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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中新社报

道，“赤子情怀 大 爱 无

疆——纪念慈善家黄仲咸

先生诞辰 100 周年事迹展”

3 月 18 日在中国华侨历史

博物馆开幕。

黄仲咸是著名华人慈

善家，少年时南渡印尼谋

生，沥尽心血成为商界精

英，并捐资为家乡兴办公

益事业多年。2005 年，他和

夫人戴子媛在厦门市公证

处立下遗嘱，将南安必利

达大厦、厦门必利达大厦、

香港中行寄存的 11000 两

黄金、厦门中行 800 多万

元人民币存款、南安水头

镇 60 亩地皮的使用权及

其全部收益，悉数捐赠给

福建省黄仲咸教育基金

会。

本次展览分为“梅花

香自苦寒来”“洒向人间都

是爱”“永远的丰碑”三部

分，展示黄仲咸艰苦创业

的奋斗历程和热心公益的

一生。展出的实物中，不仅

有黄仲咸生前的珍贵影

像、生活物品等 30 余件

套，还有受基金会资助的

孩子们写给黄仲咸先生的

千余封书信。

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

馆长臧杰斌在开幕式上致

辞表示，黄仲咸先生是印尼

著名的华人慈善家，他一生

情系故土，展现出了无私奉

献的精神与家国情怀。

福建省黄仲咸教育基

金会常务副理事长李永远

表示，黄仲咸先生是著名爱

国侨胞和慈善家，本次展览

真实反映了其人生轨迹，将

黄仲咸先生慈善为怀、造福

桑梓、勤俭创业、爱国奉献

的精神更好地传播开来，发

扬光大。

南安市委副书记、市

长张桂森在致辞中说，黄

仲咸先生用一生书写“爱

国、爱乡、爱俭、爱业”的南

安华侨精神，备受家乡人

民崇敬，其精神也值得铭

记于心。

展览由中国华侨历史

博物馆、福建省侨联、福建

省黄仲咸教育基金会共同

主办。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

将通过汉语普通话、英语、

闽南语和印尼语对展览进

行 4 场直播，北京时间 3 月

22 日为汉语普通话、英语

直播，3 月 29 日为闽南语、

印尼语直播。 （刘立琨）

本报讯 3 月 20 日正值春

分，春意盎然、和风微拂。厦门

市侨联文化联络部、市侨联青

委会组织侨青志愿者前往海沧

天竺山，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

月”主题活动———养护“侨青

林”。

市侨联副主席邓飚，市侨

联兼职副主席、青委会会长庄

顺茂等 25人参加了活动。

在养护活动现场，大家分

工合作，铲土培土、除杂草、

提水灌溉，用心养护绿地树

木。志愿者们还特地带来了描

红工具，为“侨青林”石碑重新

上漆。

志愿服务中，侨青志愿

者们用实际行动爱绿护绿，倡

导和传递生态环境保护、建设

美好家园的理念，为营造自然

和谐的生态环境贡献侨界

力量。

“侨青林”是 2010 年为庆

祝厦门市侨联成立 60 周年开

辟，最早栽种了 60 株凤凰木，

2016 年因受“莫兰蒂”强台风

影响，调整为种植樱花和其他

树木。

福建省人大常委会侨台工委

一行调研长乐新侨创业
本报讯 据福州长乐区侨联消息，近日，福建

省人大常委会委员、侨台工委主任陈雄一行到长

乐开展调研，福州市侨联主席蓝桂兰、区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林少惠、区侨联主席李威等参加调

研。

调研组一行实地察看福建景丰科技有限公

司、福建闽福投资有限公司长乐喜盈门建材家具

广场，详细了解新侨回国创业创新发展情况，并

邀请新侨代表进行座谈交流。

座谈会上，区侨联汇报了关于长乐新侨工作

情况，陈荣华、陈东光、陈云斌、陈松康、陈敏丰等

华侨代表围绕新时代如何发挥新侨作用、加强华

侨社团联络、凝聚新侨力量、完善引资引智平台

体系等，提出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调研组对长乐新侨工作以及新侨代表们提

出的意见和建议，给予充分肯定，指出长乐华侨

人数众多、人才资源丰富、社团多、影响大，为祖

国繁荣建设贡献了力量，希望长乐各界要继续做

好新时代侨务工作，团结侨界更多的年轻群体，

不断激发新侨对祖国的认同感。同时，要积极探

索新侨引资引智平台建设，积极为新侨人士创新

创业营造良好的环境和氛围，充分发挥桥梁纽带

作用，提高新侨服务质量，凝聚侨心侨力，为福建

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超越贡献新的更大力量。

（林虹）

福建省侨联赴莆田调研
本报讯 据福建省侨联消息，3月 17 日，福建

省侨联主席陈式海、副主席翁小杰带队前往莆田

市，与市委领导座谈，重点围绕推进“中国侨商投

资(福建)大会”、海外传承弘扬妈祖文化等内容进

行了交流研讨。

莆田市委书记刘建洋会见了省侨联调研组

一行，表示莆田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中国侨商

投资(福建)大会”筹备，将广泛发动侨商参与，充

分挖掘侨资侨智侨力，努力形成侨商投资新热

潮。莆田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陈志强，副市长胡

国防、莆田市侨联主席陈锦堂参加了会见。

期间，陈式海、翁小杰与省侨联兼职副主席

陈玉树等侨资企业家进行了座谈，还前往莆田市

涵江区江口镇侨联和江口镇公共法律服务中心，

调研了解侨胞之家和涉侨维权多源化解工作情

况。

陈式海指出，近年来江口镇侨联和江口镇公

共法律服务中心，结合侨乡实际，在全国侨联系

统首家创设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多元化方式调

解涉侨纠纷，挂牌“涉港澳台侨诉非联动中心”，

全力推动涉侨维权工作，取得了丰硕的工作成

果，工作经验在全国法院系统、侨联系统推广，希

望大家广泛团结凝聚侨资侨智侨力，为新福建高

质量发展超越贡献侨界力量。 （王世俊）

福建省侨联与侨校

共建“侨心林”
本报讯 据福建省侨联消息，近日，以“凝聚侨

胞情共植侨心林”为主题的“侨心林”揭牌仪式在

侨校———福州华侨中学举行。

福建省侨联副主席张瑶、机关党员干部，福

州华侨中学校长刘燕、校董事会董事长江雄、副

董事长王彬，以及旅日榕籍侨胞、侨界抗疫“平凡

英雄”刘丹蕻等出席活动。

在植树节之际，福建省侨联及王彬、刘丹蕻

为福州华侨中学捐赠 10 棵樱花树和 10 棵茶花

树，为学校的发展助力。地方侨联和侨校共建“侨

心林”，建设“侨校文化下的劳动基地”，旨在通过

劳动教育，打造学生社会实践的大课堂，将立德

树人的教育任务通过满足学生的成长需要来实

现，不断增强爱国主义教育的吸引力、感染力和

影响力，以切身体验感知华侨华人对祖(籍)国的

热爱之情。 （王文青）

本报讯（记者许银锑）3 月

24 日 ，“家国情怀 海丝记

忆———侨批历史文化展”在华

侨博物院开展。

本次展览精选 290 件（套）

侨批，以家书为主，从下南洋与

侨批业、海丝沿线国家侨批、侨

批与货币金融、侨批与海上金

融、侨批中的家国情怀五部分

展开介绍，跨越清末、民国至中

华人民共和国三个历史时期；

涉及侨居地新加坡、马来西亚、

菲律宾、印尼、美国、加拿大、澳

大利亚等，以及侨乡泉州、厦

门、漳州、广东潮汕、五邑地区

等，饱含浓厚的家国情怀与珍

贵的历史记忆。

侨批是指海外华侨华人通

过民间渠道及后期的金融、邮

政机构寄给家乡眷属附有汇款

的书信以及国内寄往海外回批

的合称。侨批作为融合汇款与

家书的纸质沟通载体，汇寄家

费、沟通情感、传播世界文明成

果。它不仅记录了华侨华人在

侨居国的生活状况、活动情况

及当地的历史文化发展信息，

同时也对 19、20 世纪中国与世

界的经济、文化和政治交往起

了重要的促进作用。2013 年 6

月，“侨批档案”入选《世界记忆

名录》。

本次展览由华侨博物院、

泉州市博物馆主办，将展至 4

月 15 日，市民游客可前往观

看。

本报讯 厦门是全国首批

外籍人才薪酬购付汇便利化试

点的四个城市之一。日前，厦门

召开外籍人才薪酬购付汇便利

化试点工作推进会，一一详解

厦门试点工作进展情况、试点

政策内容、业务操作流程等。

记者获悉，厦门去年 9 月

获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为外籍

人才薪酬购付汇便利化试点城

市。试点政策进一步优化了业

务流程，有效解决外籍人才购

付汇审核材料多、手续繁琐、语

言不通等问题。试点政策于

2020 年 11 月在厦门正式落

地。

推进会由国家外汇管理局

厦门市分局与厦门市科技局

（市外国专家局）联合召开。在

市外国人才服务站，来自厦门

大学、电气硝子、厦航、松下电

子等 15 家外籍人才集中的用

人单位代表齐聚参会，另有

400 多个用人单位和外籍人才

通过视频会议系统在线参会。

（吴君宁骆磊）

市欧美同学会

举办“海归看厦门”活动
本报讯 3 月 20 日，厦门市欧美同学会

联合厦门市留学人员服务中心以“金砖启

航、归鹭助力”为主题，共同举办“金砖 +”国

家海归看厦门活动，组织 20 余名留学人才

到集美坂头国有林场开展义务植树和参观

《延安精神 永放光芒》主题展活动。

此次活动，通过党史教育和文明实践，让

留学人才深刻了解革命历史，传承革命精

神，引导大家投身文明实践，弘扬奉献友爱

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激励留学人才在金砖

创新基地的建设过程中有所作为，为庆祝建

党 100 周年贡献自己的力量。

“延安精神永放光芒”

图片展延长至 5月 30 日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道，3 月 21 日，记

者从陈嘉庚纪念馆获悉，由于反响热烈、好

评不断，“延安精神 永放光芒”图片展展期

将延长至 5月 30 日。该展览原定于 4月 11

日闭展。

据统计，“延安精神 永放光芒”图片展

自 2月 7 日在陈嘉庚纪念馆亮相以来，吸引

了全市 224 个党支部和社会团体、共计 4647

人次参观。

该展览由“奠基西北”“抗大精神”“整风

精神”“张思德精神”“白求恩精神”“南泥湾

精神”等 8 个部分组成，展出 200 余幅珍贵

的历史图片和相关资料，旨在更好地传承党

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宣传弘扬嘉庚精神。

（林桂桢 潘荫庭）

南普陀寺慈善会

举办康复专题节气义诊
本报讯据厦门日报报道，3月 21 日，厦

门南普陀寺慈善会于寺内举办春分养生康

复专题节气义诊活动，邀请来自厦门市中医

院、厦门弘爱康复医院、厦门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厦门弘爱医院、同安中医院等医院的

15 位知名专家，为广大群众提供免费疾病

诊断、康复咨询等医疗服务。

此次义诊共免费提供超过 30 组热敏

灸、针刺、热敷中药、拔罐、走罐和牵引治疗。

义诊现场，医生们认真地为患者问诊、号脉，

配合各种专业按摩和推拿，耐心地叮嘱他们

各种日常注意事项，提出合理的运动和膳食

指导，受到市民好评。

据悉，今后，南普陀寺慈善会还将以“健

康中国”的理念为指导，立足厦门及福建地

区积极开展多种类型的义诊活动，为广大群

众带来更多健康和福祉。 （黄琬钧林睿）

八闽侨声

侨青志愿者养护“侨青林”

侨批历史文化展
在华侨博物院开展

推进外籍人才薪酬购付汇便利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