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加拿大

大温哥华地区侨界 6月 26 日举

行庆祝香港回归祖国 25周年座

谈会。与会者表示，香港的成功

与发展都离不开祖国支持；背靠

祖国，是香港保持繁荣的最大底

气；相信香港明天会更好。座谈

会由加拿大中国(友好)和平统一

促进会主办，大温地区 40余家

华人社团机构支持、参与。

中国驻温哥华总领事佟晓

玲出席座谈会并致辞时表示，

当前香港发展重回正轨，香港

社会展示出团结一心、奋发进

取的良好风貌，形成了社会各

界齐心协力建设香港的良好局

面。香港背靠祖国、面向世界、

联通内地与全球的独特地位更

加突出。香港已实现由乱到治

的重大转折，正处在由治及兴

的关键时期。可以预见，“一国

两制”的优越性将会在香港进

一步彰显，“爱国者治港”将更

加稳固，香港的民主发展道路

也将越走越宽。

加拿大中国(友好)和平统

一促进会会长王典奇表示，回

顾香港过去 25 年来的成就并

展望其未来，身居海外的华侨

华人感到骄傲和自豪；相信新

一届香港特区政府在祖国大力

支持下，定会展现新气象、谱写

新篇章，让东方之珠绽放更加

璀璨耀眼的光芒；更坚信海峡

两岸完全统一、中华民族实现

伟大复兴指日可待。

移民自香港的加拿大华人

社团联席会荣誉主席方君学表

示，在中央政府支持下，香港回

归祖国以来的进步有目共睹，

香港的稳定与发展也为大家注

入一针强心剂。同样生长于香

港的温哥华至德总堂主席周高

文表示，香港正回到发展正轨，

期待香港在中国未来的发展中

继续发挥独特作用。

与会人士纷纷表示，期待群

策群力，为促进香港和祖(籍)国

发展、推动加中关系进步作出各

自的贡献。 （余瑞冬）

本报讯 6 月 24 日,两岸青

年书画交流协会(香港)在位于

香港北角英皇道 370-374 号振

华大厦 11 楼 B 座的两岸和平

发展联合总会，举办“庆祝香港

回归祖国 25 周年笔会”。书画

家们怀着满腔热情，以作品书

写香港新气象、新辉煌，体现了

港人的爱国精神。

活动现场，全国人大代表、

中银国际副董事长、两岸和平发

展联合总会会长、两岸青年书画

交流协会永远荣誉会长林广兆,

首先开笔写下了“书颂回归情

怀、画展祖国风彩”。随后，香港

著名书法家、两岸青年书画交流

协会名誉会长陈梦标，书写“积

健为雄”“两岸青年书画交流协

会”会标，为活动增光添彩。

书画家和协会会员们满怀

热情，相继挥毫泼墨,获得了在

场观众们热烈的掌声。吴培疆作

花鸟画“紫荆花盛开”；冯鹤亭书

写“中华龙”；吴绵澈嘉宾书写

“风平浪静两岸宽”；苏干世书写

“东风明珠永放光明”；谢悟圣只

手书写“庆祝香港回归廿五周

年”；陈欣荣写篆书“青年是祖国

的未来”；陈文星书写“回归”，等

等。笔会在同心喜庆香港回归祖

国25周年的欢乐氛围中圆满结

束。 （陈文星陈欣荣林嘉雯）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 美

国纽约侨界 6 月 25 日举行

庆祝香港回归 25周年活动。

活动由美华总商会、美国香

港总商会主办，分为图片展、

论坛、庆祝晚宴三个部分。

活动现场展出近 50 张

摄影图片和画作，生动展示

香港回归祖国 25 年来取得

的发展成就，近百位与会者

在会前参观了图片展。中国

驻纽约总领事黄屏，美华总

商会、美国香港总商会会长

陈善庄，香港驻纽约经贸处

副处长林冰冰，香港中华企

业联合会会长周瑞生，纽约

大学政治学终身教授熊玠

等各界嘉宾围绕“稳定·安

全·发展”的主题作论坛发

言，就香港社会更加和谐、

再创非凡成绩展开探讨。

黄屏表示，香港的繁荣

稳定不仅惠及香港同胞，也

有利于地区和世界的发展，

符合美国的利益。2021 年，

美国是香港的第三大贸易

伙伴，仅次于中国内地和中

国台湾，贸易额达到 340 亿

美元。作为中美关系的参与

者、促进者、受益者，美东侨

胞始终心系香港发展。大家

发挥融通中外的优势，积极

促进香港和美国交流合作，

向当地民众介绍香港，架起

沟通和理解的桥梁。大家坚

决与“港独”做斗争，反对外

部干涉。以实际行动支持

“一国两制”、反对“港独”，

体现了美东侨胞的担当。

陈善庄表示，纽约侨界

庆祝香港回归 25 周年，这

不仅凝聚着香港在过去四

分之一世纪以来取得的骄

人成就，更寄托着海外游子

对家乡的真诚热爱和祝福。

（廖攀）

美国纽约侨界
举行庆祝香港回归 25 周年活动

加拿大温哥华侨界
庆祝香港回归 25 周年

法国华裔青年协会

举办活动

庆祝成立 13 周年
据中国侨网报道 当地时间 6

月 27 日晚，法国华裔青年协会在

巴黎北郊欧拜赫维利耶市举行协

会成立 13 周年庆祝活动。旅法侨

界各社团侨领代表及华裔青年协

会成员百余人出席。法国华裔青年

协会会长蔡黎生和协会骨干成员

代表分别介绍了协会成立 13 周年

以来，开展的一系列活动情况以及

协会发展壮大的历程。

蔡黎生介绍说，法国华裔青

年协会自 2009 年成立以来，积极

参与法国社会各项活动，维护华

裔族群的合法权益，在文化交流

发展方面做了不少有益的尝试，

介绍中华美食，利用法国和其他

国际社交平台介绍华人的发展现

状等。

蔡黎生感谢旅法侨界各社团

对于协会的支持和寄予的厚望。

他表示，法国华裔青年协会全体

成员将始终秉承创会宗旨，继续

加强与法国主流社会的联系，不

断提升华裔青年在法国社会的地

位，积极倡导反对歧视亚裔的行

为，让法国民众更加近距离的了

解华裔族群，推动各族裔之间的

交流与合作，促进法国社会多元

化的发展。

旅法侨界各社团侨领代表纷

纷表示，法国华裔青年协会成立

13 年以来，在融入法国社会，参

与法国政治、文化生活方面所作

的积极努力有目共睹，对旅法华

人融入法国社会，起到了积极的

推动作用。侨领们希望有更多的

华裔青年能够投身法国社会生活

的方方面面，为提高华裔族群在

法国社会中的影响力不断努力。

（欧文）

阿富汗中资企业

向阿地震灾区捐赠物资
据新华网报道 阿富汗中资企

业 6 月 26 日在阿东部霍斯特省首

府霍斯特市举行捐赠仪式，由中国

中冶集团艾娜克铜矿项目向地震

灾区捐助救灾物资。

据悉，此次交付的首批物资包

括大米、面粉、食用油和茶叶等。中

国中冶集团艾娜克铜矿项目代表

艾哈迈德·贾瓦德·萨利赫表示，希

望此次捐赠的物资能够为灾区民

众提供应急帮助。

阿富汗临时政府国家灾难管

理和人道主义事务部长特别代表

穆罕默德·萨利姆·哈卡尼在捐赠

仪式上说，中资企业此次捐赠的物

资将被快速运往灾区并分配给当

地 800 个受灾家庭。

霍斯特省灾难管理和人道主

义事务部门负责人法兹尔·穆罕默

德在致辞中对中资企业的援助表

示感谢。他说，中国人在关键时刻

为受灾地区民众提供了亟需的物

资。

6 月 22 日，阿富汗遭遇 20 多

年来最严重地震，东部霍斯特省、

帕克提卡省受灾严重。地震已造成

至少 1500 多人死亡，2000 多人受

伤，3000 多间房屋被毁。地震发生

后，中国政府决定向阿富汗提供

5000 万元人民币的紧急人道主义

援助。 （邹学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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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华人头条香港站报道

香港厦门联谊总会（厦联会）6

月 22 日在太古城康兰居举行

理监事会议暨庆祝香港回归祖

国 25 周年联欢晚会，活动在线

上线下同步举行。香港福建社

团联会荣誉主席林广兆，厦联

会理事长杨毅融，监事长李冠

华，永远荣誉会长王少华、蔡瑞

义，秘书长李毅立等和理监事、

青年促进会代表及义工代表同

欢聚。会上回顾了回归 25 年

来，香港“一国两制”实践取得

的瞩目成果及厦联会的会务历

程。众人在歌舞声中喜庆回归，

同勉携手再上新征程。

杨毅融、王少华、林广兆先

后在晚会上致辞。杨毅融表示，

香港回归祖国 25年来，祖国永

远是香港抵御风浪、战胜挑战的

最大支撑。中央大力支持维护香

港繁荣稳定，保障香港同胞安全

健康，实施香港国安法，完善香

港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原则，推动香港实现由乱到治的

重大转折，迈向由治及兴新征

途。此次联欢活动是庆祝香港回

归祖国 25周年的“启动礼”，之

后厦联会将陆续开展多项展览、

座谈会等系列活动。

王少华表示，很高兴看到厦

联会蓬勃发展，活动丰富，同时

积极参与香港社会事务。面对第

五波新冠疫情，厦联会更为小区

防疫工作作出了贡献，获得社会

好评。香港落实“爱国者治港”选

举制度，展现新景象，也祝愿厦

联会会务更上新台阶。

林广兆表示，香港回归祖

国 25 周年，“一国两制”成功实

践，感谢中央、感谢习近平主席

对香港的关心和支持，开启良

政善治新篇。期待香港今后发

展更美好。希望厦联会一如既

往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为

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贡

献。

歌舞庆回归晚会气氛热

烈，全体与会者放声高歌《歌唱

祖国》，齐声同呼“热烈庆祝香

港回归祖国二十五周年，祝伟

大祖国繁荣昌盛，祝美丽香港

绚丽辉煌”。晚会有合唱《东方

之珠》、舞蹈《小白船》、独唱《一

个妈妈的女儿》《哈达情》等节

目，带给大家一场视觉与听觉

的盛宴。

晚会还举行了厦联会青促

会举办的“我身边的抗疫故事

征文及绘画比赛”评选颁奖。

(黄曼霞）

据中国侨网报道当地时间 6

月 25日，一年一度的美国芝加哥

龙舟赛在华埠谭继平公园举行。

这是华商会主办的第 22 届芝加

哥龙舟之会，有 30个龙舟团队沿

着位于中国城的芝加哥河冒雨南

行竞渡，鼓声、欢呼声和喝彩声持

续不断。经过激烈角逐，风城黑龙

队获得冠军，联合天龙队和清华

大学校友队分获亚军和季军。

尽管当天不时下着大雨，龙

舟赛仍然吸引了大批观众，而参

赛队员们似乎斗志和豪情反而

更增。芝加哥市长莱特福特、中

国驻芝加哥总领馆副总领事边

志春、伊利诺伊州华裔州众议员

马静仪等嘉宾以及各界人士都

前往助兴，热烈庆祝当天的龙舟

之会。

莱特福特再次赞扬中国城

所取得的成就。她说，她来到这

里非常激动。过去两年来华人社

区经历了极其艰难的时刻，华人

团结在一起，彼此关心，互相照

顾，守望相助，关切邻居的需求。

华人的韧性让她敬佩，华人是这

个城市其他地区的榜样。

边志春向本届龙舟赛表示

热烈的祝贺。她说，划龙舟比赛

源于中国人民纪念古代爱国诗

人屈原的端午节活动，它象征着

中华民族团结和谐、积极奋进的

民族精神。活动以赛会友，参与

人员已从华裔社区扩大至社会

各界。希望今后有更多人喜爱并

参与龙舟赛事，继续支持中美两

国人民的友好交流与合作。

当天举办的第 22届龙舟赛，

是由华商会联合芝加哥公园管理

局、市文化和特别活动办公室等

单位联合筹办。这一活动从 2000

年开始举行，一直深受当地居民和

来自各地游客的喜爱，成为芝加哥

一项盛大的群体活动。 （张大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