国友人精心排

演的舞龙舞狮，首届德国法兰克福中

国文化艺术节拉开帷幕。此次活动旨

在推广中国文化，加深中德文化交

流，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献礼。

中国节在法兰克福商业中心采

尔大街和卫戍大本营(Hauptwache)之

间的广场搭建起主舞台和 30 多个展

位，在 3 天的时间里，向法兰克福市

民和游客展现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

包括民间工艺、美食、书画、茶艺、剪

纸、武术、旗袍秀、民族歌舞等等。法

兰克福中国文化艺术节整个节日期

间预计将吸引近 10 万人的参访和体

验。

（据中国侨网报道）

对于工作生活在巴西的侨胞而言，今年的 8月充满了节日气氛。无论是巴西的“中国移民日”、中国与巴西建交 45 周年纪念

日，还是即将到来的新中国 70 华诞，都让侨胞欢欣鼓舞。在中巴关系稳步向前的大背景下，30 万在巴西的侨胞架起桥梁，推动

中巴民间交流日益频繁。

忙起来，乐起来
8 月，巴西的侨胞很忙，

忙着参加各种喜庆活动。

“中国移民日”无疑是 8

月的高光词汇。今年是巴西

“中国移民日”设立的第二

年、圣保罗市设立“中国移民

日”的第三年，巴西东北部伯

南布哥州首府累西腓市则迎

来了首个“中国移民日”。各

种庆祝活动精彩纷呈。今年

还是中国与巴西建交 45 周

年，新中国又即将迎来 70 华

诞，展示中巴友好的活动也

一场接一场。

8 月 15 日，巴西国会众

议院举行“中国移民日”庆祝

活动。同一天，累西腓市举行

首个“中国移民日”暨中巴建

交 45 周年纪念活动，当地政

要、各界友好人士及华侨华

人代表等近 200 人出席活

动。

更多的是侨界自发组

织的各种活动：8 月 18 日，

巴西华侨华人庆祝第二届

“中国移民日”暨慈善捐赠

活动在巴西圣保罗举行。当

天，圣保罗 44 个华人华侨

社团向巴西 12 家慈善机

构捐赠了 30 多万雷亚尔

(折合 8 万美元)善款。同一

天，巴西华人文化交流协

会在里约热内卢举办中国

电影展。

巴西华人协会会长张伟

表示：“我们巴西华人社区非

常重视 8 月 15 日这个日子，

因为这天具有双重意义，既

体现了中巴友好的源远流

长，又表现了巴西社会对中

国移民的认可。围绕这个纪

念日，我们巴西华人协会联

合圣保罗华助中心及华星

艺术团等圣保罗各侨社，共

同举办了系列庆祝活动，包

括‘纪念中巴建交 45 周年

图片展’、‘中国—巴西友好

杯’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和大

型美食与文化艺术游园活

动。此外，还有多个侨团联

合组织的中国艺术快闪、音

乐会等多种多样的庆祝活

动，精彩纷呈，吸引了大批

本地民众。”

8 月 12 日，由中国驻里

约热内卢总领馆和巴西里约

热内卢州政府共同主办的首

届中国巴西电影电视展在里

约热内卢开幕。8 月 11 日，

巴西华侨华人在圣保罗繁

华的保利斯塔大街举行“庆

祝祖国 70 周年华诞及中国

移民日”快闪活动，吸引了

众多巴西当地民众。

积极融入当桥梁
1900 年 8 月 15 日是巴

西官方有据可查的华人首次

抵达巴西的日子。中国首批

移民在里约热内卢、圣保罗

等地种茶、开路，为巴西经

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

献。2018 年 6 月 26 日，巴西

总统签署法令，将每年的 8

月 15 日定为“中国移民

日”。

“巴西共有近 30 万华人

华侨，其中 90%以上生活在

圣保罗。近些年，巴西华人社

区发展很快，华侨华人积极

融入当地，在经贸合作、慈善

捐助、文化交流、体育合作与

政治交往方面推动中巴友好

往来。”张伟说。

当然，这一切的大背景

是中巴两国之间日益紧密的

联系。巴西经济部的数据显

示，2018 年中国继续保持巴

西最大贸易伙伴地位，两国

双边贸易额超过 1000 亿美

元。而且，自 2003 年至 2019

年 3 月，中国在巴西投资额

累计达 713 亿美元，成为巴

西最大投资来源国。

民心相通的主力军
最近，巴西华侨华人在

圣保罗举行的“庆祝祖国 70

周年华诞及中国移民日”快

闪活动上，精彩的舞龙舞狮、

华裔孩子的童声合唱、热情

奔放的腰鼓表演还有展现东

方之美的旗袍秀等，都让众

多巴西当地民众喝彩不断，

清一色的巴西小伙子表演的

中国功夫更是令人印象深

刻。

目前，越来越多巴西人

开始喜欢中国武术。针灸作

为一种中医诊疗技术已经

被纳入巴西医保范围。中

餐、中文等也开始慢慢被巴

西人了解。在民心相通、文

明互鉴和人文交流方面，旅

居巴西的华侨华人发挥着

桥梁纽带作用，他们无疑是

中巴两国民间交流、民心相

通的主力军。

今年是中巴建交 45 周

年，金砖国家峰会还将在

巴西召开。中巴两国互动

交往正在增多。“我们要加

强与巴西各界的联系，积

极融入和回馈巴西社会，

为推动中巴各领域的合作

与交流作出新贡献。”张伟

说。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

在葡华侨华人联谊总会
与葡中华总商会结为兄弟侨团
据葡萄牙《葡华报》微信公

众号报道，当地时间 8 月 28 日

上午，葡萄牙华侨华人联谊总

会黄建胜会长及该会同仁，邀

请葡萄牙中华总商会蔡文显会

长伉俪及部分总商会成员举行

联谊活动，共同见证葡萄牙华

侨华人联谊总会与葡萄牙中华

总商会缔结友好协会，并聘请

蔡文显先生为葡萄牙华侨华人

联谊总会荣誉会长。

蔡文显表示，长期以来葡萄

牙中华总商会与葡萄牙所有社

团组织，保持着“团结互助、和谐

相处、真挚如一、肝胆相照”的兄

弟关系，愿旅葡兄弟侨团忠诚合

作，友谊长存，共建和谐侨社。

黄建胜表示，为了感谢中

华总商会的各位同仁及中华总

商会对葡萄牙华侨华人联谊总

会的支持和帮助，他向蔡会长

提议两会缔结为兄弟侨团，得

到了蔡会长的同意。葡萄牙中

华总商会和葡萄牙华侨华人联

谊总会，建立在平等互利、共同

发展、合作共赢、友好相处的基

础上，两个侨团结为兄弟侨团，

在以后的岁月里，双方活动互

相支持、互相参与，继续发展友

好关系，共同推动葡萄牙侨社

的和谐、团结与繁荣。

（据中国侨网报道）

美国福建马尾海外联合总会
举行庆中秋迎国庆活动
据纽约《侨报》报道，美

国福建马尾海外联合总会

于当地时间 9月 1 日，在曼

哈顿华埠举办“庆中秋·迎

国庆”联欢活动，社区侨领、

各界嘉宾及乡亲近 200 人

齐聚一堂，共同庆祝即将到

来的中秋佳节及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美国福建马尾海外联

合总会主席任旭明表示，该

会成立 30 多年来，在历届

主席领导下秉承创会宗旨，

牢记史命、团结乡亲、服务

侨胞，不断推动中美友好关

系的发展，帮助新移民融入

美国主流社会。同时引领广

大侨胞积极投入祖籍国和

家乡各项公益事业，努力构

建和谐侨社。

任旭明称，每逢佳节倍

思亲，中秋佳节是中华民族

文化传统，也是该会每年都

举办的一项盛大庆典，希望

借此机会让乡亲们联络乡

情，关注祖籍国的建设与发

展。此外，该会将于 2020 年

3 月举办换届仪式，候任主

席田锦志届时将正式走马

上任。（据中国侨网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