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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侨领杨国璋

因病逝世享年 87 岁
日前，柬华理事总会最高名誉顾问、

柬埔寨著名侨领杨国璋在泰国医院因病

与世长辞，享年 87 岁。

杨国璋出生于柬埔寨金边，祖籍中

国广东省潮安县。1954 年毕业于金边端

华学校，后步入商界，历任金边市中华医

院的董事长、老汉兴酒业(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柬华理事总会名誉顾问、柬埔寨

潮州会馆名誉顾问、柬埔寨杨氏宗亲总

会永远名誉会长等要职。

他年仅 21 岁就接手父亲创办的酿

酒产业，并将其发扬光大。上世纪六十年

代研造推出的力士大补酒风行全柬。

2014 年 2 月 25 日，柬埔寨王国总理

洪森向杨国璋颁授“国家最高贡献勋

章”。

多年来，杨国璋始终关注慈善公益

事业，以自己的爱心和行动回馈社会，向

国内外灾区、华校、华人社团、华人墓园、

庙宇等慷慨捐资。

他还欣然担任许多华社团的名誉职

务，出谋划策，出钱出力，支持华社团体

进步发展，以自己的高尚行动赢得了社

会各界好评。 （据中国侨网报道）

江磊当选美国福州琅岐

同乡会第十一届主席
当地时间 11 月 5 日，美国福州琅岐

同乡会举办第十一届换届选举，会上由

该会总顾问林启松宣布，江磊蝉联第十

一届主席。

江磊表示，该会成立至今已有 22

年，目前拥有超过 3.5 万名琅岐乡亲会

员。其在任期间获得同乡会各位同仁和

乡亲们的大力支持，共同发挥团结协作

的精神，推进会务发展，为同乡会积累了

良好的声誉，以积极的形象继续参与社

会公益事业，并发挥守望相助、互爱互助

的精神，帮助乡亲、推动社区发展。此次

蝉联第十一届主席，江磊表示，将继续努

力团结乡亲、服务社会，为同乡会未来及

琅岐乡亲的共同荣誉、为家乡的公益事

业尽心尽力。

据悉，按照会规，第十一届换届选举

公告在 10 月 27、28、29 日连续 3 天刊登

见报，要求有意竞选并符合会长候选人

资格者在 11 月 2 日前，向由 10 个管理

区代表组成的换届选举筹备小组登记。

（据美国《侨报》报道）

华裔艺术家王衍成获颁

意大利米开朗基罗勋章
日前，华裔艺术家王衍成荣获意大

利米开朗基罗勋章，这也是首次有华裔

画家荣获该勋章。

意大利国家艺术院院长克里斯蒂

娜·阿契蒂尼主持了仪式，并授予艺术家

米开朗基罗勋章。在仪式上，阿契蒂尼对

王衍成的艺术成就高度赞誉，并对其在

意大利国家现代美术馆、意大利国家艺

术院成功举办个展表示祝贺。

仪式后，王衍成在阿契蒂尼，意大利

国家艺术院绘画院院长安德烈·格朗齐，

意大利国家艺术院展览部主任、原佛罗

伦萨美术学院院长多梅尼科·维贾诺，意

大利国家艺术院院士恩里科·萨托尼的

陪同下，一同参观了收藏于意大利国家

艺术院的米开朗基罗原作，并听取了他

们的讲解。

与此同时，由阿契蒂尼策展的“王衍

成———色彩宇宙的起源”作品展，也正在

意大利国家艺术院举办，意大利国家艺

术院院方代表也在王衍成的陪同下进行

了参观。 （据中国侨网报道）

作为创会 20 周年系列纪念

活动的一环，日前，《日本中华

总商会 20 周年纪念特刊》正

式发行。

纪念特刊共 150 页，图文

并茂地全面展示了日本中华

总商会创会 20 年来的发展历

程，主要内容包括“各界贺

词”、“纪念致辞”、“总商会概

要”、“事业活动”、“品牌活

动”、“总商会在行动”、“华商

回顾”、“我与总商会”、“图文

纪事”、“总商会大事记”等板

块。

日本中华总商会会长严

浩在“纪念致辞”中写道：“饮

水思源，在庆祝总商会成立 20

周年之际，我们尤其感激和怀

念筹备和创始初期为总商会

沥尽心血的前辈们，没有他们

的奉献就没有总商会的今天；

同时我们也真挚地感谢广大

会员们的积极参与和奉献，正

因此我们的事业和影响才得

以不断壮大和提升。”

严浩还指出：总商会的

20 年，是总商会全体会员对

“商”、“中华”、“日本”这三个

关键词不断深化理解、不断

实践努力的 20 年。截至 3

月，总商会已拥有近 400 家会

员，基本涵盖了具有代表性

的在日华侨华人经营企业；

近 20 家由中国各省市在日

商界人士组成的各地商会作

为团体会员的加盟，使得总

商会的开放性和代表性得到

进一步的体现，不仅可以资

源共享，同时也促进了在日

华商团体的整体发展；约 100

家日本企业作为赞助会员的

加入，对总商会促进中日经

济交流、融入日本主流社会

起到了重要作用；经过不断

的摸索和创新，总商会逐步

形成了行之有效的组织和运

营机制；以关西中华总商会

和新潟中华总商会为代表的

直属分会的活动也日趋活

跃。

在各方面的热情支持和

帮助下，日本中华总商会的社

会作用日趋明显，社团功能不

断完善，社会地位已得到海内

外各界的广泛认同。

（据中国侨网报道）

当地时间 11 月 11 日，新

加坡总理公署发布文告，宣布

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兼律政

部第二部长唐振辉接替交通

部长王乙康领导华社联络组，

成为新一任主管华社事务的

内阁部长。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文

告中说，唐振辉目前出任文社

青部长的职务与照顾华社需

求的工作之间具有不少协同

效益，因此由他来领导小组，

进一步促进政府与华社联系

非常合适。“唐振辉在促进我

国多元种族与宗教社会的凝

聚力过程中，将能进一步加强

同华社的文化、宗教及青年团

体的联系工作。我有信心在唐

振辉的领导下，华社联络组将

进一步巩固政府与华社之间

的关系。”

唐振辉接受《联合早报》

专访谈及新职务时表示，“与

华社联络组前面几任领导相

比，我有的是另一套不同的价

值观。我希望自己的华语还能

再进步，但现阶段因为懂得方

言，我依然可以和华社领导轻

松对话。使用方言也让我们能

更深一层了解不同的文化习俗

及每个方言群体特殊的传统。”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

菲律宾晋江同乡总会

第十四届理事会举行网络会议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近日，菲律宾晋

江同乡总会第十四届理事会举行网络会

议，商讨多项重要会务工作。

菲律宾晋江同乡总会理事长施永昌向

参加网络会议的各位同仁表示欢迎和感谢。

他向大家介绍了自疫情暴发以来，菲律宾晋

江同乡总会各成员和属下多个同乡会积极

捐款 2500 万元比索（约合 344万元人民币）

后的款项支出，如购买物资驰援家乡晋江抗

疫、通过中国驻菲大使馆向中国相关抗疫单

位捐款、向菲律宾华社抗疫基金会和菲律宾

华裔青年联合会捐款等。目前该款项还剩余

的 1300多万比索（约合 179万元人民币）将

存入菲律宾晋江同乡总会福利部，用于日后

的社会公益事项。

会上，菲律宾晋江同乡总会秘书长高

铭森报告了几个月来该会的会务活动和

来往文件等；名誉理事长李荣郇建议该会

继续关心支持青年组，鼓励青年组通过举

行视频会议的方式开展有意义的活动；理

事兼文教施梓云报告了文教组的工作等。

此外，为更好地发展会务，会议决定今

后的理事会议于每月首个星期一通过网络

举行，直至疫情结束。 （据东南网报道）

在 11 月 6 日中意建交 50

周年纪念日前夕，由中国驻米

兰总领馆组织编纂的中意建

交 50 周年纪念文集意文版

《友谊的故事———庆祝中意建

交 50 周年》正式在意大利公

开出版发行。

《友谊的故事———庆祝中

意建交 50 周年》的文集作者，

从不同角度讴歌了中意友好

关系的发展历程，以及中意两

国在各个领域不断密切合作

关系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文集

受到了意大利主流社会的广

泛关注和高度赞誉。

文集的一位作者表示，

1970 年 11 月 6 日，中国和意

大利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传统

友谊翻开新的一页。半个世纪

以来，中意两国坚持互尊互

信、互利共赢、互鉴互助，成为

了全面战略伙伴，造福两国人

民，也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

背景下国家发展双边关系作

出了表率。

细读每一篇文章，一个个

鲜活的人物、一幅幅感人的画

面跃然纸上。有老一辈有识之

士，敢为人先，冲云破雾，助力

中意两国建交；有一批优秀企

业家，见证中国开放、发展，抓

住中意合作机遇，推进双方关

系；有为民众带来高速网络体

验的科技企业，也有为务实合

作加油助力的金融机构；有文

化人士倾心教育事业，促进人

文交流；也有新老侨民，以侨

为“桥”促友好；还有意大利老

朋友长期帮助中国侨民融入

当地社会。

中意友好关系经历了 50

年发展历程，有无数的故事可

以分享，有太多的亮点给人启

示。据悉，从中国驻米兰总领馆

7月份开始征集稿件以来，收到

了意大利各界人士和华侨华人

的大量投稿。文集编入了26位

来自多个领域作者的文稿，其

中不乏有美好的回忆，更有对

未来不断深化中意友谊与加强

合作美好愿景的期待和展望。

（据中国侨网报道）

中国驻瑞士大使馆
向留学人员发放第四批“健康包”

深秋入冬以来，瑞士

及周边国家新冠肺炎疫

情反弹迅速，形势十分严

峻。为帮助广大在瑞士留

学人员有效应对疫情，驻

瑞士大使馆近日再次启

动健康包发放工作。这也

是疫情以来驻瑞士使馆

面向广大留学人员的第

四次健康包发放。

在王世廷大使亲自

指挥和部署下，本批“健

康包”已顺利完成拆包和

分装，并于近日通过快递

公司陆续送达全瑞各地

20 个学联和相关组织。

为充分做好发放工

作，驻瑞士使馆为此提前

谋划，通过不同渠道大力

筹集防疫物资，并通过全

瑞各地学生学者联合会、

瑞士中国学人科技协会、

瑞士中文教师协会、中国

高校瑞士校友会联盟等组

织收集完善需求信息，制

定了详细的发放计划和方

案，力求做到地区、学校和

人员全覆盖，确保把党和

国家关怀送到每一位同学

手上。（据中国侨网报道）

阿根廷华助中心向旅阿侨胞发防疫物资
当地时间 11月 8日，

阿根廷华助中心向旅阿侨

胞分发防疫口罩捐赠活动

举行，这是华助中心自疫

情发生以来多次捐赠活动

的再次爱心捐助。

据阿根廷华助中心主

任严祥兴介绍，自阿根廷

疫情暴发以来，就经常收

到国内各涉侨部门的问

候，家乡时刻关心着旅阿

侨胞的安危，华助中心也

积极组织各种捐赠和帮扶

工作。除了在首都多次发

放防疫物资外，还紧急向

北部分中心送去了 20000

个防护口罩。他说，大难有

大爱，患难见真情。

阿根廷义工团队负

责人何雄明表示，这次捐

赠的 40000 个口罩是由

华助中心捐赠，委托阿根

廷义工团队协作华助中

心发放。

阿根廷“一带一路”

服务中心主任、阿根廷华

助中心副主任郑为辉在

捐赠现场说道，阿根廷疫

情持续蔓延，华助中心再

次向旅阿侨胞送去爱心

与温暖。这些口罩必将为

旅阿侨胞应对疫情提供

有力支撑，也诠释了华助

中心守望相助、关爱生命

的抗疫精神。

（据阿根廷华人网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