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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弘扬嘉庚精

神，提升集美大学陈嘉庚与

华侨系列研究水平，10 月

21 日上午，集美大学举行

陈嘉庚研究院揭牌仪式活

动，并启动 2019 年度陈嘉

庚与华侨研究重大项目立

项工作。

仪式上，集美大学校长

李清彪表示，嘉庚精神是集

美大学的立校之本，也是办

学的金字招牌。成立嘉庚研

究院旨在提升集美大学的嘉

庚精神和华侨文化，而传承

好嘉庚精神必将有力推动学

校各项事业发展，助力学校

双一流建设。

集美大学科研处负责人

汇报了今年以来关于研究院

的建设工作进展情况，并宣

布了首批陈嘉庚研究重大项

目立项名单。

12 个重大研究项目

立项时间为 2019 年 9 月，

项目阶段性成果完成时限

为 2020 年 12 月 31 日。目

前，已聘请华侨大学许金

顶教授为集美大学讲座教

授，协助负责研究院的建

设工作。

据悉，陈嘉庚研究院建

设是列入厦门市“海丝”发展

战略的重要项目，是集美大

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综合

机构。陈嘉庚研究院将主动

瞄准省市重点发展领域，通

过学科交叉、协同创新，主动

对接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倡

议的重要研究任务。另外，未

来，该研究院将推动陈嘉庚

文集出版，联合厦门大学、福

建人民出版社申请国家社科

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林歆刚）

本报讯（记者 林硕）10

月 22 日，位于思明区中山路

2 号华侨银行新大楼一层的

侨批展厅对公众开放。

上午九时，华侨银行

大楼前，鹭江道一侧被命

名为“侨批文化广场”的

空地上，聚集了前来观展

的人群。厦门市侨联副主

席洪春凤、思明区统战部

副部长张兴、中华街道主

任陈泽昭、华侨永亨银行

厦门分行行长宋玲玲、福

建省收藏家协会名誉会长

洪明章、厦门历史影像研

究会陈亚元、白桦等嘉宾

出席活动，思明区侨联主

席苏枫红做简要介绍。

苏枫红对各界的支持

表示感谢，对大家的到来

表示欢迎。她介绍到，侨

批是 19 世纪中叶到 20 世

纪末海外华侨华人与故土

乡亲的跨国家书，有“侨

史敦煌”之美誉。2013 年，

侨批档案被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列入了《世界记忆名

录》。侨批真实反映了各

个时期国际形势和海内外

政治、经济、文化、社会、

风土人情等方面的变迁，

成为海丝记忆的组成部

分。厦门是著名侨乡，有

着悠久的侨批文化历史。

为进一步挖掘、整理、保

护、传承侨批档案，思明

区侨联、中华街道办事

处、华侨永亨银行（中国）

有限公司厦门分公司合作

共建了侨批展厅。

随后嘉宾们将展厅大门

打开，象征侨批展厅向市民

开放，以增进大家对侨批文

化的了解。

华侨银行由著名实业家

李光前先生创立，是新加坡

成立时间最早的本土银行。

华侨银行曾是南洋华侨回寄

钱款建设家乡的重要载体。

早在 1925 年，华侨银行就在

厦门设立了第一家分行。90

多年来，华侨银行从未间断

过在中国的业务和服务，一

直为华侨提供通商融资。几

十年来，许多华侨通过华侨

银行办理汇兑，把大笔侨汇

寄给祖国，为家乡修桥铺路、

开办学堂、兴祠堂建庙宇，同

时银行也促进了厦门进出口

贸易的发展。

本报讯 10 月 19 日下午，第二届集

美“学村杯”龙舟邀请赛在龙舟池举行，

来自集美本土高校、街道、社区等的 12

支队伍激情开桨。经过激烈角逐，集美大

学派出的三支队伍分别获得第一、第三、

第四名，成本次比赛最大赢家，来自嘉庚

先生出生地的集美大社队捧走了亚军。

据了解，陈嘉庚先生积极倡导龙舟

运动，上世纪 50 年代初亲自筹划和组织

集美龙舟赛，并在 1955 年建造了龙舟

池。今年是陈嘉庚先生诞辰 145 周年，本

月是嘉庚精神宣传月，集美学村体育协

会主办、集美区龙舟协会承办本次赛事，

邀请嘉庚故里的百姓和学子们一起上演

“龙舟竞渡”。

本次大赛亚军集美大社队的负责人

陈思图告诉记者，由于队员们都是上班

族，只能利用晚上的休息时间训练，一周

要训练五六次。据了解，每年大社的龙舟

爱好者都会作为集美街道龙舟队的成

员，参加“嘉庚杯”海峡两岸龙舟赛，多次

拿下冠军，为家乡赢得荣誉。

值得一提的是，通常龙舟赛都是每

条船 20 名桨手加 1 名舵手、1 名鼓手的

配置，而本次比赛每艘船的桨手只有 16

名，比以往难度更高、挑战性更大。

（林桂桢）

本报讯 （通讯员

阮彬彬）10 月 16 日，

思明区侨联在“侨胞之

家”举办“侨心向祖国”

座谈会暨“老侨之家”

揭牌仪式，侨界老前

辈、新侨以及侨联班子

共 30 多名参加，会议

由思明区侨联主席苏

枫红主持。

为更好珍惜老侨

热情奉献的情怀，继续

筑巢留情，思明区成立

“老侨之家”并举行揭

牌仪式。老侨感到无比

的喜悦和欣慰，称“老

侨之家”的成立是他们

的精神归属，并表示将

发挥老侨余热，真正组

织起来,活跃起来,并团

结侨界群众，促进社会

和谐发展。

座谈会上“80 后”

的新侨与五位自诩为

“80 后”的老侨真情互

动。滨海街道侨联主席

陈有理讲述开展寻根

工作的点滴，表示要建

好寻根队伍，搭好海内

外华人华裔血脉相连

的桥梁，做好寻根的传

承，为中华民族之树培

土生根。受邀回国参加

中国侨联第四期海外

联谊培训的菲律宾侨

领黄美丽深刻感受到

祖国发展壮大，愿成

为中菲两国友好交流

的友谊使者。瑞典归

侨、医学博士、广西大

学医学院院长齐忠权

表示将用毕生所学培

养更多的医学精英，

积极为侨界群众做好

健康公益服务，为祖

国医疗事业出一 份

力。区侨联海外顾问

李德权分享其培养下

一代不忘“根”的故事，

引导子孙传承爱国爱

乡优良传统和爱拼才

会赢的精神。区侨联港

澳顾问、厦门市海丝慈

善会创会会长蔡罗莎

表示要努力扩大中菲

两国的公益帮扶项目，

以慈善文化助力“一带

一路”发展。

区侨联原常务副

主席邓惠娟及原区外

侨办主任高民强均对

做好新时代侨联工作

提出了宝贵意见和建

议。新加坡归侨陈毅明

教授、厦门市缅甸联谊

会会长陈汀阳热情洋

溢地赋诗，表达对祖国

真挚感情。鼓浪屿街道

侨联主席许一心提出

结合街道侨联特色，坚

持“文化自信”，做好鼓

浪屿侨史馆建设，弘扬

好华侨文化，讲好中国

故事，传播好中国声

音。区侨联副主席吕韶

风表示将发挥侨联班

子作用，立足自身，创

新做好新时期侨联工

作。区侨联青委会会长

魏剑被侨界老前辈的

话语深深感动着，他

说，老侨是侨青学习的

榜样，将带领侨界新一

代发扬传承老侨光荣

传统，建好学习交流平

台，引领新侨在各行各

业建功立业。

本报讯 10 月 20 日，厦

门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通

报称，即日起，全市 69 台出

入境自助办证一体机 (以下

简称一体机) 办理签注业务

时，已全部实现支付宝缴费

功能。

据了解，此前该一体

机仅能使用现金方式缴

费，目前，该一体机的签

注业务开通支付宝缴费功

能，并保留现金缴费方

式，方便不同人群不同的

支付需求。

据介绍，申请人在该一

体机上使用支付宝成功缴费

后，回执单上会打印本次办

理业务对应的缴款码，以及

“福建省非税收入和财政票

据公共服务平台”网址，提示

申请人凭缴款码，按省财政

厅有关规定自行验证、打印

电子票据，并在线取得具有

法律效力的电子票据。

目前，厦门市公安局出

入境管理局办证大厅、市区

两级行政服务中心以及 53

个有户籍管理的派出所均已

实现了该一体机的覆盖，群

众可以就近选择前往自助办

理相关业务。

（程午鹏黄华军）

集美区侨联

举办“庚·读者”活动
本报讯 10 月 19 日，由集美区侨联主办、

厦门市青少年成长教育协会协办的“弘扬嘉

庚精神 践行初心使命”主题教育“庚·读者”

活动暨党员志愿服务活动，在集美鳌园隆重

举行。集美区统战联合党支部全体党员、集美

区侨联全体干部职工、集美中学、集美第二小

学、嘉庚文化志愿者服务队、嘉庚邮局科普教

育基地等师生、志愿者 100 余人参加了活动，

现场观看演出观众达 600 多人。集美区委统

战部常务副部长陈建智、集美区侨联主席陈

群英、集美区工商联党组书记吴萱萱等参加。

活动以集美鳌园为平台，开展形式多样、

容丰富的文化活动，展示嘉庚精神、侨乡文

化、闽南文化、学村文化的时代价值，向海外

华人华侨和群众讲述中国故事，展示中国人

民与世界各国人民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友好姿态。在两个小时的活动中，组织者先

后为现场观众呈上《在灿烂的阳光下》大合

唱、《感恩的心》手语表演、《望春风》乐器合奏

及贯口、绕口令和《壮丽七十年共同迈向未

来》《祝福你，祖国》《中华少年》中英文诗词朗

诵等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从不同视觉展现

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从不同角度讴歌我们

伟大祖国的繁荣昌盛。

湖里区五个“最美侨界家庭”

受表彰
本报讯（通讯员 黄霓裳）近日，厦门市

侨联在团结大厦召开表彰座谈会，为 50 个获

评“最美侨界家庭”颁发纪念牌匾。

湖里区共有五个家庭受表彰，他们分别

是：“金婚夫妻”王维南、陈如能；“教子有方”

郭光辉、陈英华；“助人为乐”肖美珍等。

郭光辉在表彰座谈会上作了“教子有

方”的交流发言。他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家

庭教育中需要注意的细枝末节：“父母是孩

子一生中最重要且不可代替的教育者，教

孩子做人是家长义不容辞的责任，营造温

馨和睦的家庭环境，是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的源泉，家人之间相亲相爱、邻里之间和睦

相处，是教孩子做人的第一步；家庭教育比

学校教育更重要，言传身教、以身作则，是

父母的天职；教育以健康与品德排第一，其

次是学习和努力；尊老爱幼、勤俭持家、爱

岗敬业、懂得处事做人，是一个人最基础的

本领，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教孩子谦

逊诚实、心存感激，用欣赏的眼光看待他人

的感恩教育，是培养孩子健康心理的基本

要求。愿我们全社会齐心协力，共同营造出

更多的温馨、和谐、向上的最美家庭。”

海峡两岸交流基地授牌

探索泛营地研学新模式
本报讯 10 月 19 日，“海峡两岸交流基

地”授牌暨“两岸童心共赢未来”研学营开

营仪式在厦门(集美)闽台研学旅行基地举

行。

近年来，集美区出台《集美区关于鼓励对

台青少年来集研学旅行奖励办法 (试行)》，创

新打造大陆首个闽台研学旅行基地———厦门

(集美)闽台研学旅行基地。截至目前，基地共

接待两岸研学生 265 批次超 3 万人次，其中

台湾研学生 2200 余人次，“研学看集美”在台

湾已有一定的知名度。

下一步，集美区将以“海峡两岸交流基

地”为新起点，围绕打造“大陆最大对台研学

旅行基地”目标，创新提升、先行先试，探索研

学总部、研学营地和各研学旅行单位相结合

的“1+1+N”的泛营地研学新模式，加快闽台

导师培训认证中心、课程研发中心、单元认定

中心建设，修订完善对台研学政策，优化研学

大数据服务平台，开发更多标准化、定制化研

学旅行产品。 （陈满意 林小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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