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2 侨务动态 2019 年 11月 22日

编辑：许银锑 美编：蔡晓伟

www.xmweekly.com

本报讯（记者 翁舒昕）

11月 18日，为期一个月的

“好莱坞华人电影之光”展

览在华侨博物院开幕。本次

展览由华侨博物院和美国

何振岱文化研究基金会主

办、美国华美博物馆协办。

“好莱坞华人电影之光”

展览是第 28届中国金鸡百

花电影节配套活动。本次展

览共分为七个部分，按时间

顺序介绍了华人演员在好

莱坞艰辛的发展历程。展览

将展出精选的 40 张华裔电

影海报和电影《雨人》所获

得的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

奖奖杯，这是奥斯卡小金人

第一次在厦门与观众见面。

一个世纪以来，华人演

员闯荡好莱坞的步伐，前仆

后继，从未停止。从开始的以

黄柳霜、李小龙为代表的早

期华人演员，在种族歧视中

顽强发展，到后来成龙、李连杰

凭借功夫电影的崛起取得的

辉煌，华人演员在好莱坞电

影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进入

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明星

进一步融入好莱坞，形成了

在好莱坞发展的中国电影人

群体。举办此次“好莱坞华人

电影之光”展览，表达了对好

莱坞华裔电影人的温情和敬

意，同时期待更多华裔电影

人出现在好莱坞的世界舞台

上，创造华人电影新的辉煌。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白睿文

多年一直很关注华语电影

的发展。他告诉记者，从《卧

虎藏龙》开始，中国电影开

始从艺术院线走向商业院

线，市场变大了。上个世纪

90年代末以后，随着徐克、

成龙、李连杰等进入美国市

场，中国影片的受关注度又

渐渐提高。“投资方以前会

觉得华裔背景的演员不能

带来票房，但是现在完全改

变了这个看法，从来没有看

到好莱坞对华人世界那么

认可。近几年，出现了一批

好莱坞投资、华人班底的电

影，好莱坞开始意识到了华

人的市场，华人演员获得越

来越多的认可与机会。”

本报讯 11 月 14 日，阿

根廷和平统一促进会副会

长、阿根廷洪门协会会长尤

震，巴拉圭洪门会长施智文

及巴西洪门南美总会常务副

会长林炳旺一行 7人访问厦

门，受到致公党福建省委副

主委、厦门市委主委徐平东

的亲切会见，并与其座谈。致

公党市委原副主委王起 、

秘书长李瑞盛参加座谈。

徐平东对三国洪门一

行来访表示欢迎，他表示，

阿根廷、巴拉圭及巴西的洪

门组织曾多次访问厦门，致

公党厦门市委也曾多次组

团访问南美，保持密切联

系，结下了深厚友谊。他对

三国洪门在促进中国与南

美国家友好交流、参与“一

带一路”建设所作出的努力

及发挥的独特作用表示赞

赏。南美洪门人士中有不少

台籍人士，他希望南美洪门

人士发挥独特优势，积极推

动两岸融合发展。

尤震、施智文、林炳旺

分别介绍了所在洪门组织

的基本情况，并表示，此行

回国，参加了致公党中央在

珠海举办的海外洪门社团

负责人研修班，对“一带一

路”相关政策有了进一步的

认识，对海外社团建设与发

展有了深入了解和新的思

考；访问了成都、泸州、福州

等地，与各地致公党组织交

流座谈，深交老朋友，广交

新朋友，收获颇丰。南美洪

门组织一贯主张两岸和平

统一，积极开展反独促统工

作，响应“一带一路”倡议。

希望今后与致公党厦门市

委进一步加强互动交流，为

中国的经济繁荣，为推进两

岸和平统一作出新贡献。

（致厦）

本报讯 11 月 5 日，中

国侨联、福建省侨联在厦

召开“寻根之旅”夏令营工

作座谈会，调研夏令营工

作中面临的问题，了解地

方侨联办营情况。

中国侨联文化交流部

教育处处长易超、厦门市

侨联副主席邓飚、泉州市

侨联副主席王巧丽以及厦

门市侨联、同安区侨联、集

美区侨联、泉州市侨联、晋

江市侨联、南安市侨联、华

侨大学、厦门工学院等单

位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议由福建省侨联文化交

流部部长齐志主持。

座谈会上，各单位相关

负责人汇报了在举办“寻

根之旅”夏令营过程中取

得的成效、经验、存在不足

和问题、建议。厦门市侨联

文化联络部部长李永彬代

表厦门市侨联介绍厦门情

况。齐志、王巧丽、邓飚等

从地方侨联的角度对新时

期拓展深耕海外“寻根之

旅”夏令营工作提出意见

和建议。

听取汇报后，中国侨联

文化交流部教育处处长易

超对各主办单位提出的问

题逐一进行了解答，并在

讲话中指出：“福建在办营

过程中融入地域特色和优

势资源，给营员们留下深

刻印象；后续工作的展开

会在解决现存问题和资源

整合的基础上，把工作更

好地推进。”

中国侨联调研组一行

在厦调研期间，还走访了

华侨大学等海外华文教育

基地。

本报讯（记者尤怡铃通讯员

林晖琳）11 月 15 日，鼓浪屿街道

第四次归侨侨眷代表大会隆重召

开，近 40位侨界代表出席会议。思

明区委统战部副部长陈建平、区侨

联主席苏枫红、鼓浪屿街道党工委

书记高水来出席会议。

街道侨联主席许一心代表街

道侨联第三届委员会回顾了六年

来的工作：以赓续华侨传统文脉为

主轴，在编撰侨史专著、办好侨史

展览、发挥侨务资源优势、服务全

岛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不少成效，并

明确了街道侨务工作今后的工作

思路。会议选举产生第四届街道侨

联领导班子，许一心当选为侨联主

席，谢达谦、陈峰、张如心、苏婉蓉

为副主席，张如心兼任秘书长。

高水来表示将一如既往地支

持侨联工作，也希望新一届侨联班

子积极进取、勇于实干：一要旗帜

鲜明讲政治，党建带侨建，团结凝

聚侨界人士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懈

奋斗；二要创新载体传文脉，以侨

会友，加快推进侨联楼改造提升工

程，搭建新华侨华人沟通交流的平

台；三要排忧解难惠侨界，有效整

合各方资源，让困难归侨侨眷切身

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苏枫红充分肯定了街道侨联

六年来的工作成绩，希望新一届侨

联班子努力开创街道侨联工作新

的局面：一是加强新时代政治引

领，做好党侨共建的大文章，引导

侨界群众听党话跟党走。二是拓

展海外联谊联络，共绘琴岛发展

的大蓝图，深交老朋友，广交新

朋友，讲好鼓浪屿的故事。三是

升级侨史文化的品牌，奏响华侨

精神的大合唱，抓牢街道侨史和

侨房文化的优势，做好对辖内华

侨文化及其遗存文化的保护、挖

掘、收集、整理，保护和传承好老

祖宗留下来的遗产。四是精心打造

侨胞之家，当好贴心人与实干家，

发挥先进个人的示范带头作用，着

力建设侨胞可信赖的团结之家，奋

斗之家，温暖之家。

本报讯（通讯员 林宁）日前，同安区

侨联主席林一亭、常委林美艺、委员陈在

根、青委会副会长杨晓纲等十人组成参访

团，前往新加坡及马来西亚等地开展联谊

交流活动。

出访期间，参访团先后参加新加坡同

安会馆成立 88周年庆典、马来西亚柔佛州

金同厦会馆成立 53周年庆典活动。此外，

参访团拜访了新加坡厦门公会、怡和轩等，

开展联谊交流活动、参观怡和轩先贤馆等

新加坡重点侨领事迹展。

此外，参访团还参加马来西亚柔佛州

中华商会召开招商推介座谈会。会上同安

区政协副主席洪祖溢介绍同安区近年的

建设发展情况，他希望马来西亚的乡亲积

极参与中国“一带一路”建设。此外，同安区

招商推介宣传片在会上播出，展现同安良

好的营商环境，让马来西亚乡亲更进一步

了解同安。

区侨联此次组团参访，是根据中国侨

联提出“两个拓展”方针，以“走出去”的方

式，更加广泛与海外社团、侨领以及乡亲互

动交流，在巩固老朋友的同时结识新朋友，

收获友谊，增进乡情乡谊。

探究月港海丝大文化

闽南文化沙龙活动在海沧举行
本报讯 11 月 16 日下午，“月港与厦门港”

文化沙龙活动在厦门市海沧区沧江会展中心举

行，来自厦门、漳州、泉州三地的高校、研究机构

专家学者、政企人士、各界闽南文化热心者共

230 余人参加这场活动。以开阔的新视野，深化

月港、厦门港海丝研究，推进闽南文化发展，为

建设新海沧、连接两岸、构筑闽南人共有的精神

家园献计献策。

这场文化活动以“开阔闽南研究新视野，探

究月港海丝大文化”为主题，旨在探讨交流大航

海时代漳州月港、厦门港的历史地位、历史演

变；分析以月港为起始港的大航船贸易对中国

及世界的社会经济产生的巨大影响；探讨由月

港、厦门港等形成的月港国际、国内贸易网络；

研究概括闽南海商的共同特征，从而更深入地

认识闽南文化的世界性特征，感受闽南海丝文

化的独特魅力，全面推进福建、闽南 21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建设高质量发展。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首任主任林仁川教

授等多名专家学者从各自独特的视角，在沙龙

上发表主旨演讲。沙龙现场的交流让思维更深

入，吸引众多嘉宾纷纷在沙龙现场围绕海沧如

何重振海丝辉煌提问发言、交流互动。（张 ）

侨企三达膜科创板上市
首日市值逾90 亿

本报讯 11 月 15 日，成长于厦门的侨资企

业三达膜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三达膜，

股票代码为 688101)在科创板挂牌上市，开盘价

23.07 元，较发行价上涨 26.34%；收盘价 27.2

元，较发行价上涨 48.96%，市值达到 90.82 亿

元。

三达膜本次发行 8347 万股，发行价 18.26

元，募集资金 15.24 亿元，融资主要用于膜材料

与技术研发中心、无机陶瓷纳滤芯及净水机生

产线、特种分离膜及其成套设备生产等方面。

（李晓平）

“妈祖下南洋重走海丝路”
巡安泰国

本报讯“奏和平之曲，祈愿丝路繁荣，风调

雨顺。”11 月 13 日，湄洲妈祖起驾赴“佛教之

国”泰国巡安，开启“妈祖下南洋·重走海丝路”

暨中泰妈祖文化活动周序幕。

当天 10时 18分，湄洲妈祖祖庙寝殿奏响

古乐，专程从泰国赶来迎驾的泰国林氏宗亲会

永远会长林 烈、泰华进出口商会副理事长林

兆祥、泰国南瑶妈祖宫祭典组组长徐清华、泰国

泉州晋江联合总会常务副会长许淑丽、泰国泉

州晋江联合总会副会长吴鸿岩相偕中华妈祖文

化交流协会副会长、祖庙董事会董事长林金赞

共行三献之礼。

林金赞担任妈祖巡安泰国护驾团团长，他

希望通过“妈祖下南洋，重走海丝路”这一交流

活动，让妈祖文化这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世

界范围内得以广泛传播，为促进民心相通、推动

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莆田市自 2017年起举办“妈祖下南洋·重

走海丝路”“海丝”沿线国家文化采风活动，已巡

安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菲律宾等地，反响热烈。

此次巡安泰国也得到当地信众和妈祖文化机构

大力肯定和支持。

“天下妈祖，祖在湄洲，妈祖金身到泰国巡

安是千年第一次。”林 烈告诉中新社记者，为

筹备妈祖巡安泰国，当地宫庙和信众自今年 2

月就开始运作，“今日终于成行，很开心、很感

动、很感恩。”

据悉，14 日一早，湄洲祖庙妈祖搭乘飞机

从厦门飞抵泰国曼谷，开展为期五天的系列交

流活动。在泰国南瑶宫、泰国泉州晋江联合总

会、泰国林氏宗亲总会，举行妈祖祭典、绕境巡

安、诵经祈福、非遗展示、文艺联欢、联谊座谈

等。 （林春茵徐国荣 周建国）

中国侨联在厦召开“寻根之旅”夏令营工作座谈会

同安区侨联
组团出访开展联谊交流 鼓浪屿街道侨联完成换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