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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华工先驱
今年 9 月，内华达州卡

林（Carlin）将揭幕一个纪念

碑，以纪念当地的华人工人

先驱。

报道称，1996 年，13 位

华工的安葬地遭人意外挖掘

发现。直到 20 多年后，这些

华工的遗体才再次下葬在卡

林公墓(Carlin Cemetery)。

据报道，关于这些华工

的纪念碑揭幕仪式将于 9 月

6日举行。揭幕仪式后，还将举

行参观卡林中国花园（Carlin

Chinese Garden）以及博物馆

等活动。

除此之外，当地还计划

举行观看记录移民旅程短片

《回家》(Going Home) 的活

动。

当年这些遗体被发现后，

内华达州立博物馆(Nevada

State Museum)、林务局、内华

达考古协会埃尔科县(Elko

County) 分会的考古学家以及

史 密 森 学 会 (Smithsonian

Institution)的人类学家对此进

行了长时间的研究。

这些遗体最终被转移到

拉斯维加斯大学。根据他们进

行的研究成果于 2005年出版

了一本名为《华人死亡仪式：

尊重祖先》（Chinese American

Death Rituals:Respecting the

Ancestors）的书籍。

2018 年，当地的一名华

人李勤（Lijuchin“Lee”Chin）

发起一项活动，要求归还这

些华工的遗体，并且在当年

的重葬典礼上主持了一次传

统的中国仪式。

一年后，在横贯大陆铁

路 150 周年的纪念活动中，

卡林 13 名华工被授予公墓

匾牌。（据中国新闻网报道）

菲律宾福建总商会

召开视频会议
研讨疫情防控问题

当地时间 8 月 21 日，菲律宾福建总商会

（下简称“福建总商会”）以线上的方式召开福建

总商会第 117 连 118 届全体理事暨第四届妇女

委员会第一次联席会议，会议由福建总商会秘

书长洪五一主持。

会议首先由福建总商会会长吴清泉致辞，

他对会内同仁们的支持和帮助表示衷心的感

谢。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仍然严峻，他叮嘱大

家务必做好防护工作。如有同仁需要帮助，福建

总商会必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伸出援手。同

时，他也希望各位同仁们继续团结一致，发扬闽

商互爱互助的精神推动会务，融入主流，为推动

中菲经贸文化交流，传播海外中华文化，讲好中

国故事添砖加瓦，发光发热。

会上，洪五一宣读了近期的会务活动报告，

大家踊跃发言，纷纷为福建总商会未来的发展

规划出谋献策，为推动会务提出了许多宝贵的

见解。大家对当前疫情的发展趋势进行讨论，分

享交流防疫经验。洪五一代表商会表示，若会内

有同仁感染新冠肺炎要积极配合治疗，福建总

商会将尽全力帮忙联系各方资源提供帮助，希

望疫情早日消退，大家能早日过上正常的生活。

（据东南网报道）

阿根廷维森特·洛佩斯市
华助分中心发防疫“健康包”
为进一步帮助广大侨胞就地抗疫、避免感

染，驻阿使馆委托阿根廷华助中心及其分中心

向侨胞分发一批“健康包”。日前，阿根廷华助中

心主任严祥兴委托维森特·洛佩斯市华助分中

心，在常务副会长严顺发和王长行的安排下，向

维森特·洛佩斯市侨胞发放防疫物资，每人 50

个防疫口罩和 3盒连花清瘟胶囊。

据严祥兴介绍，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

中国驻阿根廷大使馆、福建省海联会、福建省侨

联、福州市海联会以及国内各涉侨部门一直十

分关心旅阿侨胞们的健康和安全。驻阿使馆也

委托阿根廷华助中心多次组织发放防疫物资，

这不仅让旅阿侨胞感受到了来自祖(籍)国的关

怀和温暖，同时也让侨胞增强了做好就地抗疫、

渡过难关的信心。

维森特·洛佩斯市华商会常务副会长王长

行表示，非常感谢祖(籍)国与驻阿使馆对旅阿侨

胞的这份关心与帮助，也感谢阿根廷华助中心

与维森特·洛佩斯市华商会一直以来的付出与

努力，让侨胞们在这困难时刻，更加有勇气去面

对、去渡过难关，让大家在这寒冬中感受到了来

自祖(籍)国的温暖。

维森特·洛佩斯市华助分中心主任严顺发

在分发现场指出，在这疫情非常时期希望侨胞

都要做好各项防范措施，坚定战胜新冠肺炎疫

情的决心，祖(籍)国时刻都在关注着侨胞，是侨

胞最坚强的后盾。华助中心会一直践行“关爱、

帮扶、融入”的“华助理念”，全面开展为侨服务。

严顺发表示还没领到物资并有紧急需要的同胞

可以直接加他的微信前往领取。疫情期间有感

染新冠肺炎而没有购买医疗保险的可以马上安

排住医院治疗，并提供一对一免费翻译服务。

（据中国侨网报道）

巴西圣保罗市议会当地

时间近日举行“中国移民日”

线上庆祝活动。中国驻圣保

罗总领事陈佩洁、副总领事

田玉震，圣保罗市议员萨勒

斯、25 街治安委员会主席马

里奥以及巴西各界友人、华

侨华人代表等数十人出席。

陈佩洁致辞表示，8 月

15 日是巴西“中国移民日”，

也是中巴建交 47 周年纪念

日。圣保罗市各界对中国和

中国人民友好情谊深厚，生

活工作在此的华侨华人把这

里当做自己的第二个家乡，

长期以来付出热爱、做出贡

献、得到认可。疫情下中巴守

望相助、共克时艰，加强各层

面抗疫合作，情谊更为深厚。

侨胞们克服困难持续开展互

助帮扶，并向当地社会捐赠

多批次抗疫物资和食品篮，

总领馆和中资企业也尽己所

能地提供帮助。

萨勒斯代表圣保罗市市

长努内斯向广大华侨华人致

以节日祝贺，高度肯定华侨

华人为圣保罗经济社会发

展、深化巴中友谊和当地抗

疫做出的突出贡献，感谢中

国政府在抗疫物资和疫苗合

作等方面为巴西提供有力支

持。她向热心公益、为巴中友

好做出贡献的侨社、组织及

个人颁发了表彰状。

巴西华人协会代会长叶

周永致辞说，200 多年前第

一批中国茶农来到巴西，开

启了中国人移民巴西的历

史，目前已有 30 多万华侨华

人生活在巴西。今天，巴西华

人协会联合圣保罗 39 家华

侨华人社团共同发起“中国

移民日”爱心捐赠活动，向

11 家巴西慈善机构捐赠

3300 个基本食品篮，为疫情

中的巴西贫民提供急需的食

品，为巴西抗击新冠疫情贡

献巴西华人华侨的力量。同

时将向中国河南暴雨洪灾地

区捐赠 20 万元人民币，支援

河南的救灾和重建。

圣保罗市议会在网络上

直播了本次活动，活动吸引

了大量当地民众在线观看并

热情留言。

2017 年，圣保罗市议会

决定将每年的 8 月 15 日定

为圣保罗市“中国移民日”。

2018 年 6 月 26 日，时任巴西

总统特梅尔签署法令，正式

将每年的 8 月 15 日设立为

“中国移民日”。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

2021 年“中菲相知奖”获奖人

首次论坛 8 月 18 日在马尼拉线

上举行，主题为“菲中关系：孔子

学院及‘一带一路’———文化、经

济、外交的平台”。

获得该奖项“殿堂奖”的菲律

宾丝绸之路国际商会创会主席

蔡聪妙，获得“杰出贡献奖”的

菲律宾大学迪利曼总校（以下简

称菲大）孔子学院院长卢尔德

斯·陈辉戈·尼布穆西诺博士进

行了演讲。

蔡聪妙在演讲中表示，菲律

宾人和中国人有很多共同点，我

们有相似的文化、饮食习惯，处在

亚洲相同的地理区域，我们珍惜

这种密切的历史关系。作为有中国

血统的菲律宾人（Chinese-Filipinos），

增进菲中友谊、人民互信是我们

的使命和义务。

蔡聪妙认为，国与国之间的

友好在于两国人民的亲密和理

解，加强民间交往有助于解决菲

中之间存在的争议。媒体在推动

两国关系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两国媒体共同努力，可以创造

出更友好的气氛。

卢尔德斯·陈辉戈·尼布穆西

诺博士详细介绍了菲大孔子学院

2015 年成立以来，在菲中两国文

化及教育机构之间进行的交流活

动。她表示，语言的学习能让双方

增进对彼此文化的了解，为菲中

两国政府和民间的深入交流提供

便利。菲大孔子学院多年来致力

于菲中两国人文交流与合作，已

成为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感情相

通的桥梁。

“中菲相知奖”由中国驻菲

律宾使馆与“菲律宾 - 中国了

解协会”联合设立，旨在表彰并

鼓励致力于中菲友好事业、为增

进中菲相互了解和促进中菲关

系作出突出贡献的菲律宾团体

及个人。

今年 1月 16 日，中国国务委

员兼外长王毅在马尼拉同菲律

宾前总统阿罗约以视频连线方

式共同出席了“中菲相知奖”设立

仪式。共有十位来自菲律宾公共

和私营部门候选人，通过三个阶

段的遴选和评审获得首届“中菲

相知奖”，其中蔡聪妙与菲已故

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遗孀、前

第一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因

“一直以来不断努力促进菲中友

好关系，受到社会的认可”，获得

“殿堂奖”，其他 8 人荣获“杰出贡

献奖”。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

马来西亚华人文化

协会 8 月 23 日介绍，以

“扎根素质，文化薪传”

为主题的第九届文协文

化奖活动因疫情原因从

2020 年延后至今年 11

月揭幕，且全部相关活

动在线举行。

本届文化奖设有文

化贡献大奖、文学贡献

奖、教育贡献奖、社会贡

献奖、艺术贡献奖、音乐

贡献奖、历史研究贡献

奖、青年才艺创作贡献

奖及青年表演艺术贡献

奖共九个领域，目前已

完成推荐、遴选等流程，

得奖者名单将于今年 9

月公布。

文协总秘书、本届

活动工委会主席祝金梅

介绍，今届文化奖既强

调“扎根素质”，富含文

化传承者追求学问的自

我要求，尤其注重精神

素质或人格涵养；也强

调“素质扎根”，期盼文

化传承者能求学有成，

当为民族、社会和国家

做出担当与贡献。

马来西亚华人文协

成立至今已 47年，是马

全国性的文化组织团体，

自成立来就注重守护和

传承马来西亚华人文化、

并推广各民族文化精髓。

该会现任总会长为张雅

诰。文协文化奖今年已举

办至第九届，该奖以向在

文化做出卓越贡献的前

辈贤能及资深投入者致

礼、让文化果实在马代代

相传为宗旨，是马来西亚

华人文化协会的重磅文

化活动之一。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

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将
在线举办第九届文协文化奖

纽约史岛亚裔人口增长加速
华人购房潮显现

尽管美国联邦人口普查

局的 2020 年数据显示，史泰

登岛是全纽约市五区中最少

人涌入的区域，然而亚裔的

人口增长加速，十年间增长

了 74%，是区域内增长最快

的族群。华人地产商分析，史

岛相对其他区环境清静，由

布鲁克林迁入的华人居多，

从当地的房屋购房潮就能发

现，至今依然很抢手。

统计显示，史泰登岛在

2010 至 2020 年的十年内，人

口增长了 5.7%，约 2万多人；

虽是全市中增长率垫底的

区，但亚裔人口的增长飞速，

十年间增加了 2.5 万人，目

前在全岛有 5.9 万人。

史岛与布鲁克林相邻，两

地目前均是白人为主要人口，

然而在白人人数在布鲁克林

逐年上升的同时，在史岛却下

降，十年间减少了 7.9%；西语

裔成为第二大族裔人口，非洲

裔则微增 2000 人，报填为两

个或以上族裔的人数也有所

增加，十年间增至5000人。

史岛凯文地产公司的吴

姓华裔经理表示，史岛环境清

幽、空间广阔，更适合家庭居

住，加上岛上有一所特殊高中，

因而愈发成为华人定居的选

择。从前布鲁克林迁入的民众

大多喜欢住在维拉札诺大桥

(Verrazano-Narrows Bridge)下

桥的邻近区域，或靠近新泽西

州的南滩(South Shore)一带，

现在也慢慢地往外扩。

从房市来看，由于布鲁克

林房屋价格昂贵、空间又小，

很多人转移到史岛。就算疫情

下也有人抢购房子，以平常再

高一点的价格也舍得入手，相

信看中史岛的潜力。这段购房

潮预计还会延续一段时间。

（据中国侨网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