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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向缅甸捐赠

新冠疫苗及抗疫物资
中国政府向缅甸援助新冠疫苗及抗疫物资

交付仪式于 9月 3 日举行。中国、缅甸两国在多

地设置会场，以视频会议的形式参与仪式。

此次中国政府向缅甸捐赠捐赠物资包括疫

苗、呼吸机、制氧机、新冠抗原检测试剂盒、医用

防护口罩、医用防护服等。

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副署长邓波清表

示，中缅两国是山水相连、胞波情深的友好邻邦。

中方不会忘记在中国抗击疫情最艰难的时刻，缅

甸提供了宝贵的援助。在缅甸需要时，中国政府

也毫不犹豫地伸出援助之手。

邓波清称，中国已向 150 个国家和 13 个国

际组织提供防疫物资的援助，已经并正在向 105

个国家和 4 个国际组织提供疫苗援助。“中方将

继续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履行大国责任担

当，必须同包括缅甸、东盟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

共同合作，为抗击疫情和恢复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力所能及的帮助。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

菲律宾华社积极响应

“献爱心中药”计划
为做好防疫的工作，旅菲各校友会联合会

（下简称“校友联”）发起“献爱心中药”计划，为有

需要的华社侨胞赠送中药。近日，校友联收到多

笔来自旅菲华社爱心人士的善款，钱款将全部用

于爱心计划。

此爱心计划实施四个月半以来，得到了校友

联的同仁们以及旅菲华社人士的鼎力支持，他们

发挥“人溺己溺”的大爱精神，积极伸出援手，彰

显了旅菲侨胞们同心抗击疫情的精神。

此次校友联收到的多笔善款来自菲律宾六

桂堂宗亲总会捐赠 10 万菲币（约合人民币 1.3 万

元），菲华英林洪氏家族总会捐赠 10万菲币（约合

人民币 1.3万元），苏浙拜日会捐赠10万菲币（约合

人民币 1.3万元），伊穆斯隔离中心捐赠 5万菲币

（约合人民币 6700 元），中嘉医疗用品公司捐赠 5

万菲币（约合人民币 6700 元），洪清满与施美玲夫

妇捐赠10万菲币（约合人民币 1.3万元），旅菲各校

友会联合会妇女委员会捐赠 10万菲币（约合人民

币1.3万元），旅菲侨胞施美容捐赠10万菲币（约合

人民币 1.3 万元），旅菲侨胞施佳猛、丁沛湲、施佳

莹、施佳裕、施嘉豪共捐赠 10万菲币（约合人民币

1.3万元），旅菲侨胞林清娜捐赠 10万菲币（约合人

民币1.3万元），洪嘉煌与洪莹钰捐赠 10万菲币（约

合人民币1.3万元）。 （据东南网报道）

中国和巴西“同心抗疫·守护

侨胞”专家远程防疫视频会举行
当地时间 9 月 1 日晚，由中国侨联、中国国

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国驻圣保罗总领馆和巴西华

人协会共同主办的中国和巴西“同心抗疫·守护

侨胞”专家远程防疫视频会举行，知名中医专家

连线巴西圣保罗侨胞指导防疫抗疫。

中国侨联副主席程学源，中国驻圣保罗总领

事陈佩洁，中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际合作司副

司长朱海东出席并讲话。圣保罗 40 余家华侨华

人社团的侨领与会。

程学源在致辞中表示，中国侨联秉承为侨服

务宗旨，竭力服务好包括巴西侨胞在内的海内外

侨胞，与广大侨胞共同努力，做好团结抗疫、维护

权益、传承文化、振兴侨社、促进友好等方面的工

作，为同圆共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

新贡献。 （据中国侨网报道）

菲律宾放勋堂联宗总会

在描笼涯举行捐赠活动
近日，菲律宾放勋堂联宗总会在描笼涯举行

捐赠活动。本次捐赠的物资包括大米、罐头、米

粉、咖啡等食品。

本次捐赠活动拉近了放勋堂联宗总会与当

地旅菲侨胞们的距离，增进了大家的友谊和感

情，促进了菲华社会的和谐发展。放勋堂联宗总

会希望有更多的爱心人士加入公益事业，为菲华

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据东南网报道）

为促进菲律宾和中国双

边贸易，近日，菲律宾工商部

（下简称“工商部”）、菲律宾投

资署、菲律宾经济区管理局、

菲律宾工商总会、菲律宾丝绸

之路国际商会和中国 -东盟

商务理事会，联合举办 2021

年菲律宾商业论坛，该会议以

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举行。

论坛旨在推动菲律宾成

为中国企业在扩大生产和服

务领域的贸易和投资互补节

点，让参会的中方企业了解菲

律宾的最新商业机会，尤其是

农业、基础设施与建设服务、

制造业、房地产开发、超大规

模服务商、创新与数字技术和

可再生能源等领域。

论坛首先由菲律宾驻华

大使罗马纳、菲律宾工商总

会永远名誉主席兼菲律宾丝

绸之路国际商会创会主席蔡

聪妙以及中国 - 东盟理事

会执行理事长许宁宁致欢迎

词，工商部部长罗伯斯作主

旨演讲。工商部副部长鲁道

夫发表后疫情时代的菲律

宾、公司复苏与企业税收激

励法案的投资机会等方面介

绍。中国银行马尼拉分行行

长邓军分享了如何在菲拓展

机会的经验。菲律宾驻华使

馆商务参赞佩尼亚兰达致闭

幕词。

此外，为推动中菲相关

产业合作、精准对接商机，菲

工商部与中国 - 东盟商务

理事会共同推动成立“中菲

投资合作行业专家组”。

（据东南网报道）

展现亚裔文化
美国亚裔活动中心将于

当地时间 9 月 18 日和 9 月

19 日，在法拉盛喜来登酒店

举办“亚洲魅力汇展迎中秋”

活动，通过文化展览、文艺表

演以及地道小吃的方式，向

社会各界展现亚裔文化。

美国亚裔活动中心主席

颜天怡表示，举办一场集文

艺演出、文化展览、美食品尝

和商品展销为一体的活动，

可以把亚裔的优点和魅力向

社会各界积极地展现出来，

有助于亚裔更好地融入当地

社会。

除此以外，经过一年多

的疫情困扰，各行各业经济

受到重创。此次活动也将帮

助重铸社区经济，为商家提

供一个吸引消费者的理想平

台。颜天怡说，此次活动将严

格遵循纽约市防疫措施，参

与者必须提供新冠疫苗接种

证书，或者提供 48 小时以内

新冠阴性检测证明，以保证

为参与者提供一个安全健康

的环境。她说，疫情打乱了人

们正常的生活节奏，很多人

也因此减少社交活动的机

会。中秋节是中国的传统节

日。亚洲魅力汇展迎中秋也

是疫情之后美国亚裔活动中

心重回社区举办的第一场活

动，因此希望这场中秋活动

能把昔日欢乐的时光带回给

民众。 （据中国侨网报道）

9 月 5 日，阿根廷华人

义工团队联合阿根廷华文

教育基金会在布宜诺斯艾

利斯市第十一(ONCE)区福

旺超市门口向旅阿侨胞分

发防疫物资，其中包括每人

1 份防疫口罩、面罩，及 60

岁以上老者每个人 1 盒连

花清瘟胶囊，受到侨胞赞

誉。

阿根廷华人义工团队

队长兼华助中心义工组组

长何雄明介绍，自疫情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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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旅阿侨胞的健康和安全，

多次发放防疫物资，不仅让

他们感受到来自祖 (籍)国

的关怀和温暖，同时也增强

了侨胞做好就地抗疫的信

心。

阿根廷武术、气功联合

总会会长钱兰根表示，义工

团队自成立以来就多次向

阿根廷政府以及旅阿侨胞

们分发防疫物资，充分体现

了广大华侨华人团结一心、

众志成城、共克时艰的优良

传统。

阿根廷华文教育基金会

会长刘芳勇在捐赠现场强

调，自疫情暴发以来，华人义

工团队就积极组织和参与各

种帮扶阿根廷华侨华人的捐

赠活动，用实际行动支持侨

胞防疫抗疫，为旅阿侨胞们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提供有力

的支撑。他们最近多次协助

华助中心为侨胞接种疫苗，

用义工团队的奉献、友爱、互

助、进步服务理念唤醒了许

多侨胞内心的仁爱和慈善，

使他们付出所余，持之以恒

地真心奉献。

多位义工队员纷纷说

道，疫情可以隔开人与人之

间的距离，但隔不开血浓于

水的亲情。祖国永远是海外

侨胞们最坚强的后盾。驻阿

根廷使馆和华人义工团队将

继续竭尽全力为同胞们提供

服务，并肩战斗、守望相助、

共克时艰，直至最终战胜疫

情。 （据中国侨网报道）

面对即将到来的

阿根廷中期立法选

举，包括 9月 12 日的

初选及 11 月 14 日的

总选，胜利阵线(Frente

para la Victoria)及执政

派将走上街头寻求

移民的选票支持。这

在以前由于移民社

区的投票率很低或

移民没有被登记在

选民册中而没有引

起重视，不过这一情

况自今年起已发生

了根本性的变化。

根据新的选举

法，年满 16 周岁、持

有永久居留身份的移

民都会被自动纳入到

选民册中。根据统计，

目前布市有投票权的

外国移民有约 40 万

人，占到了总选民的

16%。其中华人移民

有上万人。

布市高等法院通

过第 1/2021 选举令，

要求在 3月 1 日至 31

日期间特别公布“外

国选民”的名册，以便

于外国选民核实信息

及补充登记。在此情

况下，截至年中时已

补充登记了近 3000

名公民，因此有约 40

万居住在首都的 16

岁以上外国人符合投

票条件。

据阿根廷领土发

展社会研究中心基于

国家移民局及布市最

高法院的数据，符合

条件的外国选民中以

玻利维亚社区为最

多，达到了65400人，其

次是巴拉圭社区54800

人，秘鲁社区41500人，

乌拉圭社区 23300 人，

西班牙社区 12900 人，

意大利社区 11900 人，

华人社区 10900人，巴

西社区6900人，韩国社

区约5000人。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

柏林中国文化中心近

日在Facebook、YouTube

等社交媒体上隆重推出

《梅兰芳华 - 纪念中国

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

先生逝世 60 周年》展

览，以珍贵历史图片和

梅兰芳纪念馆相关视频

资料，向德国观众介绍

了梅兰芳先生对中国京

剧艺术的巨大贡献。

据介绍，梅兰芳是中

国向海外传播京剧艺术

的先驱者。他曾于 1919

年、1924 年和 1956 年三

次访问日本，1930 年访

问美国，1935 年和 1952

年两次访问苏联演出，获

得盛誉。美国的南加利福

尼亚大学和波摩那学院

分别授予他荣誉文学博

士学位。他在国外的演

出，不仅增加了各国人

民对中国文化艺术的了

解，使中国京剧艺术赢

得国际声誉，也给予外

国戏剧以积极影响，而

且结识了众多国际知名

戏剧家、作家、画家、歌

唱家、舞蹈家、电影艺术

家等，同他们建立了诚

挚的友谊。以梅兰芳为

代表的中国戏曲表演艺

术被认为是当今世界三

大表演体系之一。

柏林中国文化中心

在展览介绍中表示，梅

兰芳先生是一位有品格

的德艺双馨的舞台表演

艺术家，舞台上他是柔

美的青衣，俏丽的花旦，

飒爽的刀马旦，集万千

女性柔美于一身，舞台

下的他则是儒雅俊秀，

喜爱穿西装的傲骨男

儿。抗战时期，他蓄须明

志，不为敌伪演出，彰显

民族气节！梅兰芳先生

终其一生不断探索，不

仅推动了中国戏曲艺术

的发展，也推动了世界

戏剧艺术的发展，令后

人深切敬仰和怀念。

（据中国侨网报道）

阿根廷布市约 40 万外国移民
有投票资格华人移民上万

柏林中国文化中心
举办纪念梅兰芳逝世 60 周年线上展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