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闽侨声

本报讯 据福州市侨联消息，

近日，福州市侨联在福清市江阴镇

侨联召开乡镇侨联会所建设座谈

会，推动基层侨联抓好会所建设。

近年来，福州市侨联狠抓基层

侨联阵地建设和文化建设，组织重

点侨乡乡镇侨联负责人赴江苏南

通、浙江宁波考察华侨博物馆建

设、侨商大厦建设，全力支持重点

侨乡乡镇侨联建设侨联会所，积极

推动有条件的基层侨联建设侨情

馆侨史馆。

座谈会上，马尾区亭江镇侨联

负责人介绍了筹建亭江侨联联谊

大厦的情况。在亭江镇党委政府和

海外侨胞的支持下，亭江侨联在原

址兴建 15 层高的联谊大厦，目前

大厦立项公示已经完成，待相关手

续完备后即开始建设。

江阴镇侨联负责人介绍了江

阴侨商大厦的筹建情况。为发挥江

阴侨力资源丰富、侨胞热心家乡发

展的优势，江阴镇侨联筹划牵头建

设江阴侨商大厦，由于土地规划性

质的变更和大厦属性的未确定，目

前尚处于酝酿过程中。

江阴镇镇长介绍了镇政府支

持侨联会所建设的具体措施。目

前，江阴镇侨联办公楼属于危房，

列入了拆迁的范围。待补偿资金到

位后，镇侨联可以选择租用或购买

镇行政用房用于侨联会所，也可以

按商业用地的做法建设江阴侨商

大厦，镇政府将提供相应政策支

持。

福州市侨联四级调研员汪树

无介绍了福州市基层侨联会所建

设和侨情馆建设情况，提出了市侨

联对乡镇侨联建设会所的指导性

意见：首先，争取党委政府和海外

侨胞的支持，建设一个独立的、产

权清晰的侨联会所；其次，立足于

自身条件和侨力资源，争取建设一

栋公益性的侨联大厦或联谊大厦；

然后，充分发挥本地侨商侨企优

势，团结凝聚侨界力量，走市场化

运作方式，牵头建设侨商大厦，助

推家乡经济发展。

本报讯 2 月 16 日上午，

致公党福清市委会副主委何

华龙一行在阿根廷阿中体育

文化交流协会会长念彬等海

外侨胞陪同下走进福清市海

口古城，感受海口作为历史

文化古镇的深厚文化底蕴。

海口镇始建于北宋，

是福清五大古镇之一。早

在唐代，海口就是福建沿

海的关防重镇，因其雄居

福清湾顶部，扼龙江之入

海口而得名。明洪武年间，

明太祖加强管理海防事

务，在福清海口建一座镇

东卫，是全国大卫城之一，

史有“北有天津卫，南有镇

东卫”之说。

当天，考察团一行参观

考察了海口古街、龙江桥、念

作霖故居等处。福清作为福

建念氏的祖居地，千百年来，

繁衍生息，念氏后裔遍布日

本、阿根廷等海内外各地。

何华龙表示，海口拥有

很多古厝、侨厝及弥勒岩、

龙江桥等名胜古迹，这些都

是海外侨胞的乡愁和精神

家园。希望相关部门充分把

握侨乡历史人文资源优势，

深挖侨文化的内涵，将侨乡

文化资源融入文化旅游发

展，留住海外侨胞“根”的记

忆，形成侨乡文化旅游精

品路线，增进与海外侨界

联谊交流，促进侨乡振兴

发展。

海口历史悠久，人文荟

萃，具有丰富的文化积淀。历

代人才辈出。北宋名臣“一拂

先生”郑侠出生于海口牛宅

村，近代中国“第一个睁眼看

世界”的林则徐祖籍在海口

岑兜村。海口又是福建著名

的侨乡，有海外侨胞分布于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著名侨

领林绍良就是海口人，印尼

侨领俞雨龄也是祖籍原海口

里美村。

当天，致公党福清市委

会外联部成员及阿中投资

贸易促进会副会长林圣华、

副会长王强，阿根廷阿中体

育文化交流协会秘书长张

羽等参加了考察活动。

（郑松波）

本报讯 据福州市委统战部消

息，闽清县海外联谊会第五届会员

代表大会日前在该县塔庄镇召开。

大会宣读了在外会员代表的

贺电，选举产生了第五届理事会。

华秀敏当选为会长，刘颖芳当选

为常务副会长及秘书长。大会还

选举产生了名誉会长、监事长、副

会长、理事、监事，并颁发牌匾及

聘书。

会上，闽清县委书记陈忠霖

向新当选的海外联谊会领导班子

表示祝贺。他指出，刚刚过去的

2020 年，各位会员在疫情之下展

现出破局智慧，在危机之中捕获

发展机遇，充分发扬了闽清“梅

花”精神和闽清企业家精神，与家

乡各项工作一起取得了逆势上扬

的优秀成绩。

陈忠霖表示，希望各位会员深

交老朋友，广交新朋友，扩大“朋友

圈”，团结引导四海侨胞讲述好闽

清故事、传播好闽清声音、塑造好

闽清形象，围绕“三大三强”发展战

略，多做投资兴业、引智聚力、牵线

搭桥、穿针引线的工作，协作共赢

实现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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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林珍珍）因

疫情原因，不少华裔留学生响应

留厦过年的倡议，今年在校过

年。正月初五，厦门市侨联组

织 9 个国家的 30 余位留厦的华

裔留学生，以包饺子、互相拜

年、玩游戏、表演节目的形式，

度过了一个充满中国味的新春

佳节。

参加活动的留学生来自印

尼、泰国、缅甸、老挝、菲律宾、柬

埔寨、秘鲁、毛里求斯、乌克兰等

国家，他们是华侨大学、厦门大学

的在校华裔留学生，与厦门市侨

联、厦门市印联会青年委员会保

持密切联系。

逢年过节，厦门市侨联、厦

门市印联会青年委员会都不忘

关心关怀这些侨界新生代，传递

祝福。此次活动也是在侨二代

开办的杏林舒心酒楼举行，具有

印尼风味的餐食，不仅方便交流

文化习俗，也让华裔留学生倍感

温暖亲切。

活动间隙，专程参加活动的

厦门市侨联副主席邓飚向华裔

留学生送上新年祝福，认真了解

华裔留学生在厦学习、生活感

受，升学、求职诉求，以及寒假留

厦安排等。华裔留学生以自发组

织排练的精彩节目表达感谢。与

会领导为华裔留学生送上爱心

礼包，并叮嘱他们，如有遇到问

题和困难可通过市侨联渠道反

映，寻求帮助协调解决。

本报讯（通讯员 王昌泽）“让

我们共同致力于建设高素质高颜

值跨岛发展最美新市区，集美区是

你们永远的温馨家园！衷心祝愿大

家新春快乐、吉祥如意、阖家幸福、

事业辉煌！”牛年春节期间，集美区

侨联及侨务工作者通过微信公众

号、微信推送、视频分享、视频通话

等方式，向海外侨团和海外乡亲拜

年，捎上区委区政府和侨联组织的

新春祝福，分享故乡的浓浓年味，

让因疫情不能归国返乡谒祖省亲

的海外乡亲深受感动。

正月初二是新加坡陈文确陈

六使家族后裔团拜的日子，90 岁

高龄的魏毓辉先生在与集美区侨

联同仁的视频通话中，深情说道：

“已经一年多没回去了，这疫情一

结束马上组团回去。”

据不完全统计，集美区侨联在

春节期间向新加坡厦门公会、新加

坡汪氏总会、北美华人华裔寻根协

会、加拿大集美校友会、马来西亚

福建社团联合会、印尼中华总商会

等 20 余个海外社团和陈嘉庚及陈

文确陈六使家族后裔等海外乡亲

200 余人云拜年。

本报讯（通讯员 黄霓裳）近

日，中国侨联印发《关于通报表彰

2018—2020 年度全国侨联系统优

秀“侨胞之家”的决定》，厦门湖里

康乐社区侨胞之家被中国侨联表

彰为全国侨联系统优秀“侨胞之

家”，成为厦门市首批获此殊荣的

“侨胞之家”。

近年来，湖里区侨联紧紧围

绕区委区政府的中心任务和侨

界群众的迫切需求，积极推进

“侨胞之家”建设工作，各社区

“侨胞之家”阵地建设取得明显

成效。康乐社区党委将侨务工作

纳入党建工作整体规划，推动社

区侨联从“有组织、有队伍、有经

费、有阵地、有活动”向“有网络、

有机制、有平台、有特色、有成

效”的目标迈进。

康乐社区侨胞之家为社区侨

界人士建立起多元化、零距离的

“便侨服务圈”，依托现有的社区

网格化管理体系和信息平台，建

立健全侨情台账，完善相关制度，

组建“联心侨”志愿服务队，以侨

为桥、以侨帮侨，为侨界群众开展

医疗保健、便民家政、法律援助、

心理支持、敬老爱幼等形式多样

的服务，把党和政府的关心和关

爱带到归侨侨眷的心中。依托侨

胞之家开展丰富多彩的涉侨活

动，着力为侨界群众提供文化、教

育、培训、联谊、交流、健身等多种

服务，用心用情打好“侨”牌，广泛

凝聚侨心侨力，真正使侨联组织

成为深受侨界群众信赖的温暖之

家、团结之家。

康乐社区党委书记、侨联主

席曾清华表示，今后将珍惜荣

誉、再接再厉，努力发挥社区“侨

胞之家”的榜样带头和引领示范

作用，继续凝聚侨心、汇聚侨智、

发挥侨力、维护侨益，为“十四

五”开好局起好步贡献侨界力

量。

本报讯（通讯员曾明辉）

近日，同安区侨联青年委员

会在区侨联会议室举行新

春“爱心助学”活动，区政协

常委、区侨联顾问、厦门国

仲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李

红，区侨联青年委员会副会

长、厦门鑫路和商贸有限公

司总经理杨晓纲等共同捐助

10 位困难家庭高中学生。区

侨联青年委员会会长陈兴

长、区侨联秘书长曾明辉等

出席活动。

陈兴长对李红、杨晓纲

等爱心人士的慷慨解囊表示

衷心的感谢，他对受资助的

学生提出期许：要传递爱心，

让更多身边的人感受到人间

真情；要怀感恩之心，牢记社

会各界的关爱；要有进取之

心，将感谢之情转化成学习

动力，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和

优异成绩回报社会。

李红、杨晓纲分别发言，

勉励贫困学生们要树立远

大理想，乐观勇敢，用自己

的勤奋和努力创造美好的

未来。

本报讯 2 月 21 日，电视

剧《侨商》导演阎建钢率主创

团队一行，赴福建华侨主题

馆参观考察。

福建省侨联主席陈式海

热情接待了摄制组一行，并简

要介绍了主题馆的基本情况。

他带领大家参观了《福建省纪

念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颁布

30周年图片展》临时展厅，《领

袖与侨》《华侨精神展示厅》《百

国百侨风物展》等专题展厅，

从不同角度展现海内外华侨

华人与祖(籍)国同呼吸、共命

运的高尚情怀。

阎建钢充分肯定闽籍华

侨华人为祖(籍)国繁荣昌盛

所付出的牺牲与奉献，认为

福建华侨文化底蕴深厚，必

将在接下来的采风采访中充

分挖掘，展现特有的华侨风

采。 （黄新萍）

同安区侨青委

新春“爱心助学”暖人心

电视剧《侨商》主创团队

参观福建华侨主题馆

康乐社区侨联获评全国侨联系统优秀“侨胞之家”

海外侨胞参观考察福清古厝保护福州市侨联指导推动基层侨联会所建设

闽清县海外联谊会换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