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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在10月 21日举

行的 2019 年度陈嘉庚奖学

金颁奖仪式的中场休息环

节，陈嘉庚长孙陈立人一刻

也闲不住，因为学子们络绎

不绝地上台与他合影。“立人

先生平易近人，他亲切地询

问我来自哪个国家、就读于

哪所学校。”来自马来西亚的

高芯茜和黄诗怡与陈立人合

影成功，激动不已。

当日，来自泰国、越南、

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缅

甸、柬埔寨、菲律宾、老挝、

新加坡 9 个国家的 205 名

海外华侨华人学生齐聚福

南堂，获颁陈嘉庚奖学金。

这 205 名陈嘉庚奖学

金获得者，包括博士生 2

名、硕士生 28 名、本科生

111 名、高职生 9 名、中职生

20 名、高中生 5 名、语言生

30 名。他们就读于厦门大

学、集美大学、华侨大学、厦

门理工学院、厦门海洋职业

技术学院、集美工业学校、

集美中学。

2017 年，厦门市委统战

部、集美学校委员会牵头设

立陈嘉庚奖学金，用集美校

委会在香港集友银行部分

股息收益，资助“海丝”沿线

国家华侨华人学生和港澳

台地区集美校友后裔来厦

学习深造。如今，陈嘉庚奖

学金在海外有了更大的品

牌影响力。

此外，当日另有 458 名

师生获颁集美学村奖教奖

学金。 （林桂桢陈群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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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 月 21 日是

陈嘉庚先生诞辰 145 周年

纪念日，2019 年度陈嘉庚

奖学金颁奖仪式暨集美学

村奖教奖学颁奖仪式在集

美福南堂举行。市委副书

记陈秋雄出席并讲话，陈

嘉庚长孙陈立人出席颁奖

仪式。

陈秋雄表示，陈嘉庚

奖学金在海外华人社会中

引起热烈反响，被侨界盛

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惠侨举措”。他指出，

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给集美校友总会

的回信精神，通过举办形式

丰富的主题活动，在全市进

一步形成传承弘扬嘉庚精

神的共识，更广范围、更深

层次地宣传弘扬嘉庚精

神，不断扩大其在海内外

的影响力。要做大做强嘉

庚事业，以实实在在的重

教兴教举措，以更高的标

准、更强的担当，加快建设

现代化教育强市。

陈秋雄寄语获得陈嘉

庚奖学金的新生，要珍惜难

得的学习机会，了解博大精

深的中华文化，刻苦学习科

学文化专业知识，掌握过硬

本领，学成归国成为对居住

国有用的人才，成为中国与

居住国之间的友好使者、中

华文化的传播者、“一带一

路”倡议的推行者、嘉庚精

神的践行者。

据悉，今年共有来自泰

国、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

西亚、缅甸、柬埔寨、菲律

宾、老挝、新加坡等 9 个国

家的 205 名海外华侨华人

学生获得陈嘉庚奖学金，并

正式入学厦门大学、集美大

学、华侨大学、厦门理工学

院、厦门海洋职业技术学院

等校。 （林桂桢）

本报讯 10 月 22 日，

“重走嘉庚路·致敬新时代”

主题系列活动香港站之“华

侨旗帜·民族光辉———传承

嘉庚精神及华侨华人参加

祖国建设成果展”在香港开

幕。此次活动由中华全国归

国华侨联合会与香港侨界

社团联会主办、香港集友银

行承办、陈嘉庚纪念馆协

办，来自内地和香港各界人

士近 300 人出席活动。展览

同时吸引了众多香港市民

前来参观，现场气氛热烈。

此次“华侨旗帜·民族

光辉———传承嘉庚精神及

华侨华人参加祖国建设成

果展”耗时数月筹备，采用

文字、图片、雕塑、实物、场

景视频等多种展出形式，结

合传统、现代表现手法，立

体式呈现“嘉庚精神”所代

表的精神内涵和文化传统。

展览内容分为四个部

分，分别为“传奇人生，矢志

报国”“立国之本，国民天

职”“诚毅集友，薪火相传”

以及“嘉庚精神，世代传

扬”。此次展览展出图片逾

500 张，通过翔实的图文资

料和珍贵的历史实物呈现

了一代侨领陈嘉庚先生的

毕生奋斗历程，同时展示

陈嘉庚先生为支持教育事

业所倡办的集友银行的发

展历程，以及秉承嘉庚精

神的广大华侨华人在改革

开放和新时代发展中所做

出的卓越贡献。活动现场还

特别设立 VR 集美漫步等

多个趣味互动区，参观者可

通过不同的体验方式，近距

离、全方位感受嘉庚精神在

新时代的传承，深入了解以

陈嘉庚为代表的华侨华人

艰苦奋斗、为国奉献的历

程。

据悉，“华侨旗帜·民族

光辉———传承嘉庚精神及

华侨华人参加祖国建设成

果展”是“重走嘉庚路·致敬

新时代”主题系列活动的重

要组成部分。未来，“重走嘉

庚路·致敬新时代”主题系

列活动还将沿着陈嘉庚先

生工作生活过的城市继续

开展，进一步传承和弘扬嘉

庚精神。

开幕仪式上，新成立的

陈嘉庚基金联谊会向中国

华侨公益基金会捐赠 500

万港币，旨在更广泛地号召

各方力量积极融入、支持和

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建设，推

动公益事业发展。

据悉，陈嘉庚基金联谊

会由集友陈嘉庚教育基金、

闽都中小银行教育发展基

金会、新加坡陈嘉庚基金、

马来西亚陈嘉庚基金、厦门

市陈嘉庚教育基金会、马来

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吉隆

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菲

律宾厦门联谊会等全球各

地与“嘉庚精神”具有渊源

的非营利性组织共同倡导

发起，旨在新时代传承和弘

扬嘉庚精神，以华侨华人为

纽带，开展多层面、多维度

的沟通交流与合作，在全球

范围内延伸公益触角，扩大

公益规模，践行初心使命。

（宗满意邓黎）

华侨博物院
举行 60 周年院庆大会
本报讯 10 月 21 日，时值陈嘉庚诞辰

145 周年，华侨博物院举行了“纪念陈嘉庚先

生创办华侨博物院 60 周年大会”。

“维桑与梓 必恭敬止”———华侨博物院

建院 60 周年捐赠文物展”开展式同日举行。

原厦门市委常委、统战部长黄菱，厦门市委

统战部副部长陈宏，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副

馆长、中国博物馆协会华侨博物馆专业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秘书长祁德贵，江苏省侨联

原副主席、南通赤子情华侨图书馆发起人镇

翔等出席了纪念大会及开展式。

华侨博物院院长刘晓斌在致辞中回顾

了华侨博物院的发展历程。60 年前，嘉庚先

生在《倡办华侨博物院缘起》一文中热切呼

吁国内外侨胞们积极为筹建华侨博物院捐

资，并在耄耋之年亲赴各地搜集购买文物。

终于在 1959 年 5 月 14 日，华侨博物院落成

开放，先生以 86 岁高龄，亲自为华侨博物院

的开幕典礼剪彩。华侨博物院成为了嘉庚先

生晚年的最后巨作，也是其伟大教育思想和

实践的一座里程碑。60 年来在党和政府关怀

下、在海外华侨华人和归侨侨眷热心帮助

下、在社会各界人士的鼎力支持下，华侨博

物院已经成为在海内外有较大影响的独具

特色的博物馆，各项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

步。纪念是为了致敬，更是为了传承，华博人

始终把建成侨胞心中的家园，作为自己的努

力方向和追求目标。今后更会在嘉庚精神的

指引下，为把华博建设成海外华人华侨寻找

文化记忆的殿堂而不懈奋斗。

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副馆长祁德贵、广

东华侨博物馆副馆长陈宣中分别代表涉侨

博物馆向华侨博物院 60 华诞表示祝贺，并

分享和交流了新时期涉侨博物馆发展的机

遇和前景。

“搭建”嘉庚建筑
青少年比拼纸模技艺
本报讯 10 月 20 日，2019 年厦门市青少

年嘉庚建筑纸模型比赛在集美中学举行。来

自全市各中小学校的 45 支代表队共 758 名

青少年比拼技艺，弘扬嘉庚精神。

作为今年厦门“嘉庚精神宣传月”系列

活动之一，本次赛事通过比拼建筑纸模型制

作技艺、设计创意，让青少年感受嘉庚文化，

感悟陈嘉庚爱国情怀，增进对嘉庚精神的理

解。

“本次比赛分为个人项目和团体项目。

个人项目包括独立制作、彩绘华侨博物院、

集美学村、颍川世泽堂、集美解放纪念碑及

斗拱等嘉庚建筑纸模。”相关负责人介绍，

“团体赛为两三人一组，合作设计、制作一组

嘉庚建筑场景，主体建筑可在群贤楼、颍川

世泽堂、华侨博物院和集美学村四款模型中

自选其一。”

据了解，嘉庚建筑纸模型比赛至今已举办

六届，参与人数累计超过2200人次。本届赛事

由市体育局、市教育局、共青团厦门市委、市科

协、集美区委宣传部、集美学校委员会、集美区

委文明办、集美街道办事处主办，市社会体育

指导中心、集美中学、陈嘉庚纪念馆、华侨博物

院、集美鳌园景区、厦门网承办。

（林桂桢陈若君）

集美大学陈嘉庚研究院揭牌

华侨银行

侨批展厅向社会开放

马 来 西 亚 官 员

赴 厦 门 参 加 汉 语 研 修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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