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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四所学校共十八支队伍参赛
为了纪念伟大的华侨旗帜陈

嘉庚先生，加深华人青年学子对

华侨华人在海外奋斗的历史与拼

搏精神的认识，由陈嘉庚基金联

谊会主办的首届全球“国际中学

生陈嘉庚常识比赛”将于 7-8 月

份在云端举行。此次活动是 2014

年马来西亚“中学生陈嘉庚常识

比赛”的延续。截止到目前，菲华

校联会员学校有侨中学院 10 队、

尚一中学 4队、嘉南中学 3队、中

正学院 1 队共计 18 队学生参赛。

菲律宾厦门联谊会（商会）热情赞

助菲华校联参与此次活动。

“首届国际中学生陈嘉庚常

识比赛”自 2021 年 5 月 4 日起开

始报名，反响十分热烈。报名截止

日期为 7月 20 日，凡在籍中学生

（不分初高中、种族或国籍），皆可

组队通过学校、联办单位或协办

单位报名。比赛将采用团体赛的

形式，全程采用中文汉字及普通

话进行。初赛的出题范围将围绕

陈嘉庚生平事迹（80%）、亚洲海

外华人简史（20%）；晋级赛、决赛

的出题范围将围绕陈嘉庚生平事

迹、太平洋战争、中国近现代史、

亚洲海外华人简史。初赛将于 7

月 31 日举行，全球各赛区同步举

办在线笔试。笔试总得分最高的

16 支队伍，将参加于 8 月 28 日

及 29 日举行的晋级赛、决赛及颁

奖典礼。

本次比赛冠军队将获得

$2000(USD) 现金奖，亚军队获得

$1500(USD) 现金奖，季军队将获

得$1000(USD) 现金奖，殿军队将

获得$500(USD) 现金奖，个人表

现优异者将获得获$300(USD) 现

金奖。另外，团队获奖单位均有奖

杯和奖状，个人表现优异者也会

获得奖状。晋级十六强者奖励晋

级证书一张。凡达合格分数（50

分），参赛的队伍皆可获得电子合

格证书一张。

本次的赛事由泛学国际

ULearning 系统提供 U-TEST 智

能考试监考云平台及赛前、赛中

和赛后的远程服务支持。马来西

亚华为云提供服务(SaaS)云基础

设施。

陈嘉庚基金联谊会是一个以

弘扬“嘉庚精神”为宗旨的慈善公

益平台，成员包括集友陈嘉庚教

育基金、马来西亚陈嘉庚基金、马

来西亚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

堂、菲律宾厦门联谊会、厦门市陈

嘉庚教育基金会和闽都中小银行

教育发展基金等。

（菲律宾厦门联谊会供稿）

美国福建会馆办活动

吁华人积极参政议政
近日，美国福建会馆在纽约法拉盛举行

美国国庆日庆祝典礼，福建乡亲和社区领袖

欢聚一堂，庆祝纽约疫情后的重新开放，并呼

吁华人提升公民意识、积极参政议政，不错过

每一次的选举投票，加强华人影响力。

福建会馆主席陈昭银说，“来自不同地方

的我们，因为缘分、理想，汇集在美国；经历了

一年多的疫情后，我们终于能够再次尽情欣

赏绚丽多彩的烟花、与亲友相聚。”

陈昭银表示，今年正值纽约市级职位选

举年，很高兴看到华人参政、议政的热情越来

越高。“会馆此次举办美国国庆庆祝活动，旨

在呼吁在美华人进一步提升公民意识，会馆

会继续致力于带动乡亲及小区华人进行选民

登记并积极投票，从而提升华人的影响力，并

推动中美友好和交流。”

国会众议员孟昭文的代表李熙庆表示，

“美国给了我们每一个人发展、进步的机会，

华人和美国其他族裔的民众一样，都是美国

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不是外来客，也是这个

国家的建设者和贡献者。”

（据中国侨网报道）

日本中华文学艺术家联合会

换届叶卫阳当选第五届会长
日前，日本中华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第五

届换届大会在京都举行。会议一致通过，艺联

第四届会长陈允陆卸任，叶卫阳当选为日本

中华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第五届会长。

日本中华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简称：日本

中华艺联)，是一个由关西在住的从事文学艺

术工作的华侨华人艺术家们组成的文化团

体。多年来，中华艺联的艺术家们相互团结、

和谐共处，开展了很多演出和美术展览等各

种活动。特别是近年来，艺联举办了“东灜游

艺”和“中华文化之夜”的大型活动，受到了中

日社会各界的好评。

受到新冠疫情影响，为了让更多艺术家

联合会同仁也参与其中，本次换届大会通过

现场和视频会议方式同步进行。第四届会长

陈允陆讲话，向艺委会、会员及社会各界对艺

协活动的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事务局长傅巍

做了工作汇报，并对换届事宜做了说明。会议

一致通过了由艺委会推荐的候选人叶卫阳当

选为日本中华艺联的第五届会长。

新会长叶卫阳发表了讲话、希望社会各

界继续对艺联的活动给予配合和支持，自己

愿尽全力和会员们共同努力把中华艺联办得

更好，为中日友好贡献力量。

（据中国侨网报道）

侨团及志愿者受嘉奖
当地时间 7 月 16 日，中

国驻博茨瓦纳大使馆召开“春

苗行动”线上表彰会，在博“春

苗行动”中表现突出的多个集

体和多名个人受嘉奖。中华人

民共和国驻博茨瓦纳大使王

雪峰、参赞王帮富、政治部主

任李晗等使馆领导及博茨瓦

纳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

南庚戌，华侨华人总商会会

长，华助中心主任胡中文，福

建同乡会会长陈建飞等华侨

华人社团代表，塞迪莱哈医

院、中资企业与机构代表及旅

博侨胞、志愿者代表 30余人

出席表彰会。

使馆领事部主任刘松介

绍了“春苗行动”开展始末并

主持了表彰会议。他说，在过

去的将近 2个月时间里，大家

勇于担当、迎难而上、忘我奉

献，积极参与“春苗行动”的服

务工作并取得了圆满成功。

表彰会上，大使王雪峰

代表中国驻博茨瓦纳大使

馆，向受到表彰的集体和个

人，向为“春苗行动”作出积

极贡献的全体医务工作者、

志愿者以及广大旅博侨胞的

无私奉献表示诚挚的感谢。

王雪峰表示，在博疫情

持续严峻的形势下，“春苗行

动”的顺利实施不仅切切实

实把党和政府的关心关爱送

到了广大旅博侨胞的心坎

上，有效保护了旅博侨胞的

生命安全，也为当地疫情防

控和国内抗疫大局作出了积

极贡献，并对旅博侨胞今后

的防疫工作与日常安全两个

方面提出了要求。

大使叮嘱旅博侨胞，非

常时期，希望侨胞们适当调

整经营时间，莫存放大量现

金。工程项目要加强安全防

范，增强底线思维，提升安防

水平，不给犯罪以可乘之机，

确保人身和财产安全。

据悉，自 5 月 19 日“春

苗行动”在博正式启动至 7

月 7 日集中接种结束，共

2300 名自愿登记且符合接种

条件的侨胞顺利完成两剂疫

苗接种，圆满实现了应种尽

种的总体目标。

（据中国侨网报道）

“春苗行动”在越南正式启动
7 月 15 日，为海外中

国公民接种新冠疫苗的

“春苗行动”在越南正式启

动。当天，首批约 2650 名

符合接种条件的中国公民

在河内和北江省接种了疫

苗。中国驻越南大使熊波

前往河内接种点看望接种

中国公民。

熊波大使同接种公

民亲切交谈，表示，“春苗

行动”正式在越启动，实

现了广大在越中国公民

期盼已久的愿望。“春苗

行动”承载了中国党和政

府对海外中国公民的关

心关爱，也是中国同世界

各国加强抗疫合作的重

要举措，二者紧密关联，

高度统一。驻越使馆深入

贯彻“外交为民”宗旨理

念，将实施“春苗行动”作

为当前“为群众办实事”

的首要内容，克服种种困

难，积极协调越南有关部

门和地方尽快在越南启

动“春苗行动”，这有利于

维护在越中国公民的健

康安全，也有利于越南早

日控制疫情，实现统筹疫

情防控和经济复苏的双

重目标。

熊波大使感谢来自

在越中资企业的志愿者

们义务为接种工作提供

服务保障，提醒中国公民

接种疫苗后不能放松警

惕，仍需做好个人防护，

严格遵守防疫规定，确

保在越工作生活平安顺

利。

参加接种人员在志

愿者协调指引下，有序完

成疫苗接种。大家纷纷表

示，在当前越南疫情形势

复杂严峻背景下，为能够

及时、免费接种来自祖国

的新冠疫苗感到十分高

兴和自豪，衷心感谢祖

国、感谢党和政府对海外

公民的关怀，感谢驻越使

馆所做工作。大家将把祖

国的关爱转化为努力工

作的动力，继续在各自岗

位上为祖国的繁荣富强

和中越友好事业作出应

有贡献。

根据中越双方共识，

继河内、北江之后，“春苗

行动”将陆续在越南广宁、

岘港、胡志明市等 27 个省

市开展，为在越 5 万余名

中国公民接种疫苗。

（据人民网报道）

尼泊尔华侨华人协会近

日积极组织募捐活动，为在

尼感染新冠病毒的同胞紧急

筹措医疗救治费用。

尼泊尔华侨华人协会金

晓东介绍说，今年 5 月中旬，

在尼的同胞沈先生不幸感染

新冠病毒，而后病情急剧恶

化，并引发多种并发症，生命

垂危。尼泊尔华侨华人协会

会员夏琛琛医生恰好在加德

满都诺维克国际医院工作，

便紧急帮助协调救护车将患

者转送至该院，并负责与主

治医生沟通商榷治疗方案。

夏琛琛每天与患者家属反馈

治疗方案、征求意见。金晓东

也两次到医院探视，了解患

者病情。

患者在重症监护室接受

了近 2 个月的治疗后，终于

脱离生命危险。然而，本就经

济拮据的他为高额医疗费用

犯了愁：他的家人筹集资金

支付了一部分医疗费用后，

再也无力承担其它医药费

了。得知情况后，尼泊尔华侨

华人协会立即着手在协会内

部组织募捐。协会会员们发

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美德，

踊跃参与，积极奉献爱心。短

短半天时间里，共筹集了 130

万卢比用于支付患者医疗费

用和出院后的基本生活保

障。这充分体现了在尼华侨

华人在面对疫情时守望相助

的品质。

受境外输入病例影响，

尼泊尔在今年上半年暴发

了第二波疫情。尼泊尔华侨

华人协会经常性进行防疫

抗疫宣传活动，提示在尼同

胞切实做好个人防护措施。

针对少数感染新冠病毒的

同胞，尼泊尔华侨华人协会

及时安排人员协助他们到

医院接受治疗。此外，一些

协会会员单位紧急从中国

采购 6 台医用制氧机捐赠

给协会，为需要氧气支持的

人员提供帮助。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