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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 月 12 日晚，

集美龙舟池畔，可听闻清脆

的骰子声伴随着欢声笑语。

当晚，来自印尼、泰国、

美国、俄罗斯等 50 多个国

家及港澳台地区的 700 余

名大学生，聚集在华文学院

草坪足球场上，一起博饼赏

月，共庆中秋。

博饼，也叫“博中秋饼”

“博会饼”，是厦门乃至闽台

一带一年一度的民间盛事，

参与者用 6 粒骰子投掷的

结果决定胜负。

现场海内外师生们十

来个人为一组，外国留学

生、港澳台侨学生、内地生

等“混搭”围坐在一个大红

碗面前，参与的人们相继掷

出骰子，期待“中状元”。“二

举！一秀！对堂！”几轮下来，

人人都有收获，节日的喜气

洋溢于骰子撞碰瓷碗的悦

耳叮当声中。

华侨大学香港籍学生

苏卓立迅速融入游戏，以 4

个四的成绩率先获得“状

元”大奖。欢呼声中，大家纷

纷祝贺，与“状元”合影，每

个人脸上满是笑容。

来自泰国的李佩佩特

地穿上民族盛装前来参加

活动。作为新一期外国政府

官员中文学习班的学员，这

是她第一次参加博饼，热闹

的气氛让她感到“非常开

心”。

每逢中秋节临近，在厦

门，大街小巷便会传出博饼

的叮当声。传说博饼起源于

民族英雄郑成功在厦门屯

兵之时，其部下洪旭发明，

以排解和宽慰官兵们思念

家乡亲人之苦。后来逐渐在

民间流传和改进，成为一种

有趣的民俗活动。

博饼活动在 2008 年入

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如今，在每个

厦门人心中，博饼与中秋这

一节日紧紧联系在一起。

（黄咏绸 吴江辉）

本报讯（通讯员阮彬彬）

时值 2019 厦门国际投资贸

易洽谈会投洽会举办之际，

缅甸福建总商会副会长林

雄、德国福建商会梁远香等

到访厦门市思明区侨联，共

商侨事，畅叙情谊。

思明区侨联主席苏枫

红和区侨联青委会副会长

梁建成热情接待到访客人。

林雄介绍了缅甸福建

总商会的基本情况和发展

现状。他说，总商会自成立

以来汇聚了 400 多家企业，

涉及福建全省九个地市的

各个行业领域，始终发扬传

承精神，联结新侨老侨，积

极为福建企业走出去牵线

搭桥，为缅甸发展出力，为

家乡的建设添砖加瓦。

苏枫红向来宾介绍了

思明区的区情、侨情及营商

环境。她说，全区上下正加

快建设高素质高颜值现代

化国际化的幸福思明，为广

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参

与家乡建设、服务建设发展

提供更广阔空间。

她表示，希望缅甸福建

总商会发扬爱国爱乡、情系

桑梓的优良传统，凝聚闽商

力量，共搭交流发展新平台。

本报讯 （通讯员 蔡滢）9

月 12 日，致公党福建省委“爱

我中华·侨海报国———‘我和我

的祖国’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诗歌朗诵会”在福州举办。

致公党厦门市委择优推

荐了三组诗歌，表达厦门致

公党员对祖国母亲的深深眷

恋和由衷热爱。思明第六支部

党员、致公党市委教育文化委

员会委员、厦门市广电集团播

音员李鲲，深情地歌颂《我的祖

国》，祝愿祖国“永远充满希

望，永远朝气蓬勃”；集美小

学支部副主委、集美小学教

务处副主任苏志崧自豪地表

白《祖国，我深爱的祖国》，许

下“用致公党人最诚挚的心，

为祖国书写激情澎湃的壮丽

篇章”的誓言；来自湖里第三

支部的党员、厦门市广电集

团记者郭彩容，饱含着充沛

的感情寄语《祖国，我的母

亲》，讲出了亿万儿女，“时刻

准备着奉献青春，再创辉煌

谱写奇迹”的豪情。党员们精

彩的演绎，带来了一场深蕴

爱国情怀和奋斗豪情的文化

视听盛宴，获得了与会领导

和听众的一致好评。

据悉，本次诗歌朗诵会也

是致公党厦门市委“不忘合作

初心，继续携手前进”主题教育

活动内容之一。

本报讯（通讯员 阮彬彬）

近日，思明区侨联青年委员会第

四届委员大会召开，近 70 名侨界

青年出席大会。厦门市侨联副主

席洪春凤，思明区侨联主席苏枫

红，思明区侨联副主席张和辉到

会祝贺。

大会审议通过区侨联青委会

第三届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

生新一届常委及班子，魏剑当选

为会长，胡智霖当选常务副会长

兼秘书长，会上还聘请了 8名荣

誉职务。

据悉，新一届委员会有四大

亮点：一是党建引领强化班子。

由 1 名会长，1 名常务副会长兼

秘书长，13 名副会长组成班子，

由新侨企业非公党建领头雁、

支部书记担任会长及常务副会

长，带领侨界青年听党话，跟党

走。二是新侨担当汇聚活力。委

员来自 13 个国家归侨侨眷和侨

界新生代共 55 人，年龄结构趋

向年轻化，最年轻委员 23 岁。三

是广纳英才锐化结构。新一届

青委会呈现矩阵化、精英化特

点，广泛吸纳行业精英代表及

优秀侨界青年，科学分配各领

域配比，其中高层次海归精英

人才 25 名，硕士以上 22 人。四

是创新思路别具一格。首次以

新媒体方式向大会报告工作。

洪春凤充分肯定第三届青委

会工作，她希望，青委会要传承发

扬优良传统，围绕“活力侨青、创

新侨青、特色侨青、共赢侨青”理

念，树立全省、全国的旗帜与标

杆；要释放活力，打造最富创造

性、最具影响力的侨青队伍；要作

响品牌，凝聚青年合力，为侨联事

业添砖加瓦。

思明区侨联青委会于 2005

年成立，是全国首个区级侨联青

委会。

艺术搭友好桥梁

画笔传嘉庚精神
集美展出国内外艺术家

的 200 多幅作品
本报讯 以艺术为桥梁增进“海丝”各国

的交流，进一步在海内外打响“嘉庚精神”的

金字招牌。9 月 15 日，东盟文化艺术创作季

(第一季)活动成果展在位于集美的东盟文化

艺术交流中心正式开幕，展出中国与东盟国

家 30 多位艺术家的近 200 幅画作，其中包括

嘉庚精神、人文集美主题画作近五十幅。

此次活动在集美区委宣传部、集美区街

道办事处的支持下，由泰国东盟加六国贸易

促进会主办，东盟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福建省

国际友好联络会、集美区文联、厦门理工学院

文化产业与旅游学院承办，集美区书画家协

会、厦门国际商会协办。展览将持续至 10 月

31 日，期间免费向公众开放。

近一个月来，30 多名来自泰国、马来西

亚、印度尼西亚、日本、菲律宾等国的艺术家

与中国艺术家一起走进嘉庚故里，用书画作

品呈现他们心中的嘉庚精神和人文集美。

采风期间，艺术家们先后参观了集美鳌

园、陈嘉庚故居、大社、陈嘉庚纪念馆以及集

美新城等地，充分感受集美的自然风光、人文

风貌、城市发展和特有的“一精神三文化”(即

嘉庚精神及华侨文化、闽南文化、学村文化)。

（应洁 林岚）

庆祝建国 70 周年
厦门莆田老年书画作品联展

在厦举行
本报讯（记者 林硕）丹青泼彩歌盛世，

翰墨飘香书华章。由厦门老年书画研究会、

莆田书画研究会合办的“庆祝建国 70 周年厦

门莆田老年书画作品联展”揭幕式于 9 月 17

日上午在厦门市老年活动中心新馆举行。

此次展出两地作品各 60 幅，作者们以生

动的笔墨，创作了众多主题鲜明、格调高雅，

集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于一体的优秀作

品，抒发了爱国、爱党的真挚情怀，并藉以唤

起广大民众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自

信心与自豪感。

此次联展由厦门、莆田两市老干部局、文

化旅游局、卫生健康委员会、老年书画研究会

等单位联合举办，展出时间持续到 9月 23日。

两岸叶氏宗亲在厦共庆佳节
本报讯 月到中秋分外明，每逢佳节倍思亲，

姓氏文化牵起两岸血脉亲情———中秋之际，两

岸叶氏宗亲 180 多人齐聚厦门，参加厦门市姓

氏源流研究会叶氏委员会组织举办的海峡两岸

中秋联谊会，共度中秋，凝聚共识，同叙两岸之

间血浓于水的亲缘感情。

会上，厦门市姓氏源流研究会叶氏委员会

向参加联谊会的台湾叶氏代表赠送了《厦门与

台湾姓氏文化》《叶氏族谱》等书。两岸叶氏宗亲

共同体验厦门的博饼风俗。厦门市姓氏源流研

究会叶氏委员会永久荣誉会长叶福伟告诉记

者，两岸宗亲常常共同参加姓氏源流文化活动，

进一步加强两岸交流交往，包括厦门春秋两季

祭祖活动，金门青少年中小学、大学姓氏源流知

识竞赛及海峡两岸道德论坛等。

财团法人台北市全台叶姓祖庙董事长叶士

家就是通过 19 年前厦门叶姓宗亲组织的一场

寻根活动来到厦门并爱上厦门的。他告诉记者，

最近，两岸叶氏宗亲共同拉开“姓氏寻根”的活

动，目前已找出了台南水牛厝、嘉义水务处等叶

氏宗亲三万多人。

厦门市正全力打造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来参加联谊的厦门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副会长

叶永松表示，政府的惠台政策措施激发创业活

力，希望厦门与台湾继续深化经贸合作、产业交

流及文化交流。 （沈彦彦 王元晖）

厦门赴金马澎个人游签注

恢复办理
本报讯 9 月 20 日起，厦门出入境管理部门

恢复受理赴金马澎个人旅游签注申请，厦门居

民办妥赴金马澎个人旅游签注后，请向有资质

的旅行社咨询办理入台许可证件。

9 月 16 日记者从厦门出入境管理部门获

悉，出入境受理窗口(含自助办证一体机)仅受理

本市户籍居民赴金马澎个人游签注申请，经直

接通航金马澎地区的口岸出境。

据了解，此前 7 月 31 日，文化和旅游部官

方网站发布公告表示，鉴于当前两岸关系，决定

自 2019 年 8 月 1 日起暂停 47 个城市大陆居民

赴台个人游试点，其中包括金马澎等离岛。

（朱俊博）

首家台湾律所入驻厦门

加强两岸律师界交流合作
本报讯 9 月 17 日，台湾何志扬律师事务所

驻厦门代表处在厦门自贸片区揭牌成立。这是

厦门自贸片区设立的首个台湾律师事务所驻厦

代表处，也是福建自贸试验区首家获批设立的

台湾地区律师事务所驻大陆代表机构。

厦门是海峡两岸交流合作的重要窗口，随

着两岸经贸合作的不断深化，人员往来日渐频

繁，两岸民众对法律服务的需求不断增长。加强

两岸律师界的交流与合作，更好地为两岸同胞

提供法律服务，是厦门司法行政机关对台工作

的主要特色和亮点之一。

据何志扬律师介绍，今后将重点服务在厦

的台商、台胞，服务项目包括：两岸商务合同拟

定、两岸商务仲裁、两岸货物关税申报及争端处

理、两岸职工劳动争议处理、两岸婚姻、继承及

收养纷争处理、两岸房产纷争处理等方面，提供

专业的法律咨询和诉讼服务。作为首个落户厦

门自贸片区的台湾律师事务所驻厦代表处，将

先行先试，为两地企业提供更加便捷、更加多样

化的法律服务，更好地服务两岸经贸往来。

1997 年，厦台两地律师行业开启了交流交

往的先河，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两岸律师界联

系日益密切。厦门创办了两岸律师交流交往的

品牌———海峡律师论坛，促成 22 名台湾律师在

厦门实习执业、6家台湾律师事务所在厦门设立

代表处、厦台两地 24 名律师互相聘为法律顾

问，设立了全国首家大陆律师事务所和台湾律

师事务所联营办公室，为深化两岸经贸交流合

作做出了突出贡献。 （江海苹）

厦门致公党员献礼
“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诗歌朗诵会”

思明区侨联青委会完成换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