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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希腊《中希时报》报道，

当地时间 1 月 1 日，希腊华人

华侨福建联合总会在雅典举

行 2020 年新春年会。会员及家

属欢聚一堂，共贺元旦佳节。

希腊华人华侨福建联合总

会会长陈锋作新年贺词。他向

大家致以新年的问候和美好

的祝福。陈锋表示在新的一年

里，将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但

是他们不惧风雨，不畏艰险。希

望在 2020 年，带领全体会员继

续努力、开拓创新、与时俱进，

谱写新篇章。

中国驻希腊大使馆丁永华

参赞在致辞中表示，希腊华人华

侨联合总会在帮助本地华人华

侨积极融入当地社会，促进华人

企业合法经营，促进当地社会经

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

用。希望在新的一年里，在共建

“一带一路”大框架下，充分发挥

独特优势，积极响应并参与“一

带一路”建设，同时讲好中国故

事，传播中国声音，为促进中希

两国友好合作做出新的贡献。

晚会上安排了歌舞、游戏、

抽奖等环节，节目精彩纷呈、高

潮迭起，给大家带来了一场别

开生面的视觉盛宴。让大家在

品尝美味年夜饭、欣赏精彩节

目的同时，更收获一份感动。

纽约侨团将办

迎新春民俗文化节
春联剪纸表演年味浓

日前，纽约华人社团联席会宣布，第

五届中国新年民俗文化节将于 1 月 19

日在法拉盛喜来登大酒店登场。届时将

邀请民俗艺术家展示剪纸、书法、糖画

人与红包灯笼等艺术，还邀请来自新泽

西州、纽约与波士顿的高校学生与民众

带来文艺表演，让民众感受年味，传播

中国传统文化。

纽约华人社团联席会执行主席陈

梅表示，民俗文化节的宗旨是传播中华

传统文化，并加强友谊，每年都吸引逾

千人参与。2020 年的活动将邀请多位艺

术家为大家展示书写春联，鼠年主题剪

纸，将红包变成灯笼的技巧，深受孩子

们喜爱的糖画人和脸部彩绘等中华传

统文化活动。

陈梅说，为让华裔青少年更了解中

华文化，本次还邀请来自新泽西州、波

士顿与纽约各地高校的学生与民众，带

来中国传统京剧、越剧、武术与现代舞

等表演，更有专业的美中音乐家协会的

演员带来歌唱表演。

本次活动有近 40 个小吃和年货摊

位，包括传统中国小吃和马来西亚小吃

等，还可置办年货。陈梅说，希望通过活

动给在外打拼的华人营造出年味，也向

其他族裔和华裔后代传播中华文化。

(牟兰)

巴西金华同乡总会向
慈善机构捐赠生活必需品

据巴西侨网报道，2019 年 12 月 31

日，巴西金华同乡总会部分理监事到当

地慈善机构捐赠大米、糖、咖啡等生活

必需品，希望住在这个收容机构里的难

民能过上一个快乐的新年。

该收容点住着来自全球的难民，只

要审核通过都可以在这里免费吃、住 6

个月。机构里有人教新移民葡语，办理

身份证、提供就业机会，解决新移民的

各种困难。

机构负责人 margalete 表示，现在经

费很困难，入不敷出，很高兴巴西金华

同乡总会在新年来临之际送来的大量

食品。

驻柬商务参赞邬国权：中国

商会将致力中柬经贸合作
当地时间 1 月 4 日晚，中国驻柬埔

寨大使馆商务参赞邬国权表示，柬中国

商会凝心聚力，致力中柬经贸合作，有

声有色，可圈可点。

当日，邬国权在柬中国商会新年联

谊会上代表使馆对中国商会 2019 年取

得的成绩表示祝贺，感谢商会为促进中

柬经贸合作发展做出的贡献。柬埔寨中

国商会建设在全球海外中国商会建设

中都是走在前列的，是商会和每一个会

员企业的骄傲。邬国权希望各会员企业

以商会为依托，加强信息共享和沟通协

调，形成合力，自觉维护和支持共同的

“家园”。

据柬埔寨中国商会敬骏会长介绍，

2019 年，柬埔寨国内生产总值继续保持

稳定增长。中国已成为柬埔寨最大的投

资来源国、贸易伙伴和旅游客源国。

敬骏表示，2020 年中国商会将继续

秉持建设一流商会的宗旨，发挥自身优

势和桥梁纽带作用，带动更多中资企业

赴柬投资兴业，为会员提供高效优质服

务。把柬埔寨中国商会打造成具有良好

社会形象的优秀品牌，建设中资企业沟

通合作的一流平台，为加速推动中柬命

运共同体建设添砖加瓦。 （黄耀辉）

近日，由法国华人旅游协

会(APCT)和欧洲华语导游联

盟(EFCGO)共同主办的 2020

年欧洲旅游界华人年会在巴

黎洲际酒店举行。来自法国、

中国、德国、英国等地的华人

旅游从业者及部分品牌、商

家代表参加了年会。会上宣

布了法国华人旅游协会新的

领导集体。黎新接替袁玲担

任会长，吴斌接替龙学武担

任秘书长。中国驻法国使馆

领侨处一等秘书韩强、李成

元以及巴黎旅游局代表出席

了年会。

韩强指出，持续做好中国

公民、特别是中国游客的安全

工作，任重而道远，是使馆当前

和今后一段时间的重中之重。

希望在法旅游企业和机构密

切关注当地安全形势，建立并

完善信息共享平台，及时转发

使馆发布的安全提醒，切实履

行旅游安全风险告知义务。此

外，要特别做好春节期间游客

出行前的安全提醒和后期处

置工作。

永久名誉会长袁玲在致辞

中表示，这几年，协会连续举办

欧洲旅游界华人巴黎年会，为

全欧华人旅游界搭建交流合

作共赢平台，不断加深与法国

旅游机构的合作，为华人旅游

界的发展寻求机遇。这几年，

协会一直加强华人旅游界的

各种培训，为华人旅游的长期

发展贡献力量。

年会上，安排了中欧旅游

业界同行经验交流、资源共享

的讲座和圆桌论坛。深化各大

奢侈品牌商家代表、导游与旅

行社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并通

过法国旅游同行和来自中国

的旅游资源买家及目的地考

察，探讨旅游发展趋势所带来

的服务地方化、行程精细化和

导服品牌化等。

(黄冠杰)

当地时间 1 月 5 日，

由驻安哥拉中资企业商会

主办的 2020 年新春联谊

会在罗安达举行。中国驻

安哥拉大使龚韬出席活动

并致辞。

龚韬大使在致辞中指

出，过去的一年，中安各领

域合作不断深入，转型升

级和提质增效迈出重要步

伐。他希望商会继续发挥

好平台作用，服务团结广

大中资企业，筑牢守法合

规经营底线，弘扬工匠精

神，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为

推动中安互利合作和友好

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

献。

驻安哥拉中资企业商

会会长李正全回顾了商会

一年来的主要工作，表示

将继续发挥好商会纽带作

用，加强商会成员单位间

的交流合作，不断提升企

业发展质量，树立在安中

资企业良好形象。

来自中资企业商会各

成员单位的 600 余名员工

代表欢聚一堂，共迎新春。

联欢会节目丰富，形式活

泼，精彩纷呈。现场气氛热

烈，喜气洋洋，高潮迭起，

掌声不断。

（据中国侨网报道）

驻安哥拉中资企业商会
举办 2020 年新春联谊会

马耳他中国文化中心

近日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

包括十二生肖文创展、音乐

会、庙会在内的一系列“欢

乐春节”活动将于 1 月 17

日开始陆续登场。

马耳他中国文化中心

主任杨晓龙说，今年“欢乐

春节”系列活动将努力在马

耳他营造“欢乐、和谐、共

享、祈福”的节日氛围，让马

耳他民众和国际游客近距

离感受甚至主动参与讲述

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故事。

据介绍，“欢乐春节·中

国印象”是马耳他中国文化

中心 2020 年度“欢乐春节”

活动的“重头戏”，来自河北

多家单位的演员将演出民

乐、杂技、武术、舞蹈、滑稽

戏、京剧、地方戏等节目。

此外，“欢乐春节”系列

活动还包括“金鼠报吉”中

国十二生肖文创展、河北艺

术家与马耳他爱乐乐团合

作的“中国新春音乐会”、

“灵感中国”马耳他来华创

作艺术家成果巡展、规模庞

大的“欢乐春节庙会”以及

首次举行的“欢乐春节电影

节”等。

据悉，本次马耳他“欢

乐春节”系列活动将持续到

2 月底。（据欧洲时报报道）

“欢乐春节”系列活动即将
在马耳他登场

第 34 届伦敦新年巡游日前

在伦敦市中心举行，英国华人

巡游方队再次获邀参加，成为

巡游活动的“保留节目”。

华人巡游方队由伦敦华埠

商会组建，这是该商会第三次

获得邀请参加迎新元旦盛典。

今次参加巡游的华人方队由大

型舞龙舞狮队、十二生肖队、秧

歌美女队、安塞腰鼓队、大花车

等共 150 多人组成。

一英国观众称，华人舞狮

者的高台表演绝技“令人震

撼”，这次早早来占了一个好位

置，再次一饱眼福。

巡游活动路线全长约 4 公

里，途经摄政街、特拉法加广场、

唐宁街、议会广场、大本钟等多

处伦敦市中心地标路段，时长

约 4 个小时。60 多万名伦敦民

众，以及来自英国各地、世界各

国的游客，簇拥在街道两旁驻

足观赏。

代表 20 个国家和地区的

68 个巡游方队参加了本次新年

巡游，巡游方队的表演者达

8500 多人。

（据中新社报道）

2020 年元月 4 日晚，法国

法华工商联合会举行庆祝

2020 年新年活动。法华社团侨

领代表、法国法华工商联合会

会员代表近 300 人出席。

法国法华工商联合会会

长戴安友向与会嘉宾和会员

代表详细介绍了法华工商联

合会携手多家法华社团协

会，共同为积极响应“最多跑

一次”政务改革号召，力争将

为侨服务贯彻落到实处，积

极参与“侨务全球通———法国

侨胞服务中心”的各项活动

的情况。

戴安友呼吁旅法侨界各社

团和侨领代表，共同投身“侨务

全球通———法国侨胞服务中

心”的为侨服务各项工作，让广

大旅法侨胞华人，能够真正感

受到“最多跑一次”政务改革的

便利性，尽力协助大家高效办

理一系列日常行政事务。

（欧文）

法华工商联合会庆新年呼吁旅法侨界共同做好为侨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