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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华人博物馆

推出新数字平台
2020 年 1 月 23 日，一场大火几乎摧毁了纽

约市美国华人博物馆的档案馆，很多在美华人

200 多年的历史记忆差点就此埋没于尘土之中。

一年后，这家文化机构推出了一个新的数字平

台，将其收藏的数百件藏品向公众开放。

据报道，在网上展览的 200 多件文物包括

剪报、历史照片、餐馆招牌、政治竞选海报以及

华裔艺术图像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展品包括

艺术家黛比·李 1989 年用棉被创作的作品，其

中的图像展示了服装厂中的华人工人形象。其

他的展品还有华人的乐器、20 世纪初的中文打

字机等。

除了展示藏品，人们还能在这一平台上在

线参观博物馆。参观者可以通过一个三维房间

模型，查看里面陈列的来自华裔社区的艺术品

和手工艺品等。

有报道称，火灾发生前，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已

经对3.5万多件藏品进行了数字化处理。之后工作

人员也成功打捞出了一些幸免于难的实物。

火灾后，博物馆工作人员发起众筹，目前已

经筹集到超过 46.4 万美元。去年 10 月，福特基

金会也宣布捐赠 300 万美元对博物馆提供援

助。 （据中国侨网报道）

新西兰中国知青联谊会

举行迎新春联欢会
当地时间 1 月 17 日，近百名新西兰中国知

青联谊会的知青朋友齐聚奥克兰树山公园，共

同迎接 2021 年中国新年联欢会。

首先，会长曲长山致新春贺词，他说：虽然目

前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但新西兰目前尚没有

一例社区感染，实属幸运。希望大家在防控疫情的

坚守中继续多加保重，也衷心祝愿祖（籍）国人民

战胜疫情过好年。奥克兰市议员及多位社区协会

会长参与此次联欢会，并给予高度评价。

联欢会上，演员们载歌载舞，吸引了众多不

同族裔的游客驻足观赏。一位毛利大姐赞叹中

国民族服装的多彩与美丽，详细了解了不同民

族服装区分及构成。为了便于记忆，她专门指定

与她自己最喜欢的蒙古服和新疆服拍照留念。

一位欧裔歌手听了藏族歌曲《天路》，再三

感叹，“这是一支非常优秀的音乐作品”。他很想

学中文、学唱中国歌曲。一个可爱的女娃坚持让

妈妈给她换上了小花裙，跟着学跳新疆舞。那一

招一式，还挺像模像样。

最后，知青们应北京电视台的邀请，录制拜

年视频。在一声声热烈的“拜年啦”“春节好”的

欢呼声中，联欢会圆满结束。

知青们还带来了自制的各地风味小吃，分享

了各种口味的美食。会长曲长山表示，知青朋友有

的已经年过七旬，但心永远不老。不论走到天涯海

角，大家的心是和祖籍国连在一起的。新春佳节即

将来到之际，希望借助民族节日这个元素，推介宣

传和弘扬民族文化。 （据中国侨网报道）

马来亚大学孔子学院

线上举办“功夫秀”庆新春
日前，马来亚大学孔子学院举办庆新春系

列线上活动，首场“功夫秀”顺利进行，吸引约

500 名观众点击观看。这场“功夫秀”邀请河南少

林塔沟武术学校进行表演，特邀马来舞蹈艺术

学校表演团队担任嘉宾，为两国传统武术文化

爱好者提供学习与交流平台。

“功夫秀”包括 6 个节目：“少林雄风”、“少

林拳”、“少林武韵”、“少林童子功”、“少林绝技”

及“少年中国”，展示少林十八般武艺，少林拳

法、少林硬气功、少林软气功及武术情景剧。

马来亚大学孔子学院外方院长艾琳代表该大

学副校长祖丽娜为活动主持开幕致词时表示，功

夫是中华文化代表之一，不仅可用于格斗，也是个

人强身健体、增强自我防卫能力的重要方式。

该学院中方院长朱丽表示，希望疫情后，举

办更多相关活动，为中马武术文化提供更宽广

合作交流机会。 （据中国侨网报道）

当地时间 1 月 27 日，

美国福建会馆举行助选活

动，支持闽籍华人青年陈海

灵、陈熠、林煜分别竞选纽

约法拉盛市、艾姆赫斯特市

和布碌仑日落公园市议员。

此前，当地时间 1 月 25 日，

美国福建同乡会、美国长乐

公会也为他们举办了助选

活动。

美国福建会馆负责人

潘木永、美国福建同乡会负

责人郑思祺、美国长乐公会

候任主席卢建顺在助选活

动中表示，虽然当前美国新

冠肺炎疫情肆虐，但纽约华

裔的参政热情却十分高涨，

尤其是闽籍华人青年激情

四射、活力满满。3 位福州

籍华人青年才俊竞选纽约

市不同选区市议员，这是闽

籍华侨华人的特大喜讯，也

标志着旅美闽籍华侨华人

开启了积极参政议政、融入

美国主流社会的新征程。华

人在美参政并非易事，他们

要克服比土生土长的美国

人更多的困难，付出更多的

努力。希望更多华裔积极争

取平等参政的机会，用民主

的制度维护自身的利益和

尊严，实现自己的愿望和梦

想，团结力量捍卫民主的精

神和价值，推动社会的公平

和正义。同时呼吁旅美华

人、闽籍侨领团结凝聚力

量，大力支持 3 位参选人参

与竞选。

陈海灵、陈熠、林煜先后

在活动中阐述了自己的竞选

政纲和参选宗旨，感谢家乡

侨团乡亲们支持他们参与纽

约市议员竞选。

（据东南网报道）

南非执政党非国大 1 月

27 日公布：南非华裔女政治

家张晓梅成功当选该党增补

国会议员，张晓梅也由此成

为南非首位华裔国会议员。

当日，张晓梅在位于开

普敦的南非国会宣誓就职。

张晓梅生于 1965 年，原

籍中国河南，1994 年来到南

非攻读南非大学博士学位。

随后在转籍南非后，她于

2007 年加入南非执政党非

国大，并以其商业领域专长，

致力于帮助南非当地黑人社

区实现经济发展，摆脱贫困，

提升生活水平。

此前，她曾担任中南杰

出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全非

洲华人女企业家工商联合总

会会长等职。

“我能感受到身上的重

担，当选国会议员不只是一

份荣誉，更是一种鞭策，让我

在未来更好地服务南非人

民，并为南中两国关系不断

发展做出贡献。”张晓梅表

示，十余年的基层从政经历，

让她相继走访了 300 多个南

非乡村，以及周边 20 余个非

洲国家，这些经历让她切身

了解到南非乃至非洲人民的

发展需求，以及南中、非中关

系前行的关键所在。“只有真

正把非洲人民当做家人，才

能更好更快地融入这个大家

庭。”她说。

张晓梅称，当前无论是

南非还是中国，对于她来说

“两边都是家”，因此她渴望

借此机会为推进南中两国关

系做出更多贡献，实现合作

共赢。同时，张晓梅也希望能

为华人社区更多地发声，切

实解决华人在当地存在的各

种问题，加深对华人团体和

当地民众的了解，做好南非

和中国之间的桥梁。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

2021 年春节将至，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不少留俄学子选择在俄

罗斯过年。遥远的距离

阻断不了亲情，也阻断

不了祖国的关爱。为传

递党和政府对广大留学

人员的关心关爱，1月 22

日，驻俄罗斯使馆举行

“春节包”发放仪式，张

汉晖大使出席并讲话，

莫斯科部分高校中国留

学生代表参加仪式。

张汉晖大使首先向

全体留学人员致以新春

问候。他强调，党和政府

时刻牵挂着广大海外留

学人员的健康与安全，驻

俄使领馆始终将留学人

员工作放在首要位置。青

年一代是祖国的未来，是

民族的希望。广大留学人

员正值青春年少，既是历

史的见证者，又是历史创

造者，是最勇敢、团结、富

有朝气、最具韧性的青年

群体。希望大家在物质和

精神上互相帮助、互相关

心，向各国人民展示正能

量，表现出中国留学人员

的高素质。同时，保持身

心健康，练就过硬本领，

早日学成报国。

张汉晖大使指出，目

前，俄罗斯疫情依然严

峻，同学们一定要密切

关注疫情形势，严格遵

守当地防控措施，加强个

人防护，不要聚集，非必

要不外出，一旦出现身体

不适症状一定要及时联

系使领馆寻求帮助。驻俄

使领馆将继续协调各方

资源，全力解决留学人员

遇到的各种困难。

（据中国侨网报道）

肆虐的疫情阻挡不了

华侨华人庆祝春节、传递

祝福的心愿。随着农历新

春佳节日益临近，西班牙

侨界日前着手筹备“云端

庙会”。

往年春节，马德里都

会在元宵节举办“中国庙

会”，今年受疫情影响将

线下庆祝转为“云端庙

会”，浓浓的年味和心意

不减。主办方邀请侨胞们

拿起手中的相机、手机拍

摄短视频素材，内容主要

包括讲故事、品美食、秀

才艺、传文化和送祝福 5

个方面。

侨胞们可以通过短视

频讲述在 2020 年抗击疫

情中发生的令人感动、记

忆深刻的故事；可以通过

视频表演文艺节目，展现

才艺；也可以把剪窗花、捏

泥人、写春联、打中国结的

过程录制下来。主办方还

欢迎孩子们通过朗诵、演

奏乐器、表演书法的方式

来送出新春祝福。

餐饮业是旅西侨胞安

身立命的重要行业，也是

在疫情中备受冲击的行

业。主办方希望借助这次

“云端庙会”，为各地中餐

馆提供展示平台，通过拍

摄视频亮出自家招牌，秀

出特色菜，并展示做法，以

此来传递中餐业抗疫的信

心。

主办方称，这些短视

频素材届时将制作成一份

属于旅西侨胞专有的新春

特辑，并将于 2月 26 日在

Youtube 和哔哩哔哩视频

网站播出，以此来回顾旅

西侨胞们不平凡的一年，

感受同胞们的喜乐忧伤，

并期许春天到来。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

1 月 24 日，菲律宾香港

商会通过视频会议举行第四

届理事会职员线上就职典

礼。该会全体理事、青商委

员、各地区主任、咨询委员、

名誉顾问、顾问、名誉理事等

100 多人参加活动。

大会主席洪健雄致开幕

辞，他对创会会长庄金耀和

前任会长陈章成辛勤领导，

为该会发展打下扎实根基，

全体同仁在其任期内鼎力支

持和通力合作表示由衷感

谢。洪健雄向大家汇报了其

任内所从事的一系列工作和

推进的各项方案，他将捐赠

20 万元比索（约合 2.7 万元

人民币），作为青商委员会的

活动金。他说：“希望新一届

全体理事能一如既往地为本

会会务发展打拼，新冠肺炎

疫情期间，理事会议均通过

视频形式开展，望大家尽量

拨出时间出席参加。同时，希

望各位同仁全力支持新届会

长黄俊人开展会务，他经验

丰富、才华洋溢，定能将本会

会务推向新高峰。”

庄金耀为新届职员就职

监誓后致辞，他回顾了菲律

宾香港商会成立的过程，对

菲律宾香港商会在短短几年

内取得的成就，以及在华社

所享有的声誉和地位感到十

分欣慰。希望新届会长黄俊

人再接再厉，带领该会更上

一层楼。

黄俊人表示，本会经过

几年的悉心耕耘和共同努

力，会务蒸蒸日上，绩效卓

著，成为备受菲华社会瞩目

的主要社团。“感谢各位推选

我担任新届会长，我将竭尽

所能、全力以赴、不负众望发

展会务，希望大家精诚合作，

全心全意为本会会务的发展

贡献心力。”他说，今后将做

好份内的工作，带领全体职

员积极参加华社各项活动，

全力拓展会务，为会员谋福

祉、为社会作贡献。

（据东南网报道）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
举行“春节包”发放仪式

西班牙侨界筹备“云端庙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