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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新闻网报道 柏

林中国文化中心近日成功举

办以“助力‘中国影像节’

———走近中国城市系列《好

吃客之泉州》”为主题的线下

文化沙龙。

柏林中国文化中心副主

任孙勤航在致辞中介绍，由中

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文化

和旅游部联合举办的首届“中

国影像节”全球展映活动将持

续到年底。期间，全球百家媒

体和平台将陆续展映 50 余部

精彩纪录片和专题片，讲述中

国人追梦圆梦的故事，让观众

了解新时代中国人的日常生

活和真实情感。

孙勤航表示，柏林中国文

化中心今年也将开展“中国影

像节”在德国的展映活动。

2022 年是中德建交 50 周年，

相互尊重、对话交流、合作共

赢是中德合作最宝贵的经

验，也是中德关系今后行稳

致远的保证。“希望通过影像

作品增进中德人民的相互了

解，助力民心相通，深化友好

情谊。”

当天活动中，30 余位中德

观众观看了中国影像节宣传

片、英语纪录片《好吃客之泉

州》以及《泉州：宋元中国的世

界海洋商贸中心》，中心工作

人员对闽南古都泉州的历史

文化进行了简短介绍。

“文化沙龙”是柏林中国

文化中心的重要品牌活动，自

2020 年 1 月起每月举办一次，

疫情期间主要以线上形式开

展。每期沙龙选定不同主题，

结合文化讲座及视频图片展

开讨论。本次活动旨在助力首

届“中国影像节”，推广中国名

城泉州。 （马秀秀）

南非华人警民合作中心

网络安全服务平台
举行启动仪式

据中国侨网报道 近日，南非华人警民

合作中心网络安全服务平台举行启动仪

式，中国驻约翰内斯堡总领事唐中东出席。

唐中东在启动仪式致辞中，充分肯定

南非警民合作中心在协助打击犯罪，构建

安全网络、密切警民合作方面做出的积极

努力，对网络安全服务平台投入使用表示

祝贺，他表示，该平台的推出是领区乃至全

体在南侨胞的福音，希望该平台成为侨胞

真正的守护神，起到防范和遏制涉侨恶性

伤害事故的重要作用。

南非警民合作中心主任李新铸表示，警

民合作中心将继续为侨胞提供更好的服务。

最后，大家共同见证了网络安全服务

平台正式启动和测试。

据介绍，加入该平台的侨胞将持有随

身报警器，遇到突发事件和危险时按下报

警器，平台就能准确定位侨胞所处位置，及

时了解侨胞求助信息，为侨胞提供及时便

捷的安全服务。

美国福州长安联谊会举办

修缮妈祖庙募款答谢会
据东南网报道 近日，美国福州长安联

谊会在纽约举办修缮妈祖庙募款答谢会。

据悉，位于福建福州长安村的妈祖庙

已有数百年历史，由于年久失修，妈祖庙存

在破损严重等问题。为了赓续侨乡历史文

化根脉，保护家乡文物古迹，经长安村的父

老乡亲们一致研究决定发放募款倡议书，

旨在发动乡亲，积极参与到妈祖庙修缮工

作中来，为修复工程献计献策。

美国福州长安联谊会主席林晋佑介

绍，本次共有 327 位乡亲参与募捐，总募款

25 余万美元，为长安村妈祖庙修缮工作添

砖加瓦。他对美国福州长安联谊会的成员

们同心协力完成登记、核对工作表示感谢。

（纽约墨人）

南非自由州福建同乡会

向当地学校

捐赠30万兰特物资
据中国侨网报道 当地时间 7月 22 日，

在国际曼德拉日到来之际，南非自由州福

建同乡会联合自由州警察厅，向布隆方丹

的一所学校捐赠了包括电脑、书包、校服、

鞋子在内的一批学生日用物资，总价值超

过 30 万兰特。

自由州省长西西·恩托贝拉和警察厅

警察总监 BB Motswenyane 分别发表了讲

话。他们非常重视这场慈善捐赠活动，高度

评价了自由州福建同乡会长期以来，为该

省贫困社区、学校、老人院、孤儿院等给予

的慈善捐赠和无私帮助。省长和警察总监

还特别强调了自由州华侨华人为当地经济

和社会发展所作的重要贡献，表示自由州

政府和警方将积极支持和保护当地华侨华

人的合法权益，努力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

发展环境。

南非自由州福建同乡会会长石钦平致

辞时表示，学校的孩子们是南非的未来，自

由州福建同乡会也始终关注和关心着大

家，希望以这次捐赠为契机，和大家建立深

厚的友谊，成为亲密无间的朋友。也希望同

学们要努力学习，掌握更多的知识，学到更

多的技能，不仅要把自己的家园建设的美

丽，还要为南非的繁荣富强贡献力量。

当天，自由州福建同乡会总共向该学

校的 600 多名学生捐赠了书包、校服、鞋子

和学习用品以及 10 台办公电脑。当天中

午，还准备了 700 份肯德基午餐发放给学

生和老师，当天的捐赠物资总价值超过 30

万兰特。

据中国侨网报道 当地时

间 7 月 21 日，意大利中意青

年联合会第三届换届暨连任

庆典大会在佛罗伦萨福临大

酒店隆重举行，郑再生蝉联新

一届会长。

活动当天，郑再生代表意

大利中意青年联合会向出席

当天庆典大会的所有来宾表

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意大利中意青年联合会自

2016 年夏宏望创会以来，在全

体会员的努力下，各方面都取

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

郑再生表示，在未来的任

期内，将秉承创会宗旨、更加

致力于服务华社，提升华人形

象，积极帮助华侨华人融入当

地社会，继续促进中意双边沟

通，加强推动两国民间交流，

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的

倡议，一如既往地在经贸、文

化、教育等领域做出最大的努

力。

王文刚总领事代表中国

驻佛罗伦萨总领事馆对郑再

生连任第三届会长表示祝贺。

王文刚表示意大利中意青年

联合会自成立以来，引领广大

年轻侨胞爱国爱乡，报效祖

（籍）国，积极参政议政，融入

当地主流社会，着力提升华人

整体形象，彰显了青年一代应

有的闯劲、锐气和担当。

意大利佛罗伦萨市长

Dario Nardella 感谢意大利中

意青年联合会自 2016 年成立

以来，成为当地社会与华社青

年的友谊桥梁，在他们的不断

努力下，开展多种形式的经

济、文化社会推广交流活动，

现在双方已经成为团结一致、

融合一起的共同体。Dario

Nardella 市长表示已经为双

方携手共进做好充分准备，

希望共同规划、共同分享，为

佛罗伦萨的美好未来共同努

力。

马来西亚文协
启动华人新村系列文化活动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 马来西亚华

人文化协会 7月 25 日宣布启动该国

华人新村系列文化活动“村节”，希

望借此活动记录整理新村历史，“为

新村未来发展开拓、推进更多可能

性”。

据介绍，“村节”系列活动横跨

2022 年到 2023 年，将举办“村乡文

化论坛”、整理新村故事、出版文史

特刊、举办“村尚品味”博览会以及

举行歌唱比赛、短视频比赛等活动。

活动力求记录马来西亚各类华人村

落文史发展历程、社区大事、华人教

育、庙宇、人物、美景、美食和地方习

俗等。

华人文化协会总会长张雅诰表

示，文协希望借此活动，推动一场有

深度、高度、温度的新村文化之旅，

为华人新村留下美好故事。他还期

待，能通过此一活动，促进马来西亚

华人文化的搜集研究和整合传承；

同时通过在活动中引入先进数字网

络科技，促进华人文化传播渠道数

字化。

马来西亚华人公会总秘书张盛

闻出席当日启动活动时表示，希望

此次活动在讲好新村故事，促进新

村文化传播同时，也能带动市场效

应，展现马来西亚乡村文化旅游风

采。

马来西亚华人新村因特殊历史

背景，形成于 1948 年到 1952 年间。

全马来西亚共有 613 个华人新村，目

前的马来西亚华人中有八成左右来

自或居住在华人新村、乡村。华人新

村在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发展乃至马

来西亚文化发展过程中都具有极高

历史和文化价值。

意大利热那亚华侨华人工商联谊会举行换届庆典
据中国侨网报道 当

地时间 7 月 24 日，意大

利热那亚华侨华人工商

联谊会举行换届庆典大

会，阮向明蝉联第七届会

长。

阮向明表示，热那亚

是中部领区距离最远的

侨胞聚居地之一，疫情之

前每年都会全力协助佛

罗伦萨总领馆到热那亚

现场办公，为当地侨胞办

理护照和认证、公证等相

关服务。疫情期间，为华

人发声，与中意各界人士

友好相处。未来，协会会

更加齐心协力，同心同

德，共同打造和谐侨社，

为中意两国民间交流和

经济建设做出贡献。

中国驻佛罗伦萨总

领馆王文刚总领事发来

视频祝贺，王文刚在致辞

中表示，意大利热那亚华

侨华人工商联谊会自成

立以来，在历任会长及会

长团的带领下，始终秉承

“广交朋友，互通信息，促

进交流，增强合作，服务

企业”的办会宗旨，充分

发挥桥梁、纽带和平台作

用，在协助总领馆开展领

保工作、推动中意交流合

作、维护侨胞合法权益、

服务侨胞和企业、支持家

乡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

有益工作。

利古里亚大区副主

席 Lilli Lauro、热那亚市

长秘书 Davide Falteri 致

辞，他们对庆典大会召

开，阮向明担任会长表示

热烈祝贺，他们希望大家

加强合作交流，促进华人

侨胞积极融入意大利，合

法经营，为当地的经济做

出贡献，为中意两国的民

间友好牵线搭桥。

华裔钢琴家亮相年度肖邦音乐节

独奏音乐会惊艳全场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

法国诺昂因乔治桑和肖

邦而闻名于世，为了纪念

肖邦，该市创建了肖邦钢

琴音乐节，并始终保持了

一个传统，邀请当期肖邦

国际钢琴比赛冠军参加

音乐节并举办个人演奏

会。2022 年的特邀演奏

嘉宾是加拿大籍华裔青

年钢琴家刘晓禹。

当地时间 7 月 23 日

晚上，在法国诺昂刘晓禹

举办了钢琴独奏音乐会。

当天晚上天气炎热，音乐

大厅没有空调，但仍座无

虚席。在刘晓禹谢幕时，

观众不肯离席，掌声如

潮，经久不息，直到他先

后加演了 4个曲目，音乐

厅主动打开灯光，观众才

被迫有序退场。

旅法华裔钢琴教育

家黎耘老师用“成功”，

“圆满”两个词形容当晚

演出，还赞不绝口说，“演

出太棒了，懂行的人一听

就知道刘晓禹手下有真

功夫。真是一场听觉盛

宴！”

刘晓禹的演奏被业

内专家评价为“阳光明媚

的肖邦音乐、新世纪的肖

邦音乐”。在 2021 年举办

的第十八届肖邦国际钢

琴比赛上一鸣惊人，摘得

桂冠，引起了全世界的关

注，并被 Classic FM 评选

为首位 2022 年古典音乐

明星。从2022年1月起，就

与 DeutscheGrammophon

公司签订独家合同。他的

第一张专辑就是在华沙

比赛期间录制的肖邦作

品选集，获得了业内人士

和爱好者一致好评。

如今，他已经与克利

夫兰管弦乐团，以色列爱

乐乐团和中国国家大剧

院管弦乐团等著名管弦

乐团合作演出。从 7月起

又开始了新的世界巡演，

他将与英国皇家爱乐乐

团首次亮相、与华沙爱乐

乐团巡演美国、与蒙特利

尔交响乐团巡演欧洲，以

及应邀在不同著名音乐

节上演出。他还将与维也

纳交响乐团、马林斯基管

弦乐团和瓦列里·捷杰耶

夫合作，以及与其他管弦

乐队合作或举办独奏音

乐会。

2023 年，他的巡演

计划将转向亚洲，从 2 月

开始，分别前往日本，韩

国和中国的北京上海等

地举办个人钢琴独奏音

乐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