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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受疫情影响，今年不

少华裔留学生滞留在厦门就读学

校，无法返回所在国，学业、生活

面临双重压力。为了解在厦华裔

留学生当前需求和学习生活情

况，有针对性地为他们提供帮助，

8 月 28 日下午，厦门市侨联召开

在厦华裔留学生交流座谈会。市

侨联副主席邓飚出席，市印联会

副会长、青委会会长陈晓鹭，华侨

大学华文学院团委书记郑星有以

及华侨大学厦门校区、华侨大学

华文学院、厦门大学的在厦华裔

留学生代表等近 30 人参会。

市侨联文化联络部部长李永

彬介绍今年厦门防疫抗疫情况和

海外侨社侨胞的捐赠情况，及最

新的外防输入政策规定和外籍人

士来厦措施。自疫情爆发以来，市

侨联积极主动、及时响应号召，发

动侨界群众助力抗疫。在海外疫

情日益严重之际，市侨联通过多

种渠道筹措防疫物资，先后向海

外 17 个国家和地区的 102 个社

团进行捐助，帮助海外乡亲渡过

难关。

座谈会上，来自印尼、缅甸、

菲律宾、泰国、老挝等国的在厦华

裔留学生代表介绍本校、本国在

厦华裔留学生的基本情况并分享

在厦学习生活的体会。不少在厦

华裔留学生表示在中国受到学校

和社会各界的关怀，过得安全、舒

心，也感到温暖。一些在厦华裔留

学生代表就签证延期、航班返国、

毕业返校、网络通讯等方面问题

提出疑问。与会的市侨联、华侨大

学和印联会工作人员围绕相关问

题与大家进行沟通、答询。

邓飚表示，针对在厦华裔留

学生代表提出的问题，市侨联会

跟政府有关部门进行沟通，届时

将通过座谈会的形式请政府相关

部门负责人和在厦华裔留学生面

对面交流，帮助解决问题。

加拿大福建工商

联合总会福清联谊
本报讯 日前，加拿大福建工商联合总会主席

林淑如一行到访福清市侨联，福清市侨联党组书

记、主席陈秋华热诚会见了各位侨胞。

在浓浓的乡音中，侨胞们感叹家乡面貌日新

月异，点赞家乡近年来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发展。林

淑如介绍了侨团的基本情况、创会历史、工作特色

等，表示要凝聚侨胞力量，维护侨胞权益，为维护

祖国统一、促进加中交流与合作等继续努力。

加拿大福建工商联合总会是非营利性商会组

织，多年来，致力于搭建中加商业平台，拓展闽商

在北美的合作发展空间，加强中加两国及国际间

闽商的协作与交流，推动福建与加拿大的经贸、文

化、艺术、旅游、科技、体育等方面的合作往来，为

商会成员提供优质便利的桥梁服务，增强闽商在

加拿大的凝聚力和国际影响力。

陈秋华希望各位侨胞多回来走走看看，了解

家乡的新变化，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发挥纽带作

用，说好福清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主动牵线引

资引智，积极反哺家乡，为“新福清”的建设发展贡

献力量。

同时，她希望侨胞们多给侨联工作建言献策，

促进侨联更好地服务海外侨胞，不断推进侨联事

业向前发展。 （高晶晶）

闽籍海外侨团

及华文传媒考察闽北
本报讯 8 月 27 日至 30 日，福建省侨联副主

席翁小杰率阿根廷、日本、澳大利亚等地的闽籍侨

界人士及华文传媒考察团赴南平市松溪县、建阳

区等地参访交流。

在松溪县期间，福建省侨联开展结队帮扶及

侨界走访活动，受到松溪县委书记黄美萍，县长苏

建旗，县政协主席吴海舰，县委常委、统战部长周

建芳，南平市侨联主席黄伟，松溪县侨联主席周志

强等的欢迎。

松溪县侨联与阿根廷福清同乡会举行缔结友

好侨社仪式。双方将以设立在阿根廷阿中福清会

馆的福建文化海外驿站为平台，由阿根廷福清同

乡会协助松溪县举行文化旅游推广活动，开展经

贸文化交流活动，推动一批松溪优质企业和特色

产品“走出去”，扩大松溪好货销售渠道，助力中阿

经贸往来和民间交流，全面提升福建松溪在国际

上的知名度。

参访松溪期间，考察团一行参观了中国农业

文化遗产———万前村百年蔗园以及梅口古埠。梅

口自古是一个商贸渡口，历史上闻名遐迩。由于梅

口码头河运繁荣，明代在梅口设有巡栏，成为闽北

河运最繁荣的商品集散地码头之一。目前，梅口古

埠已获批国家 AAA级旅游景区。

考察团还走访了被誉为“松溪三宝”的湛卢宝

剑、松溪版画、九龙窑瓷器等相关企业。

考察过程中，世界一带一路商贸总会副主席、

福建文化海外驿站(阿根廷)站长、阿根廷福清同乡

会会长、亚太通讯社阿根廷分社社长陈世金表示，

南平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人文荟萃、物产丰富，是

闽越文化、朱子文化、茶文化等的发源地。今后将

通过文化交流、文化贸易、文化传播、旅游推介等

方式，向海外华侨华人、当地民众推介南平文化和

旅游资源，吸引更多的海内外客商来南平观光旅

游、投资考察。 （郑松波 郑训焓）

本报讯 （通讯员 柯雯

靖）8 月 27 日，菲律宾中国

洪门致公党总部副主席林

志谦来厦拜会致公党厦门

市委，受到致公党厦门市委

主委徐平东，致公党厦门市

委原副主委王起鹍热情接

待。

徐平东介绍了中共厦

门市委市政府在防控新冠

疫情和复工复产中的各项

举措和取得的成效，以及致

公党市委参政议政、海外联

络、社会服务和自身建设等

方面工作，尤其是近期开展

招商引资助推高质量发展

等情况。徐平东代表致公党

市委向林志谦赠送荣誉证

书，感谢他认捐 5 万元人民

币的“致公爱心小包裹”，为

支援海外华侨华人和留学

人员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作出的贡献。并介绍疫情

期间，致公党市委引导党员

立足岗位投身疫情防控，广

泛发动捐款捐物近 400 万

元，树立先进典型发挥引导

示范作用，携手为国内和海

外抗疫贡献力量的情况。

林志谦感谢中共厦门

市委市政府和致公党厦门

市委对他疫情期间在厦时

的关心关怀，也赞叹国内疫

情防控工作的成果，并感谢

致公党厦门市委对菲律宾

侨胞的关心。他表示，将继

续发扬爱国爱乡的优良传

统，关心祖（籍）国发展，心

系同胞乡亲，继续促进中菲

友好关系持续发展。

本报讯 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 75 周年之际，为缅怀

以新加坡华人科学家林可

胜为代表的医学精英群体

救死扶伤、勇赴国难的英勇

事迹，海外华侨华人与祖国

同舟共济、同仇敌忾的爱国

情怀，9 月 3 日，“烽火仁

心———林可胜与抗日战争

时期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

总队”主题展览，在华侨博

物院开展。

此次展览由厦门市委

统战部、海沧区政协主办，

华侨博物院、海沧区委统战

部、海沧区政协文化文史和

学习委承办，厦门市图书

馆、陈嘉庚纪念馆协办。本

次展览为期两个月，免费向

社会开放。中国工程院院

士、“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

南山，还特地发来祝贺视

频。

此次展览遴选了海内

外文化机构保存和个人收

藏的 230 多幅珍贵历史影

像和视频资料，分为“杏林

传薪 家国情怀”、“七七事

变 奉召擎旗”、“秉持人道

胸怀大义”、“大爱无疆 情

谊无界”、“跨越国界 烽火

友谊”、“英名永志 浩气长

存”6 个篇章，全面直观地

展示了林可胜及其带领的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在

抗战时期的战地救护历

程。

林 可 胜（1897-1969

年），祖籍厦门海沧，出生于

新加坡，其父林文庆 1921

年-1937年任厦门大学校长。

姨父伍连德，曾主持扑灭

1910 年东北肺鼠疫。

林可胜是中国现代生

理学的主要奠基人，中华医

学会第七任会长。他是协和

医学院第一个华人教授，

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美

国国家科学院第一位华

人院士。抗战时期，他舍

弃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领导中国红十字会救护

总队投身救国事业，多次

得到中、英、美政府的嘉

奖授勋。抗战胜利后，林可

胜在上海组建国防医学院。

1949 年移居美国继续从事

医学研究，1969 年在牙买加

病故。

本报讯 经过重新策展提升，

位于中山路繁华地段的侨批展厅

二期向公众开放。本次展览更新

了主题和展品，展示了 136 年前

来自五大洲，有着鲜明时代印记

的 40 余件特色侨批及回批实物，

以及 150 多件侨批电子资料。

8月 28 日，由思明区委统战

部指导，思明区侨联、思明区中华

街道、华侨永亨银行厦门分行主

办，思明区侨史学会、思明区侨联

青委会协办，鑫中华投资有限公

司承办的侨批展厅第二期展览开

馆暨侨批文化铜雕揭幕仪式举

行。

为了进一步丰富百年老街中

山路的内涵，提升历史文化名街

的品质，更好地展示世界记忆遗

产，宣传侨批文化，此次又特别打

造了一座雕像，在曾经聚集大量

侨批信局的中山路上，再现书写

侨批的场景。

厦门市侨联副主席洪春凤表

示，中山路的建设、繁荣、发展与

侨“密不可分”，这里承载并记录

了多年来华侨们的记忆与身影，

希望通过侨批展厅的文物展示，

向市民、游客宣传侨批蕴含的丰

富历史、学术、文化和经济价值，

赋予“世界记忆遗产”年轻的活

力。

本期展览由知名侨批收藏与

研究者黄清海和林南中协助。经

过重新策展后，第二期展览内容

更加丰富，从“侨批中的家国情

怀”“下南洋与侨批业”和“侨批与

网络”三个不同层面再次展示“世

界记忆遗产”。

本报讯 8 月 27 日，由福建日报报业

集团（海峡导报社）、福建省金门同胞联

谊会共同主办，厦门市金门同胞联谊会、

台湾金门同乡会总会、金门县青年公共

事务协会、厦门市湖里区青年义工协会

协办的“厦金净滩环保 守护共同家园”活

动，在厦门环岛路海滩及金门慈湖海滩

同时开展海滩废弃物清理和垃圾分类活

动。来自两岸的百名志愿者走上海滩，以

实际行动倡导海洋环境保护，守护两岸

共有的一片碧海蓝天。

活动中，两地乡亲和青年志愿者在直

播画面上实现“同框”。尽管身处的位置

不同，但风采别无二致。曾几何时厦金两

地的海滩作为前线阵地，如今不仅拥有

无限风光，更成为两岸情感交流融合的

平台。

本报讯 8 月 26 日，翔

安区工商联在区行政中心

举行“爱心助残基金”捐赠

仪式。翔安区委常委、统战

部部长洪国平，市政协原副

主席、厦门残疾人福利基金

会长高玉顺，厦门银鹭集团

有限公司总裁、翔安区工商

联主席陈清渊，翔安区工商

联党组书记苏勇建等出席

捐赠仪式。

捐赠仪式上，高玉顺、

陈清渊代表双方签署捐赠

仪式，协议自今年起，翔安

区工商联将向厦门残疾人

福利基金会每年捐赠 20 万

元，五年内累计将捐赠 100

万元，专项用于开展残疾预

防、救助、康复、托养、倡导

等项目。

高玉顺表示，近年来，翔

安区扶残助残工作取得显著

成效，残疾人生活状况和福

利保障得到很大改善。但由

于各种因素的影响，残疾人

群体仍面临许多困难，需要

全社会的共同关爱与扶持。

洪国平强调，大家要以

此次仪式为契机，将助残爱

心捐赠活动常态化开展下

去。捐赠不是目的，目的是唤

醒全社会对残疾人特殊人群

给予更多的关心、关注和关

爱，使弱势群体能够感受到

社会的温暖，树立自强自立

的信心，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华侨博物院举办“林可胜与抗战时期的救护总队”主题展

翔安区工商联开展助残爱心捐赠活动

两岸连线“云净滩”

厦金共守一片海

中山路侨批展厅二期向公众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