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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亲眼见证地铁

1 号线列车组命名为“嘉庚

号”、全新车厢形象抢先看、

“陈嘉庚纪念馆线上展厅”

启动、与“嘉庚号”科考船互

动、参观航空航天邮票展

……10 月 26 日，一系列精

彩纷呈、意义深刻的嘉庚文

化周主题活动，与您相约白

鹭洲广场。

去年，也是在 10 月嘉

庚精神宣传月，市委宣传

部、市委统战部联合厦门

日报社共同主办了首届厦

门嘉庚文化周，通过一系

列精彩而有意义的活动，

打造了弘扬嘉庚精神的主

舞台之一，在各界引起了

强烈的反响。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厦门解放 70 周年，也

是陈嘉庚先生诞辰 145 周

年，在市委宣传部、市委统战

部指导下，集美学校委员会、

集美区委宣传部、厦门日报

社、陈嘉庚纪念馆等共同推

出第二届厦门嘉庚文化周，

借助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市

民走近嘉庚先生，了解嘉庚

精神。

作为今年众多嘉庚文化

主题活动中的重头戏之一，

“嘉庚号”厦门地铁 1号线列

车组将在第二届嘉庚文化周

启动仪式上被正式命名，同

时“嘉庚号”地铁模型揭牌仪

式也将举行。

作为厦门最先开通的

轨道线路，地铁 1 号线几乎

一半里程在陈嘉庚先生的

故乡———集美区。这条线路

还被誉为“全国最美海景地

铁”，从高崎跨海而来，直奔

陈嘉庚一手打造的集美学

村。值得一提的是，这段最

美海景路线，就是在陈嘉庚

倡建的高集海堤和集杏海

堤基础上建设的，集美学村

站也是由嘉庚先生倡建的

鹰厦铁路的老火车站改造

而来。

“近年来，来厦门乘坐

地铁的游客越来越多。经

过厦门北站、轮渡的地铁

1 号线，是外地游客了解

厦门的一扇窗口。”集美

校委会副主任、陈嘉庚纪

念馆馆长陈呈表示，市委

统战部、集美校委会结合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牵头协调将地铁

1 号线命名为“嘉庚号”，

通过“嘉庚号”唤起人们

对嘉庚精神的重视，进一

步了解、学习嘉庚精神。

被命名为“嘉庚号”后，

地铁 1号线将增添更多嘉庚

元素。即将通过大屏幕视频

在白鹭洲广场亮相的模拟车

厢，分为驾驶舱、车厢两个部

分。车厢部分通过液晶显示

屏车窗播放嘉庚精神宣传

片。驾驶舱部分以“嘉庚邮

局”为主题，用于展示、宣传、

赠送嘉庚精神有关的文创产

品。 （林桂桢）

致公党福建省委会

重阳节敬老慰侨
本报讯 据致公党福建省委会消息，连日来，

由致公党福建省委会机关、泉州市委会共同主办

的“幸福新时代侨乡新风貌”暨重阳节走进侨乡

敬老慰问活动在泉州晋江市安海镇水后村举办。

在安海镇水后村水头老人会活动广场，致公

党省委会机关干部与水后村村民共同进行了内

容丰富的文艺表演。古筝独奏《春到湘江》、健身

气功《八段锦》、腰鼓表演《欢庆》、扇子舞《欢聚一

堂》、诗歌朗诵《我和我的祖国》、广场舞《舞动中

国》等节目精彩纷呈，现场气氛热烈，掌声不断。

致公党福建省委会专职副主委吴棉国在致

辞中表示，重阳节是中国的传统佳节，尊老敬老

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

同责任。致公党省委会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侨乡事

业发展，将“关爱敬老”活动作为在侨乡开展社会

服务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吴棉国希望通过这类活动，进一步激发致公

党全省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对“侨”、对老龄人群

的关心关注，切实履行参政党的职能，践行“致力

为公，善行大闽”的社会服务理念。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捐款仪式，14 名热心人士

和 3家热心企业共捐款捐物价值近 10 万元。

宁化举办第 25 届
世界客属石壁祖地祭祖大典

本报讯 近日，第 25 届世界客属石壁祖地祭

祖大典在三明市宁化县石壁客家祖地文化园举

行，来自海内外 145 个客属社团的客属嘉宾及本

地宗亲共约 12000 人齐聚祖地，寻根谒祖，共话

发展。

祭祖大典前，福建省侨联巡视员林建华等与

会领导会见了前来参加祭祖大典的马来西亚居

銮客家公会会长、太平局绅姚森良等 32 名海内

外客属社团代表。期间，还举办了海峡两岸客家

武术大赛、海峡两岸客家姓氏族谱展示交流会、

宁台农特产品展销会、石壁客家论坛等系列活

动。

据介绍，2015 年 7 月，宁化客家祖地文化园

被中国侨联确认为“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

地”，作为客家祖地和客家文化的发源地，客家祖

地文化园在促进海内外文化交流，弘扬中华优秀

文化等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现已成为三明市对

外交流的重要窗口和联结海内外客属乡亲的精

神纽带。 （周治杰）

本报讯 为庆祝新中国

成立 70 周年华诞，10 月 12

日晚，湖里区委统战部在厦

门第六中学至善大礼堂隆重

举行“礼赞新中国，筑梦新时

代”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文艺汇演活动。

由湖里区各民主党派、

各统战社团、各街道党工委

等单位选送的十二个精彩节

目，以不同的表演形式深情

向祖国表白、为祖国祝福！展

演活动进一步提振了统一战

线成员的精气神，充分展示

了湖里统战人锐意进取、团

结拼搏的精神风貌，表达了

湖里统一战线各界人士的爱

国之心、强国之愿、报国之

志。

厦门市委统战部副部长

郑秀文、厦门市体育局副局

长陈岚，湖里区委常委、统战

部部长陈晓东、区人大副主

任曾文生、区政府副区长陈

颢颖、区政协副主席陈雄辉

等领导与来自湖里区各民主

党派、区工商联、各街道、各

统战社团等社会各界代表人

士 400 余人一起观看了演

出。

晚会现场，陈晓东发

表致辞，对湖里区广大统

一战线成员积极参与湖里

经济社会发展表示感谢，

殷切期望大家进一步凝聚

政治共识、坚定理想信

念，凝心聚力、勇担使命，

携手全力推动岛内大提

升，共建湖里高素质高颜

值现代化中心城区，奋力

谱写新时代特区发祥地新

篇章。

展演活动在节奏铿锵

有力、旋律气势磅礴的鼓

声中拉开帷幕，来自湖里

街道党工委的鼓舞表演

《鼓乐华章》充分展现了

特区发祥地湖里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热爱与赞美。晚

会以“礼赞新中国，筑梦

新时代”为主题，共分三

个篇章。

本报讯 10 月 12 日下午，2019 中国（厦

门）商人合唱节在厦门人民剧场正式启动。

据了解，此次合唱节是由厦门市委统战

部、厦门工商联(总商会)主办，总商会文化专

委会、万人集团共同承办的一档创新性文化

类歌唱比赛，厦门市工商联（总商会）所属商协

会、团体会员及全市民营企业、全国异地厦门

商会均可报名参赛。每个商协会或每个企业

有且仅有一支参赛队伍，人数为 30 人 -60

人。目前共有 16 支代表团参赛，赛事分为初赛

和决赛两个阶段，设置最佳才艺奖、最佳创意

奖、最具台风奖、最具人气奖等奖项。

每场初赛排名前 4 的队伍晋级总决赛，初

赛结束后将开启网络评选，决赛阶段最终决

出冠亚季军，冠亚季军将于 2019 中国（厦门）

商人节文艺会演环节集体亮相。 （张奇辉）

本报讯九九重阳节，浓浓敬老情。为弘扬中

华民族敬老、爱老、助老的传统美德，10 月 7 日下

午，致公党厦门市委医卫健康委员会组织医疗专

家到湖里伍心养老院开展大型义诊活动，让老年

人在重阳佳节感受全方位的医疗保健服务。

在医卫委主任郑建玮、副主任吴超英、李梅

的带领下，医卫委消化内科、心血管内科、骨科、

外科、中医科等多学科专家为老年人进行医疗保

健服务。活动现场，来自厦门各大医院的专家们

发挥专业特长，仔细为前来就诊的老年人会诊，

详细询问他们的身体状况，耐心细致地检查、分

析病情，讲解注意事项，现场还有测量血糖、量血

压、心肺听诊、中医理疗等项目。对前来咨询的老

年人所关心的常见疾病的早期症状、日常生活中

如何防治等问题，专家们也耐心进行了讲解，并

根据咨询者的不同情况分别提出养生、保健及治

疗建议。

本次活动不仅为伍心养老院的老年人们送

去了医疗服务，也送上了浓浓的重阳节祝福，使

他们在这个特殊的节日里感受到了社会的温暖

和关怀，度过一个快乐的节日。参加活动的专家

们表示将继续弘扬孝老爱亲的中华美德，秉承便

民惠民、关爱老人的服务理念，体现致公党员服

务社会的担当和情怀，定期参加送温暖活动，努

力为营造尊老敬老的社会氛围献计出力。

（刘文明）

本报讯 近日，思明台胞

驿站第九个联谊点———沙

坡行台湾青年创业基地正

式成立。

基地位于沙坡尾 58 号，

总运营面积约 8000 平方米。

其中，办公面积约 2500 平方

米，可为台湾青年来厦创业

就业提供 200 多个工位；商

业面积约 5500 平方米，结合

文创、咖啡、美食、音乐餐吧

等业态，打造“演员最爱的餐

厅”，为沙坡尾影视拍摄基地

提供配套服务。

未来，这里将定期举办

联谊活动及台湾地区原创产

品市集，搭建两岸青年文化

交流合作平台，提升台湾青

年原创产品在大陆的知名

度及销售通路。同时，在孵

化台湾青年文创、互联网、商

贸等行业项目的基础上，打

造台胞台企“登陆”的温馨家

园。

据了解，目前入驻基地

的台湾企业有 30 余家，引进

台湾青年约 50 人，业态有新

媒体时尚网红产业、台湾原

创设计、文旅产业、商贸及影

视音乐等。（吴晓菁）

本报讯 旅居海外 20 多

年，她带回千余件艺术收藏

品献给祖国。10 月 16 日起，

“异域风情———王丽萍女士

捐赠展 ”将于厦门市博物馆

开展，展览持续至 11 月 16

日。

王丽萍女士是中国创

美科普知识推广传播中心

创办人，爱好收藏的她由

于工作原因，常年在世界

各地奔波行走，收藏了许

多海外艺术品。2017 年，

她将自己的部分藏品捐给

厦门市博物馆，希望借助

国有博物馆的保护和利

用，与全社会共享海外艺

术品之美。经仔细清点，

这些收藏品品类丰富，包

括陈设品、生活用具、民

族服饰饰品等，共计 1395

件 / 套，产地遍及五大洲

的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

此次展览选取部分王丽

萍女士所捐赠的代表性藏

品，它们蕴含着不同国家、不

同地域的独特文化元素，具

有较高的艺术欣赏价值和历

史研究价值。一件件、一组组

展品搭起文化交流的桥梁，

呈现一场别样的文化盛宴。

（曾宇姗）

致公党厦门市委医卫健康委

开展重阳节义诊

湖里区统一战线举行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文艺汇演

旅居海外 多年带回千余件艺术品
王丽萍女士捐赠展在厦博开展

2019 中国（厦门）
商人合唱节举行

思明台胞驿站
第九个联谊点成立
已入驻台湾企业 30 余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