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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厦门市荣誉市民、厦

门大学美籍教授潘维廉 5 月 17

日当选央视“感动中国 2019 年度

人物”，获奖的主要原因是“努力

让世界了解中国”。

当晚，《感动中国 2019 年度

人物颁奖盛典》在央视综合频道、

央视新闻客户端播出。

为什么一位美国人能感动中

国？央视颁奖词解释了原因：打开

心扉，拥抱过就有了默契。放下偏

见，太平洋就不算距离。家乡的信

中写下你的中国，字里行间读得

出你的深情。遥远来、永久住、深

刻爱，我们都喜欢你这种不见外。

在颁奖现场，央视主持人白

岩松采访了潘维廉。白岩松表示，

自己一直在观察，在《感动中国》

录制过程中，潘维廉几乎是最专

注的观众，能成为感动中国 2019

年度人物，是什么样的感受？

潘维廉说：“(我) 受感动了，也

感到非常荣幸。(但)我觉得有点不

太对了，因为我看他们的故事，他

们真的是做了很棒的事情。我自己

觉得我没有什么感动中国，但是我

觉得中国感动了我，也希望以后，

这个中国梦会成为世界梦，中国感

动世界，这个我有信心。

潘维廉是美国人，1988 年，

他辞去美国第一证券公司副总裁

职务，带着夫人和两个孩子举家

来到厦门，在厦门大学管理学院

任教，4 年后，他申请永居资格，

成为福建省第一个拿到“中国绿

卡”的老外。

在中国工作生活多年，潘维

廉了解并热爱中国，见证了中国

经济发展变化，先后帮助厦门、泉

州等地获得国际花园城市金奖，

他还曾荣获中国国家外国专家局

颁发的中国“友谊奖”，以及“厦门

市荣誉市民”等称号。

2018 年年底，潘维廉出版新

书《我不见外———老潘的中国来

信》，以一位外国人的独特视角，

记录和展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

史进程和伟大变革。2019 年 2

月，习近平总书记给潘维廉回信，

祝贺他新书出版。习近平在信中

说道，“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见证

者，这些年你热情地为厦门、为福

建代言，向世界讲述真实的中国

故事，这种‘不见外’我很赞赏。”

（佘峥）

南洋华裔族群

寻根谒祖综合服务平台

一期项目揭牌
本报讯 南洋华裔族群寻根谒祖综合服务平

台(一期)项目建设中心 5 月 18 日正式揭牌，此举

标志着该平台正式进入建设阶段，各参建方将集

中办公、集中管理，建成一个集寻根谒祖服务、姓

氏族谱查询、宗亲联谊互动、社团交流往来、商贸

投资等功能于一体的全国性综合服务平台。

作为福建省“十三五”规划和福建省“海上丝绸

之路”核心区项目，“南洋华裔族群寻根谒祖综合服

务平台”已纳入福建省“数字丝路”建设实施方案。

根据规划，南洋华裔族群寻根谒祖综合服务平台将

建设谱牒方志、姓氏宗祠、宗亲社团、方志碑铭、重

点侨村 3D全景影像、海内外侨情等数据库。项目

将在泉州先行先试，完成泉州 8000册谱牒文献的

数字化，以及海内外侨情等相关数据库建设，初步

建成比较完善的寻根平台，并对外提供服务。

当天，项目主管单位泉州市侨联党组书记、

主席陈晓玉，党组成员、副主席钟文玲在项目各

参建方代表的陪同下参观了项目建设中心，并听

取了承建单位对项目的建设计划与进程汇报。

此外，南洋华裔族群寻根谒祖综合服务平台

(一期)项目建成后，还将收集福建省乃至全国数据

并进行数字化，进一步充实、完善各个数据库；同

时，在坚持公益和政府监督引导前提下，通过“公益

+商业”融合运营、主动链接市场。同步规划寻根文

化园，建设“世界华侨华人族谱馆(包括平台智库、

文献修复中心等)”“寻根文化体验馆”“海丝国家华

裔文化交流中心”，建成集姓氏文化、寻根谒祖、商

贸旅游于一体的“海丝”文化集群，形成规模效应，

吸引全世界华侨华人寻根谒祖、考察旅游，拉动线

下相关产业发展。 （孙虹刘丽萍）

永春推进

世界永春社团联谊会大厦建设
本报讯 永春县委书记庄永智近日到世界永

春社团联谊会大厦项目建设一线调研指导，听取

世界永春社团联谊会大厦建设进展情况汇报，详

细了解工程建设进度及项目建设过程中存在的

困难和问题，研究探讨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和措

施。

庄永智强调，世界永春社团联谊会大厦建设

要“好事办好、实事办实”，加强统筹协调，科学合

理安排，加快推进建设进度，确保如期完成项目

建设任务；加大宣传力度，做好招商工作，充分发

挥好世界永春社团联谊会大厦的经济社会效益。

世界永春社团联谊会，是由世界各国(地区)

永春社团和乡亲组成的世界性联谊组织，旨在加

强联系、敦睦乡谊、弘扬中华文化、互通信息、共

谋发展、造福桑梓。2014 年 3月，世界永春社团联

谊会第十届第一次常务理事会决定在家乡永春

建设世界永春社团联谊会大厦，使之成为世界各

地永春人共同的家，成为永春海外社团和乡亲联

谊交流、展示对接的平台，进一步凝聚海外永春

乡亲的“根”“祖”情怀。

世界永春社团联谊会大厦，占地面积 5873

平方米，建筑面积 18073.76 平方米，主体建筑工

程预算 4500 万元。该项目由永春县政府无偿提

供建设用地，世界永春社团联谊会各会员单位和

海外侨亲共同筹捐建设资金。

本报讯 历时两年的编

撰，《按章索局·图说厦门侨

批》，终于和读者见面了！这

是思明区侨联继《厦门侨

批》之后又编辑出版的一本

侨批研究题材的书籍。

此次出版的《按章索

局·图说厦门侨批》，借用成

语“按图索骥”的意涵，冀望

能引领读者展开厦门侨批

局的历史探访之旅。

在闽南语中，信叫做

“批”，作为华侨华人与国内

家眷联系的载体，侨批以银

信合一的特殊形式成为维

系海外侨胞与国内亲人情

感的纽带。侨批生动地展现

了当时人们的生活情况以

及社会面貌和变化，是了解

中国移民历史的重要史料。

2013 年 6 月，侨批档案入选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

忆名录》。

与《厦门侨批》以文字

为主不同，《按章索局》以图

片为主，从搜集到的侨批、

汇票等实物中，提取侨批

封、汇票上的信局印戳，以

及信局的用笺、信封等物品

上含有的地址、经营范围、

海外分支机构等信息，梳理

出厦门部分侨批局的历史，

探究了 110 家厦门侨批局

的经营概况，整理了厦门侨

批局历史数据表格，目的是

想提供一个从微观到宏观

的视角，希望读者能从个体

到整体，对厦门侨批业的发

展脉络有一个框架性的认

识。

《按章索局·图说厦门侨

批》的顺利出版，凝聚了无数

侨批工作者的心血。2018年，

思明区侨联邀请厦门市著名

地方史专家洪卜仁主编的

《厦门侨批》面世。此书是第

一本厦门侨批史著作，社会

反响较大，推动了厦门侨批

研究，一批侨批藏品也因此

浮出市面，为侨批研究提供

了实物。在《按章索局》的编

撰过程中，年逾九旬的主编

洪卜仁先生，恸于 2019年 5

月 20日辞世。一年后，这部

《按章索局》终于由执行主编

叶胜伟编撰完成出版。

本报讯（通讯员曾明辉）

近日，同安区侨联主席林一

亭等一行，下乡开展“爱心

结对”帮扶活动。

在莲花 镇 上 陵 村 书

记詹福来和村委詹亚丽

的陪同下，林一亭等一行

来到上陵村走访慰问詹

文定、詹庆惠两户结对帮

扶困难户家中，给他们带

去了油、米和慰问金等。

区侨联常委、致公党党员

林美艺也一同向挂钩的

困难户献爱心，送去了慰

问金。

在走访慰问过程中，

侨联慰问组走进结对帮

扶的困难户家中，与他们

面对面，真诚沟通交流，

详细了解他们的困难和

问题。给他们送上慰问品

的同时，对他 们嘘寒问

暖，宣传党和政府的扶贫

政策。

林一亭表示，区侨联将

尽力帮助挂钩结对困难户

解决实际困难，真正把爱心

结对任务落到实处。

本报讯 第二批福建省向国际友城捐

赠防疫物资 5 月 18 日启运，福建省再次

调拨价值 213 万元(人民币，下同)医用

N95 口罩和普通医用口罩，捐赠给疫情

期间向福建省伸出援手的友城、友好组

织。

一箱箱物资贴着“彼此情无限，共饮

一江水”“良朋悠邈，同心如一”“众心成

城，万里为邻”等祝福语，将于近日陆续从

福州口岸运往国际友城。

记者了解到，这批物资将被捐赠给巴

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和东高地省政府，及

巴西塞阿腊州、圣卡塔琳娜州，阿根廷米

西奥内斯省、泰国孔敬府、老挝琅勃拉邦

省、印度泰米尔纳德邦、柬埔寨金边市、罗

马尼亚阿拉德省、波兰奥波莱省、俄罗斯

卡累利阿共和国、瑞典韦姆兰省、肯尼亚

肯中友协、南非夸祖鲁 - 纳塔尔省等，共

计 13 个国家 13 个友城、1个友好组织。

福建省两批对外捐赠防疫物资，基

本实现了省级友城全覆盖。

在福建省抗疫较为艰难的时刻，国

际社会给予了宝贵的精神支持和物质援

助；当前，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全球扩散蔓

延，福建省亦积极参与国际抗疫合作，不

断加大力度帮助国际友城和友好组织抗

击疫情。

3 月 20 日，福建省已向日本、韩国、

意大利、西班牙、法国等 11 个国家、20 个

省级友城捐赠了价值近 250 万元的医用

N95 口罩及普通医用口罩。 （闫旭）

本报讯“大陆助力台企发展

11 条措施给了广大台商台企很大

信心，就像吃了‘定心丸’。”厦门

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会长吴家莹

5月 16 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5 月 15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台办等 10 部门联合出台 11 条

助力台企发展的政策措施 (简称

“11 条措施”)。

在吴家莹看来，此次新发布

的“11 条措施”是进一步落细落实

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31

条措施”和“26 条措施”的暖心之

举。其中第三、四条提及，积极支

持台资企业增资扩产、促进台资

企业参与新型和传统基础设施建

设，“这给了明确发展机遇的概

念，让更多符合条件的台企能够

更好掌握发展方向”。

吴家莹称，新冠肺炎疫情期

间，为帮助企业顺利复工复产，厦

门市出台相关助力政策，此外还针

对台商台企又专门出台增信心、渡

难关、稳预期 10条措施和惠台 26

条实施细则等措施，这些暖心举措

烘热了每一个返厦台商的心。

据厦门市台港澳办透露，疫

情下厦门精准施策，促台商台企

复工复产复市，至 3 月 4 日 268

家规模以上台企和 127 家“三高”

(指高技术、高成长、高附加值)台

企全部复工；截至目前，2501 家重

点台资企业全部复工。

此外，厦门 20 家省级以上台

湾青创基地台企 856 家，已复工

687 家，复工率 80.3%，基地内台湾

青年多数 3 月底前返厦门。厦门

航空、宸鸿科技、厦门银行、三安

光电、联芯集成、玉晶光电、冠捷

科技、正新轮胎、建霖集团等台干

台青集聚的大型企业，台青返岗

率接近 100%。

今年来，在厦门结对台企纾困

解难、一企一策精准帮扶下，冠捷

科技、友达光电、联芯集成电路、玉

晶光电、建霖集团等 5家重点台企

已增资扩产近 80 亿元人民币，首

家两岸合资证券公司———金圆统

一证券有限公司也落地厦门。

吴家莹表示，在当前疫情对

企业带来影响的关键时期，从国

家层面专门出台针对帮扶台资企

业的相关措施，不仅非常及时，也

非常难得，进一步说明了从中央

到地方对台资企业的重视。这些

措施进一步强调了台资企业同等

享有中央和地方出台的各类援企

稳岗政策，与各类企业一视同仁。

“我相信这一系列措施对疫情过

后恢复台资企业信心，确保台资企业

在大陆更快更好的发展将起到非常

重要的作用。”吴家莹说。（黄咏绸）

厦门市荣誉市民潘维廉当选感动中国人物

同安区侨联下乡开展“爱心结对”帮扶活动

福建再次向国际友城

捐赠防疫物资

厦门台协会长吴家莹：

助力台企“ 条措施”
给台商台企吃了“定心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