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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唐欣欣）近

日，厦门市政协侨联界别活动小

组在厦门市侨联副主席、界别小

组召集人邓飚带队下赴厦门领事

馆区和海外华侨华人社团厦门联

络总部调研本市海外联谊交流工

作情况。

委员们一行先后视察了厦门

领事馆区和海外华侨华人社团厦

门联络总部，听取市外服公司负

责人和联络总部工作人员关于项

目设立背景、建设规模、入驻条

件、运行情况等相关介绍。

海外华侨华人社团厦门联络

总部的设立在国内系首创，是鼓

励海外华侨华人积极参与厦门建

设的实际需要，也是积极回应海

外侨团诉求，鼓励和帮助侨商回

国二次创业的重要举措。自 2018

年正式启动侨团入驻以来，已有

来自 44 个国家和地区的 83 个海

外侨团入驻，成为厦门海内外联

谊交流的一个重要平台。

委员们认为，两大平台的设

立，有利于厦门进一步拓展海外

联谊，扩大对外交流交往，提升

城市国际知名度。委员们表示，

将继续发挥侨联界别委员联系

广泛、资源众多的优势，为争取

更多有资质的国外机构和有实

力的海外侨团进驻做好牵线搭

桥工作。同时积极履行政协委

员职责，为促进两大平台建设发

展，推动厦门海外联谊工作积极

建言献策。

本报讯 6 月 10 日，厦门大

学正式发布 100 周年校庆主题、

标志和吉祥物等校庆元素。

2021 年 4 月 6 日，厦大将

迎来 100 周年校庆。厦大百年

校庆主题为“弘扬嘉庚精神，奋

进一流征程”。当天，厦大还发

布了一段视频，向高考学子发

出了相约百年校庆的邀约。为

凝聚厦大人心、汇集社会大爱，

助力厦大新百年建设，学校还

为 32 位第二批厦门大学“奋进

新百年、共筑新伟业”行动计划

的行动大使代表授牌。

据了解，厦门大学 100 周

年校庆活动将从“回顾百年历

程、弘扬四种精神、建设世界一

流、凝聚奋进力量、营造浓厚氛

围”五个方面开展，共开展 30

余项活动。包括出版百年校史、

百年院系史、百年组织机构史、

系列学术论著、人物传记，筹建

百年校史馆；创作《陈嘉庚》歌

剧，举办纪念陈嘉庚先生逝世

60 周年系列活动；成立 100 个

校友会，聘任 100 位社会导师，

举办系列校友活动等。

（杨珊珊 欧阳桂莲）

本报讯（通讯员柯雯靖）

6月 5日，致公党福建省委副

主委、厦门市委主委徐平东率

致公党市委机关志愿者，分别

前往同安区东宅村和思明区

后江社区，为当地垃圾督导

员、环卫工人送上防暑降温的

饮品和粽子，既表达了对特殊

岗位工人的关爱，也提前送上

端午节的祝福。志愿者们还为

村民和社区居民分发了移风

易俗、垃圾分类和城市文明建

设的宣传材料。

“关爱特殊岗位工人行

动”是“爱心厦门”建设五大行

动之一，主要是聚焦城市道路

环卫工人、公路养路工人（清

扫保洁工人）等特殊岗位职

工，开展防暑降温关爱，改善

工作环境、生活条件。此次活

动得到了致公党市委科技与

经济委员会委员、鼓浪屿第二

支部副主委吴鹏健的企

业———优库净品（厦门）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为

此次关爱活动赠送了粽子礼

盒和菊花茶等慰问品，体现了

企业的社会责任感。

“爱心是城市的文明之

光，需要每个人共同点亮”。致

公党厦门市委机关志愿者积

极响应“爱心厦门”建设号召，

密切与共建单位的联系，积极

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疫情期

间，还为同安区东宅村一线基

层工作者送去防疫用品，并配

合后江社区开展测体温等防

疫工作，用实际行动彰显厦门

这座城市的文明友爱和友善

向上。

本报讯 据福州市罗源县侨联消息，近

日，福州市侨联主席蓝桂兰一行，到罗源县

调研侨资企业复工复产和基层组织建设情

况。

调研组一行先后实地走访了福州新聚

丰食品有限公司、碧里乡牛澳村、台港澳侨

同心驿站、畲族民俗文化小镇、福建追随者

实业有限公司等。

在侨资企业，调研组一行深入生产车

间、产品展厅等考察，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

座谈，详细了解企业招商用地情况、疫情期

间生产经营状况、存在困难以及未来发展需

求，强调要加强与侨资企业的联系，积极帮

助企业协调发展中的难题，进一步为侨资企

业的发展壮大做好服务。

调研组一行还深入了解碧里乡牛澳村

招商项目、台港澳侨同心驿站及畲族民俗文

化小镇建设情况，对培植碧里“三宝”———下

廪羊、西洋花卉、碧里鲍鱼产业做大做强提

出建议。

蓝桂兰对台港澳侨同心驿站整体建设、

展板规划、展示内容等情况表示肯定。蓝桂

兰强调，要依托台港澳侨驿站合作交流平

台，结合当地畲族民俗文化，充分发挥同心

驿站联谊联络、引资引智、凝心聚力作用，打

造特色基层侨联组织，更好地宣传推介罗

源，为助力罗源高质量发展奉献侨界力量。

本报讯 6 月 5日晚，一场

特殊的“云派对”通过网络直

播的方式举行，超过 100万的

网友在线见证了满载着厦门

外国语学校的同学们爱心的

大礼包送达万里之外的法国

巴约市阿兰·沙尔捷高中。

记者了解到，疫情在全球

蔓延后，厦门外国语学校与 26

所国际姐妹校之间，用各种形

式表达关心、分享经验，相互

鼓励。今年 3月，厦外法语班

的孩子们集体为法国姐妹

校———法国阿兰·沙尔捷高

中，准备了满满一行李箱的礼

物。不过，受疫情下各国物流、

进出口政策多变等因素的影

响，这份满载两校友谊的包

裹，从厦门启程，足足用了三

个月才抵达巴黎，在法国当地

时间 6月 5日下午 2点，北京

时间 6月 5日晚上 8点，这份

礼物在爱心华人的帮助下，终

于送抵阿兰·沙尔捷高中。

在视频直播中，孩子们

看到阿兰·沙尔捷高中校长

打开装满礼物的行李箱,激动

不已。这份总重量 15 公斤的

箱子里装满厦外法语班孩子

们筹集来的 1200 多个口罩，

此外，还有大家精心挑选的

富有中国特色的礼物———茶

叶、茶具、棋盘、书签、文具

等。厦门外国语学校学生王

希彦对着镜头说:“我很想你

们，跟你们待在一起的半个

月，是我人生中非常宝贵的

一笔财富，我也希望这次疫

情能赶快过去，我们一定会

再次相见。”阿兰·沙尔捷高

中校长在直播中表示，“我从

心底珍惜着我们两校的友

谊。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中国

离我们非常遥远，但又非常

接近，就像今天。”

阿兰·沙尔捷高中位于

法国下诺曼底大区巴约市中

心，16 岁的邓小平曾在这里

寄宿学习。2010 年 5月，厦门

外国语学校与阿兰·沙尔捷

高中缔结为姐妹校。10 年来，

两校积极开展师生交流，经

常组织师生到对方学校，参

与课堂学习，并入住当地学

生家庭。两国孩子在面对面

的相处中，结下真挚的情谊。

据介绍，该活动是由厦门

“学习强国”学而时习之·悦享

会打造的跨国界的战疫云悦

享平台，让大家在平台上分享

经验、互致问候、增进感情。目

前已有越来越多的学校师生

参与其中，面向十余个国家的

同学发起云悦享。 （何无痕）

本报讯 今年适逢厦门市侨联成立 70 周

年，为了弘扬和传承华侨先贤们爱国爱乡、

造福桑梓的崇高精神，展示鼓浪屿海内外侨

胞为家乡建设作出的贡献，进一步凝聚力

量，厚植家国情怀，思明区侨联携手厦门市

图书馆、鼓浪屿街道侨联举办鼓浪屿华侨历

史图片展巡展活动。

经过前期的筹备和布展，鼓浪屿华侨历

史图片展于 5月 29 日 -6 月 25 日在厦门市

图书馆文化艺术中心馆区正式展出，将于 6

月 26 日 -7 月 26 日在厦门市图书馆集美新

城馆区展出，免费向公众开放。

一张张珍贵的老照片，记录下无数鼓浪

屿华侨和归侨侨眷们用青春与热血写下的

爱国篇章。厦门独具魅力的侨乡文化，也彰

显了城市历史的内涵和文化底蕴，需要我们

持续的关注保护、发扬传承。

此次图片展由华侨与民主革命、华侨与

城市建设、华侨与兴办实业、华侨与文教公

益事业四个部分组成，浓缩展示鼓浪屿百年

侨史。

本报讯 6 月 9 日是中菲友

谊日，今年是中菲建交四十五周

年。当晚，厦门爱乐乐团带来一场

重磅演出———“庆祝中菲建交四

十五周年音乐会”。这场由中国驻

菲律宾大使馆、菲律宾外交部主

办，厦门市文化和旅游局、菲华各

界联合会、菲律宾文化中心协办

的音乐会，在 19 点 45 分准时与

两国人民线上相约。乐团倾情演

绎两国经典曲目，用音乐架起中

菲文化交流与合作的桥梁。本场

音乐会也得到厦门市委市政府的

高度重视和支持。

整场音乐会以共叙友情为主

题，选取中菲两国具有广泛影响

力的音乐作品，在线实现两国音

乐文化的“同台”共振。演出由中

国指挥家傅人长执棒，先后奏响

中国经典曲目改编的《我和我的

祖国》《小河淌水》《茉莉花》，菲律

宾民歌改编的《菲律宾交响民歌》

以及世界经典名曲、贝多芬代表

作《第七交响曲》。

创办于 1998 年的厦门爱乐

乐团，被誉为厦门的“烫金城市名

片”，也是中国知名的城市交响乐

团。据悉，厦门爱乐乐团原本计划

在今年 6月访问菲律宾并举办专

题音乐会，但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此次音乐会改为线上举办。

当日 19 点 45 分，中菲两国

人民通过厦门卫视搭建的主平台

及其旗下新媒体频道，隔空隔海

聆听美妙的音乐作品，中国驻菲

律宾大使馆、中国文化网、文旅中

国、央视频、菲律宾文化艺术委员

会、菲律宾文化中心、菲中电视

台、菲龙网等所属新媒体平台也

同步播出。 （郭睿）

本报讯 今年 6月 8 日是第十二个“世界海洋

日”和第十三个“全国海洋宣传日”。上午，一堂特

别的地理课在集美中学高中“嘉庚班”进行。

正在随“嘉庚”号在南海进行科考的集美中学

老师陈庆军，在科考团的协助下，开启了海洋大讲

堂网络直播课。聚焦高中地理与海洋地质、地球

物理，陈庆军与学生互动，解答了他们提出的多个

问题。

据介绍，本次课堂由厦门大学科考船运行管

理中心、集美中学、厦门市青少年成长教育协会共

同发起创意并承办，是“嘉庚”号海洋大讲堂计划

的重要组成部分。计划着眼于中国基础教育阶段

的海洋教育，旨在改变传统教育理念，创新我国基

础教育授课模式，同时做好海洋科学知识普及。

按照计划，每年在“嘉庚”号的科考航次中，安排

1—2 次机会，邀请厦门乃至全国的基础教育名

师，全程参加科学考察。

据主办方介绍，2020 年是嘉庚先生创办航海

教育 100 周年，2021 年将迎来厦大百年校庆。

6 月 1 日，在厦门远海通达码头，全球顶尖的

科考船“嘉庚”号 KK2002 航次从厦门再次起航，

探索南海深处的奥秘。 （付敏）

弘扬嘉庚精神，奋进一流征程

福州市侨联

赴罗源调研侨企复工复产

鼓浪屿华侨历史

图片展巡展开展

致公党厦门市委志愿者服务队慰问环卫工人

爱心华人从中帮忙

“嘉庚”号海洋大讲堂

网络直播课举行
庆祝中菲建交四十五周年

音乐会奏响
由厦门爱乐乐团倾情演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