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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翁舒昕）1

月 4 日，致公党厦门市第七

届委员会第五次全体委员

（扩大）会议召开。致公党厦

门市委主委徐平东代表致公

党厦门市第七届常务委员会

作工作报告。

2019 年，致公党厦门市委

聚焦中心任务，积极建言助推

厦门发展。在市政协十三届三

次会议上，致公党市委共提交

党派提案 8 件、界别提案 12

件，致公党界别活动小组获评

“2018 年度先进界别活动小

组”。全年共完成调研课题 67

项，课题调研成果《关于“大力

培育应急产业打造厦门经济

新蓝海”的建议》获得厦门市

委主要领导批示，为厦门市应

急产业发展厘清了方向。全年

共报送反映社情民意信息稿

件188篇，其中 14篇被中央统

战部采用，9 篇被全国政协采

用。致公党厦门市委获致公党

中央“致公党先进集体”“对外

联络工作先进集体”等荣誉称

号。另有2名党员被致公党中

央评为“对外联络工作先进个

人”，2名党员被致公党中央评

为“致公党优秀党员”。

徐平东表示，致公党厦门

市委将坚持好“致力为公，侨

海报国”的立党宗旨，努力为

厦门建设成高素质高颜值现

代化国际化城市作出新贡

献。

本报讯 日前，厦门市政

协侨联界别召集人邓飚和委

员庄顺茂等携手市侨联法顾

委，在市侨联“侨胞之家”开

展“侨界群众接访日”暨“宪

法宣传”活动。

在接访过程中，针对来

访的本市归侨侨眷和来厦

侨胞反映的长租公寓发展、

简化企业注销、外籍留学生

在厦学习期间实习签证、在

厦华裔留学生志愿者服务、

中外文化交流等问题，委员

们进行了细致的沟通说明

和在案记录，准备于即将召

开的市政协第十三届三次

会议予以提交提案、建议，

积极为侨“鼓与呼”，对能当

场解释的相关问题进行耐

心的答疑、疏导工作；在接

访过程中，市政协侨联界别

委员和市侨联法顾委委员

对 2018 年新修订的《宪法》

和《厦门市新侨政策汇编》

等相关内容进行详细的解

读。

近年来，厦门市政协侨

联界别委员每年都会于“两

会”召开之前，在“侨胞之家”

开展“侨界群众接访日”活

动，听取广大归侨侨眷的意

见建议，征集提案线索，让侨

界提案能真正贴近厦门城市

中心工作、民生需求和侨情

民意，传递侨界声音，当好侨

界代言人。

加大保护漳州侨文物

助力“一带一路”建设
本报讯“漳州的侨批档案、涉侨寺庙、

族谱、碑刻等丰富的涉侨文物，都是海上丝

绸之路起点的遗迹，对促进‘一带一路’人

文交流有重要意义。”澳门漳州同乡总会理

事长林文玲 1 月 5 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

在 3日至 5日举行的政协第十三届漳

州市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港澳委员密切

关注“侨文物”“侨村”，相继提出建言。不少

港澳委员表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海

内外侨胞盼望将华侨村落保护、涉侨文物

的活化利用提上议事日程。

漳州是福建省重点侨乡之一，是海上

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城市。林文玲指出，随

着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推进，海外华商正

在跨国交流中扮演重要角色，海外侨胞成

为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社会、文化和

人文深度融合的重要纽带，也是漳州“走出

去、请进来”的优势资源和重要力量。

“利用好涉侨文物、建筑，海外华侨华

人及其后代回来时，能寻到祖先的印记与

故事，增强归属感与认同感。”在林文玲看

来，海外侨胞同样是血浓于水的中华儿女，

要以血缘、亲缘、地缘为脉引导，把“根”留

住，将中华文化延续传承。

漳州市归国华侨联合会所提交的《加

强涉侨文物的保护与活化利用助力“一带

一路”建设》提案则建言：梳理涉侨文物，保

护传统侨村；整合侨乡资源，讲好侨乡故

事；发挥侨智侨力，促进家乡繁荣。

该提案还提出，通过涉侨文物的活化

利用，成立“漳州海商研究中心”，打造经贸

合作平台，通过社团活动推动跨国交流。并

通过该中心搭建国际友好桥梁，举办“漳州

海商论坛”，为民营企业与企业家走出国门

牵线搭桥。

漳州市委书记邵玉龙表示，要充分发

挥漳州的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把港澳同

胞、台湾同胞、海外华侨华人特别是青年一

代紧密团结起来，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

大同心圆、形成最大向心力。 （龚雯）

石狮五家单位上榜

省侨联“侨胞之家”示范点
本报讯 福建省侨联日前正式下发关

于命名省级“侨胞之家”示范点的通知，全

省共有 27 家单位被命名为省级“侨胞之

家”示范点，其中，石狮市侨联系统共有五

家单位榜上有名，这五家示范点分别为：石

狮市侨联“侨胞之家”，石狮市永宁镇侨联

“侨胞之家”，石狮市凤里街道侨联“侨胞之

家”，石狮市湖滨街道玉湖社区侨联会“侨

胞之家”，石狮市永宁镇下宅村侨联会“侨

胞之家”。

“侨胞之家”是加强侨联基层组织建

设、凝聚侨心民意的重要阵地，也是侨联贴

近群众、服务群众的连心桥。2018 年，福建

省“侨胞之家”建设工作在福建省委、省政

府领导下，在中国侨联指导下，各级侨联坚

持“两个并重、两个拓展”，立足“五有”(有

组织、有队伍、有经费、有阵地、有活动)和

“五好”(领导班子好、干部队伍好、工作保

障好、活动成效好、群众反应好)标准，做了

大量工作，取得积极的成效。自开展“侨胞

之家”创建活动以来，石狮基层侨联组织围

绕创建标准，立足实情做到开展侨联工作

经费有保障，知晓侨情健全数据库，通过广

泛联络，服务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为广

大侨胞提供贴心服务，受到港澳台同胞和

海外侨胞的一致赞誉。 （李琳毅）

本报讯 （通讯员 马祥军）近日，

厦门市侨联在中山路侨胞之家，举行

2020 年元旦春节慰问活动

厦门市侨联主席潘少銮，副主席

洪春凤、邓飚，普光寺住持释传建及

市侨联经济科技部、基层工作部相关

负责人参加，并为各归侨联谊会贫困

归侨侨眷、直属团体会员单位及高校

侨联义务工作负责人代表发放慰问

金。

潘少銮首先向大家致以节日的

问候，并通报了 2019 年市侨联开展

帮扶济困工作的情况。会上，她对侨

界爱心人士的慷慨捐资表示感谢，表

示市侨联将遵循“取之于侨、用之于

侨”的原则开展侨界公益慈善活动，

把每一元善款都用到实处；叮嘱贫困

归侨侨眷有困难可以随时向各级侨

联寻求帮助，鼓励他们以乐观的心态

面对生活。她对市侨联直属团体会员

单位及高校侨联的工作表示肯定，强

调正是因为大家的辛勤付出，市侨联

才能及时倾听侨声，了解侨情，把为

侨服务的工作做得更好。

本报讯（通讯员 马祥军）近日，翔

安区首家村级侨联霞美村侨联正式挂

牌成立，市侨联副主席洪春凤、市侨联

基层工作部、翔安区侨联相关负责人

共同参加揭牌仪式。

洪春凤对霞美村侨联的成立表示

祝贺。她表示，村侨联成立后，首先要

对本村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基本情

况进行登记造册，做好基础工作。侨联

工作要与村里工作相结合，把侨界群

众组织起来，活跃起来，行动起来，贡

献起来，真正把侨联建成侨胞的“温馨

之家”。市侨联将为村侨联的组织建设

提供相应业务指导和经费支持，同时

继续支持村侨联做好侨界群众帮扶济

困工作。

据了解，霞美村是厦门重点侨村

之一，本村海外移民历史悠久，涌现出

众多知名侨领。目前，全村共有 1150

户，人口 3487 人，有归侨 5 人，侨眷

658 人，海外华侨华人 1232 人，留学人

员 3人。此前，为适应新时代侨务工作

需求，更好地发挥基层侨联桥梁纽带

作用，决定成立翔安区内厝镇霞美村

归国华侨联合会，并于 2019 年 12 月

12 日，召开了霞美村第一次归侨侨眷

代表大会。

揭牌仪式后，在村级侨联负责人

的带领下，洪春凤一行走访慰问了 2

户归侨侨眷困难户，代表市侨联向他

们表达问候并送去慰问金。

本报讯 今年，是陈嘉庚先生邀请

“中央国术馆闽南国术南游团”访

问星马 91 周年。日前，应马来西

亚陈嘉庚基金之邀，厦门学者、中

国永春白鹤拳研究会会长陈弘在

马来西亚吉隆坡举办了一场专题

讲座。

陈弘以《陈嘉庚先生扬武强国

理念的一次光辉实践》为题，讲述陈

嘉庚先生与永春白鹤拳鲜为人知的

情缘，以及陈嘉庚先生在追求“教育

立国”的同时，逐渐产生并不断强化

强身健体扬武强国之梦，形成扬武

强国理念的心理轨迹和践行之路。

陈弘表示，陈嘉庚先生邀请“中央国

术馆闽南国术南游团”访问星马是

坚定中华文化自信的扬武之举，是

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光辉典

范，是“一带一路”历史遗存的印记。

独辟蹊径的研究角度，引起了马来

西亚陈嘉庚研究学术界和与会者的

关注与共鸣。

1923 年，集美学校及厦门大学

创建不久，陈嘉庚先生就指示增设

体育科，特聘永春白鹤拳名师为国

术教授。1928 年 10 月，国民政府在

南京举办了自清朝光绪年间废科举

考试后的全国第一届国术考试，永

春白鹤拳师进京赴考，全部荣获嘉

奖，并受中央国术馆委托，在永春成

立“中央国术馆永春县分馆”。陈嘉

庚先生以“弘扬国粹、涤除积弱”为

旗帜，于 1929 年邀请永春白鹤拳师

组成“中央国术馆闽南国术南游团”

出访星马，开创中华武术史上对海

外进行文化交流之先河。 （陈冬）

本报讯 感知中国·“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媒体福建行，

1 月 3 日首站抵达厦门，来自

俄罗斯、埃及、韩国、捷克和

塔吉克斯坦等国家的 21 名

媒体代表走进厦门港、参访

中欧班列以及五通码头，了

解“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

心区”福建的建设发展情况。

媒体代表们首先参访了

中国首个以航运为主题的

“一带一路”国际综合物流服

务平台———“丝路海运”。开

行一年来，“丝路海运”航线

业务通达全球 50 个国家的

143 个港口。截至 2019 年 11

月 30 日，50 条“丝路海运”命

名航线已开行 1600 多个航

次，完成集装箱吞吐量 140.6

万标箱。

工作人员介绍，来自韩

国、日本、东南亚等地区的货

物通过海运来到厦门，经由

中欧班列运往欧洲、中亚，将

比传统海运节省十几天的时

间。

听完介绍，韩国《中央日

报》中国研究所首席评说委

员高大勋十分看好厦门这个

“中转站”角色，认为部分体

积较大的产品设备可以通过

海运、铁路联运的方式，运送

到十分有潜力的市场。

经过参访，媒体代表们对

于厦门海上、陆地多种物流方

式的“无缝链接”，逐步形成陆

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

开放格局，印象深刻。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外

交部新闻部新闻处处长法赫

里津·帕尔比耶夫表示，乌兹

别克斯坦是“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之一，近年来得益于中

欧铁路干线联系，运输有了

很大的发展。他认为，中国有

很多可借鉴的经验，希望以

后可以加强与中国的合作。

据悉，“感知中国·‘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媒体采访活

动”由中国国务院侨办和国务

院新闻办联合主办，中国新闻

社承办。 （黄咏绸钱晓芸）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媒体聚焦厦门

翔安区首家村级侨联
挂牌成立

厦门市侨联开展“两节”慰问活动

厦门学者赴大马弘扬嘉庚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