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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在厦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

胞：

大家好！

近日来，厦门疫情防控形势

复杂严峻，给广大在厦港澳台同

胞和海外侨胞的生产生活带来较

大影响。在此，厦门市委统战部、

市政府侨务办公室、市海外联谊

会、市台湾同胞联谊会、市归国华

侨联合会共同向各位在厦港澳台

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的慰

问！

患难见真情。家乡人民未曾

忘记，在 2020 年初疫情肆虐时，

广大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心怀

桑梓，四处筹捐善款，代采防疫物

资，千里驰援，为祖国和家乡防控

疫情做出了重要贡献，展现了血

浓于水的家国情怀。海外疫情蔓

延后，我们开展温暖港澳台同胞

和海外侨胞系列行动，竭力向海

外驰援防疫物资，提供远程咨询

和医疗救助，帮助在厦港澳台侨

企业复工复产，引导接种新冠疫

苗等，展现了海内外同胞守望相

助的深厚情谊。

患难共担当。一个多月前厦

门突发境外输入关联疫情后，广

大在厦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与

全市人民一道，众志成城，共克时

艰，彰显出“厦门就是我们、我们

就是厦门”的感人情怀。当下，厦

门再次面临疫情防控的严峻形

势，我们仍然相信，在家乡党和政

府坚强领导下，广大在厦港澳台

同胞和海外侨胞能一如既往，与

全市人民一起，自觉遵守疫情防

控各项规定，做好个人防护，保持

社交距离，非必要不离厦，有序配

合核酸检测等各项防控措施。同

时，协力正面发声引导，减少海外

乡亲牵挂；抵制不实信息传播，扎

实筑牢抗疫防线，为厦门这座美

丽家园重现活力共同努力。

同气连枝，共盼福来。我们坚

信，疫情终将过去，胜利必将到

来。在我们伟大祖国成立 72 周年

和中华民族传统节日 -- 中秋节

来临之际，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

盛！祝愿厦门平安健康！祝福各位

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阖家团

圆、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本报讯 面对新一轮疫情防控严

峻形势，厦门市委统战部闻令而动，迅

速组织动员党员干部下沉社区，充实

基层防控力量，共同守好联防联控的

第一线。

9 月 16 日，党员志愿者们一早就

来到“双报到”结对的兴隆社区，与社

区工作人员一起，或帮忙维护秩序，或

协助测量体温。他们主动亮身份、见行

动、作贡献，关键时刻顶在前面、冲在

一线，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

必胜，为坚决打赢疫情防控歼灭战、确

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贡献

统战力量。

湖里区委统战部举行

“闽宁镇帮扶协作”捐赠仪式
本报讯 9 月 10 日下午，“闽宁镇帮扶协作”

捐赠仪式在湖里区政府举行。

湖里区委统战部深入贯彻落实区委、区政

府关于《2021 年湖里区促进东西协作工作意

见》，动员广大统战成员积极参与闽宁帮扶协作

活动，得到湖里区各民主党派和企业的热烈响

应，短短几天就收到定向帮扶闽宁的爱心款物

共计 28 万余元。

山海相连、互学互助，东西协作、共同发展。

今后，湖里区委统战部将继续牵线搭桥，鼓励、

支持、引导广大统一战线成员投身“闽宁帮扶协

作”，为助力乡村振兴、深化东西部协作贡献统

战力量，共同谱写闽宁同心、山海同行的华彩乐

章。

厦大课题组深入侨乡

调研“连江海外新移民”
本报讯 据中国侨网报道 由中国侨联评审

通过立项的《连江海外新移民问题研究》课题

组，近日在课题组负责人、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

院王付兵副教授带领下，厦大国际关系学院、法

学院的研究生及本科生 7名成员深入侨乡开展

调查。

本次调查实践以侨乡连江为研究海外新移

民的切入点，采用文献分析法、实地调研与访谈

法等多种研究方法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共调查

走访了 4 个乡镇 1 个侨场 7 个村(居)的新移民

本人及在家侨眷亲属。

课题组还赴福建新兴家居有限公司、长龙

第一茶厂等企业，了解归侨返乡创办企业的发

展情况；赴档案馆查阅收集现存文献资料，力求

更为系统全面地反映海外新移民历史与现状，

为政府部门侨务决策提供更为有效真实的第一

手资料。

百幅摄影作品见证友城情缘
本报讯 据海西晨报报道 近日，“中国厦门

-德国特里尔双城摄影展”在厦门文联艺术展

览馆举办，展现了两座城市的社会风貌、人文景

观、市民生活和时尚风情等。

据市摄影家协会主席杨景初介绍，本次展

览共展出 100 幅摄影作品，厦门和特里尔的摄

影家们各带来 50 幅。多位厦门参展摄影师告诉

记者，在此次展出的作品中，他们纷纷将镜头对

准了普通的市民，捕捉到日常生活、工作细节，

这能拉近摄影作品与观众之间的距离，产生较

好的效果。

而在特里尔摄影师带来的展览中，观众则

能看到不一样的异域风情。通过这些作品，厦门

市民能够近距离接触到特里尔独具特色的历史

建筑和人文景观，感受他们的生活气息。

厦门市文联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希望将此

次摄影展献给生活在厦门和特里尔的两市人

民，借此增进两市之间的相互理解，传承、深化

彼此间的珍贵友谊，为双方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掀开崭新的篇章。 （叶子申）

厦门市台联组织参观

“厦门红色记忆”展
本报讯 9 月 10 日上午，厦门市台联

组织党员干部前往厦门市博物馆参观

“厦门红色记忆”主题展览，重温厦门红

色历史，传承红色基因，鼓舞革命斗志，

奋进崭新征程。

市台联党员干部纷纷表示，通过参

观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革命历程

的认识，深刻领悟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历史必然性。今后将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履职尽责，为建设两岸融合温馨家园

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菲律宾华侨企业家考察团

到集美新城考察
本报讯 9 月 9日，厦门市海丝慈善会

会长蔡罗莎带领菲律宾华侨企业家考察

团一行到集美新城进行商业考察。

考察团一行先后参观集美新城体验

馆、杏林湾基金聚集区，听取产投公司关

于集美区产投基金发展情况，并座谈交

流。集美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洪清岩对

考察团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他说，区委

区政府将会一如既往支持侨资企业发

展，积极为侨资企业排忧解难，为侨资企

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希望

旅菲华侨工商联会、世界福建青年联会

菲律宾分会能够继续发挥好桥梁纽带作

用，将集美良好的营商环境宣传推荐给

海外侨胞，引导更多华侨华人回乡兴业

投资。

蔡罗莎对区委区政府长期以来对厦

门市海丝慈善会和侨资企业的关心和支

持表示感谢，她号召旅菲华侨华人充分

发挥爱国爱乡的优良传统，支持招商引

资工作，引导更多旅菲华侨华人回乡投

资，为家乡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本报讯 据海西晨报报道 日

前，海峡两岸青少年中华姓氏源

流知识竞赛青创组比赛在厦门

举行。现场，来自厦门和台湾的 8

支队伍同台竞技，激烈角逐。

本次比赛以团体赛的形式

进行，共设置姓氏知识个人必答

题、特殊姓氏读音听写题、线索

抢答题以及姓氏故事演讲四个

环节。选手们的精彩表现，赢得

了台下观众的阵阵掌声。

自 2006 年起，海峡两岸青

少年中华姓氏源流知识竞赛已

在厦门、金门和台湾本岛举办

12 届。赛事主办方表示，该比赛

规模逐渐扩大，通过这样的竞

赛，激发了两岸青少年对源流

知识的求索热情，有助于他们

了解中华姓氏文化的形成和发

展脉络。

厦门市姓氏源流研究会学

术委员会主任陈淑娥表示，希望

通过这个竞赛能让两岸青年达

到文化认同、心灵契合，更加懂

得两岸和平发展的重大意义。

（潘薇）

本报讯 据中国侨网报道 9月

13 日上午，由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主办，福建省人民政府侨务办公

室、厦门大学承办，厦门大学国

际中文教育学院 / 海外教育学

院、马来西亚文冬武吉丁宜华文

学校董事部、福建省海外华文教

育发展中心协办的 2021 年海外

华文教师(马来西亚)线上研习班

开班。

福建省海外华文教育发展

中心主任吴宗斌在致辞中指出，

老师们是中马交流的桥梁，是中

马友谊的纽带，希望老师们能够

把所学所闻应用到工作中，推进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再上新台阶，

为增进中马两国人民的友谊、促

进中马两国友好合作作出新贡

献。

厦门大学国际中文教育学

院、海外教育学院党委书记范丽

希望此次研习班，能够给参训学

员带来新的启发和新的思考，提

高教学水平和研究能力、加深对

中华文化的理解与认识，融通中

外、协同发展，开拓创新。

马来西亚新民独立中学陈

志强校长代表学员发言。他相

信，通过这次丰富的线上课程，

向中国教师学习、观摩和取经，

将提升老师们的教学能力。

据悉，此次研习班为期 18

天，共有 167 名马来西亚华文教

师参加。课程涵盖现代汉语语法

与教学技巧、中学课堂文化活动

的设计与组织、创新教学模式与

方法、华文教师职业素养、教育

心理学、闽南文化等，旨在提升

马来西亚华文教师职业素养、华

文教学能力与课堂管理水平，促

进中马双方在中文教育交流合

作与创新发展。

厦门市委统战部党员干部下沉社区助力疫情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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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9 月 15 日

本报讯 为贯彻落实省、

市相关部门关于切实做

好海外侨胞在闽集中医

学观察期间人文关怀工作

的有关通知精神，厦门市

侨联近几个月来持续对入

境厦门进行集中医学观察

的海外侨胞给予人文关

怀，前往定点隔离酒店，

为返乡侨胞送上慰问卡

和慰问礼包，传达市侨联

对他们的问候和祝福，同

时做好答疑解惑、心理疏

导工作。

此外，市侨联还前往厦

门立达利光学眼镜有限公

司、厦门豪华进出口贸易公

司、厦门新弘立实业有限公

司等多家侨资企业走访慰

问，了解复工复产情况，

引导企业落实防疫措施，

帮助企业做到生产经营

正常化和疫情防控常态化。

（肖家豪）

厦门市侨联开展“暖侨慰问”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