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林嫦娥）

12 月 6 日，国家艺术基金

2019 年度艺术人才培养资

助项目———厦门漆线雕手工

技艺传承与创新人才培养结

项成果作品展在集美大学美

术与设计学院举行。此次成

果展共展出全国各地 50 名

学员经过两个月学习培训后

创作的漆线雕艺术作品，充

分展示了学员们对漆线雕这

一非遗项目的传承与创新成

果。

近 300 件展览作品有

的遵循传统的表现技法，有

的创新现代的艺术手法，呈

现出不同的审美取向，从表

现题材到艺术造型、线条、

手法、装饰、媒材等方面都

有所创新，呈现出了较高水

平。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厦门漆线雕技艺发源于

闽南地区，是闽南地区独有

的传统工艺，是中国漆艺文

化宝库的艺术瑰宝之一。

2019 年，经国家艺术基金

专家严格评审并报国家艺

术基金理事会批准，集美大

学申报的《厦门漆线雕手工

技艺传承与创新人才培养》

被立项为国家艺术基金

2019 年度资助项目。今年 6

月 30 日，该项目研修班在

集美大学开班，聘请漆线雕

非遗大师、从业专家授课，

以传承、创新厦门漆线雕手

工技艺为办班宗旨，致力于

传承厦门漆线雕的制作工

艺，创新厦门漆线雕的创作

理念与表现手法，力求通过

传承与创新，培养传承与创

新人才，推动传统工艺的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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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林珍珍

苏梦莎）12 月 7 日，2019 厦

门市侨界业余羽毛球友谊赛

在市体育中心羽毛球馆举

办。活动由厦门市侨联主办，

厦门市侨商会承办。厦门市

侨联副主席邓飚出席开幕式

并致辞，邓飚及兼职副主席、

侨商会常务副会长许健满等

为获奖代表队颁奖。

本次侨界业余羽毛球友

谊赛吸引了区侨联、高校侨

联、归侨联谊会、青委会、新

侨人才联谊会、华侨农场侨

联、侨商会会员企业及“海归

之家”、后江社区等 26 个单

位 28 支参赛队伍 207 名运

动员踊跃报名参赛，是近年

来报名最多、规模最大的一

次侨界业余羽毛球友谊赛。

本次友谊赛首次采取混

合团体赛，采用小组循环赛、

阶段淘汰赛制。集美大学侨

联队、厦门中奥游艇会队、厦

门大学侨联分别斩获冠、亚、

季军。

侨界羽毛球友谊赛本着

以友谊推动比赛、以比赛促

进交流、以交流带动进步的

宗旨，倡导健康运动理念，丰

富厦门市侨界文体生活，着

力增强侨界凝聚力，展示侨

界健康文明、积极向上的精

神风貌。

本报讯（记者 林硕）12

月 6日，由福建省委统战部

牵头的省住建厅、省文化和

旅游厅、省侨联联合工作组

一行，到被誉为“海上丝绸之

路起点之一”的厦门海沧街

道开展福建省侨乡文化名镇

名村摸底比选工作。海沧区

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廖凡，厦

门市委统战部副部长陈俊泳

陪同考察。

联合工作组一行在海沧

街道海沧社区参观莲塘别

墅、侨乡柯井，还参观了张允

贡故居、张夜合故居、沧江书

院等。随后在沧江书院翻看

台账，翻阅《厦门市各街镇侨

乡侨文化》、《海沧故事》等资

料，并开展讨论。

莲塘别墅建于清朝末

年，海外经商归来的陈炳煌、

陈炳猷兄弟选址在莲花洲

上，建筑群由祖祠、学堂、居

所构成品字形，环绕着中间

的欧式花园。柯井是著名侨

乡，在海外的柯井张氏宗亲

有一千多人。

工作组一行充分肯定海

沧街道近年来在弘扬侨文

化、服务侨胞、联通海内外宗

亲建设海西侨乡等方面所做

的卓越工作。

集美区侨联名誉主席陈少宏

当选中国侨商联合会

第五届副会长
本报讯 中国侨商联合会第五次会员代

表大会 11 月 17 日在北京召开，来自 63 个国

家和地区的侨商代表和全国侨联、侨商组织

代表共 800 余人出席大会。

随后，召开了中国侨商联合会五届一次理

事会，中国侨商联合会第五届理事会 540余人

出席会议，第五届荣誉会长、监事列席会议，中国

侨联副主席李卓彬出席并主持会议。会议选举

产生了第五届理事会领导机构成员，谢国民、

许荣茂被推选为中国侨商联合会第五届会长，

陈少宏当选中国侨商联合会第五届副会长。

中国侨商联合会成立于 2003年，是由在

中国境内投资创业的知名侨资企业家组成的

全国性非营利性社会团体。（集美区侨联冯秋明）

湖里区侨联学习

十九大精神系列宣讲活动

走进北站社区
本报讯 12 月 5 日上午，湖里区侨联学习

十九大精神系列宣讲活动在殿前街道北站

社区多功能教室举办。活动以“探寻习近平

同志的厦门足迹有感”为主题，邀请原集美

大学政法学院杨行健教授作为主讲人，吸引

辖区内归侨侨眷 60人参加。

本次宣讲，杨行健教授结合党的十九大

系列会议精神，以学习榜样的力量为话题

点，从“积极探索厦门经济特区改革开放之

路；全面布局、科学谋划特区的建设发展；深

入基层，走群众路线，为百姓办事”三个方

面，介绍了习近平同志的厦门足迹，传达党

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通过杨行健教授透彻深入的宣讲、鲜活

生动的解读，广大侨界群众深受教育鼓舞。

大家纷纷表示，要带着感情进一步学习党的

十九大系列会议精神，为新时代发展贡献自

己的力量。 （湖里区侨联 蔡慧雯）

探秘生物趣味实验

厦大这个科普日活动

引来 6000 多人参观
本报讯 海豚标本被渔网缠绕，它们的身

边还有一堆垃圾，包括易拉罐、塑料瓶、泡

沫、玩具……12 月 8 日举行的厦大细胞应激

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科普日活动，用这一

幕来告诉参观者，海洋生物正遭受痛苦。

通过“垃圾一角”，可以明白这一国家重

点实验室坚持每年面向公众举行科普日活

动的意义所在。科普日始于 2015 年，除了这

一国家重点实验室，其他主办者还包括中国

细胞生物学学会、厦门市生物化学与分子生

物学学会、厦大生命科学学院、厦大生命科

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厦大生物博物

馆、厦大生物医学科学系党支部等。

12月 8日，6000多名市民走进在厦大生

物馆举行的科普日活动，大多数是中小学生。

今年主办方以“生物奥秘”来布展，安排了很多

有趣的实验，譬如说，霍克奥兹学院植物魔法

班教的是硅藻拼图，还在现场讲解硅藻相关知

识。主办者还运用3D技术真实再现文昌鱼怀

孕过程以及红树林生长过程。（江子扬章舒窈）

本报讯 11 月 30 日，泉州市

侨联联合福建省侨界青年联合

会、泉州市侨界青年联合会在泉

州举办“一带一路”侨青发展

2019 国际高峰论坛。来自菲律

宾、马来西亚、缅甸、印度尼西亚、

泰国、澳大利亚、美国等 13 个国

家的 500 余位华侨华人汇聚一

堂，共商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合作大计。

论坛邀请中国侨联顾问、中

国华侨公益基金会理事长乔卫，

国家羽毛球队原总教练、国家“人

民楷模”王文教，马来西亚沙巴马

中联谊协会会长、马来西亚太平

洋研究中心首席顾问、法学博士

胡逸山，菲律宾神州集团董事长、

福建省贸促会菲律宾联络处首席

代表林伟照，英国阿尔斯特大学

人工智能博士，福建青年留学人

员协会副会长、省侨青会副会长

黄 等围绕侨界青年与“一带一

路”建设展开讨论，共话机遇与挑

战。

演讲嘉宾分别作了精彩演

讲，为全体侨界青年带来一场视

听盛宴。与会者一致认为，“一带

一路”是共商共建共享之路，华侨

华人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力

量，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和地区民心相通的重要桥梁和

纽带。“一带一路”也是广大华侨

华人的机遇之路，更是华侨青年

的奋斗有为之路，纷纷表示将积

极发挥自身优势，助力“一带一

路”建设走深走实。（泉州市侨联）

11 月 28 日—29 日，福

建省侨联主席陈式海到石狮

市、晋江市调研基层侨联工

作，并号召闽侨响应中国侨

联倡议，齐心助力北京 2022

年冬奥会。

陈式海拜会了闽南理

工学院董事长许景期、泉

州海峡五金机电城董事长

苏志茗、晋江市东石镇侨

联主席蔡长质，向他们介

绍了中国侨联援建“华侨

冬奥冰雪博物馆”情况，

希望他们及广大闽籍华侨

华人、归侨侨眷积极响应

中国侨联号召，支持国家

重点项目建设，参与捐赠

建设。

近期，中国侨联倡导号

召海内外侨界人士助力冬奥

活动，援建“华侨冬奥冰雪

博物馆”。该馆建成后将

成为中国规模最大、展品

最丰富的冰雪主题博物

馆，成为世界冰雪运动推

广传播和冰雪文化研究的

重要基地。为此，福建省

侨联发出倡议，希望闽籍海

外侨胞携手同心，积极参与，

踊跃捐款，支持“华侨冬奥

冰雪博物馆”建设。

（李立明）

“一带一路”侨青发展 2019 国际高峰论坛在泉州举行

侨界呼声：闽侨齐心助力北京冬奥会

集美大学办班培养漆线雕传承人才

集美大学侨联代表队获得羽毛球友谊赛第一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