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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南海岸广场庆中秋

驻洛杉矶总领馆人员送祝福
美国橙县柯斯塔梅沙市南海岸广场

(South Coast Plaza)9 月 16 日晚举办盛大秋收

节庆和中秋晚会，邀请亚裔各族共庆中秋佳

节。这是南海岸广场继去年因疫情被迫中断

一年后，重新举办传统亚裔中秋节庆，温馨

又热闹。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张平与夫人陈蔚、

文化参赞王太钰、文化领事王瑾等参加当晚

庆会，并向亚裔各族送上中秋祝福。由中国

文化和旅游部及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联

合举办的中国秀美山水图片展，也将在 9 月

21 日中秋节当天在南海岸广场二楼的

Nordstrom 翼大厅展出。

为庆祝中秋节，南海岸广场早早就张灯

结彩，花园桥和花园露台全部用大红灯笼和

彩色灯笼装扮，五彩缤纷，喜气洋洋。华灯初

上，人群攒动。

南海岸广场今年中秋庆会从 9 月 11 日

至 21 日前后十天，庆祝包括华人的中秋节，

及韩裔和越裔的丰收节 (韩国 Cheosuk 和越

南 Tet Trung Thu，也称中秋节)，期间各种亚

洲文化活动轮番上演，精彩纷呈，来自不同

族裔的民众分享丰收与团聚的喜悦，表达感

恩，祈祷好运，庆会在 9 月 21 日中秋节当天

达到高峰。

9 月 17 日至 19 日，商家在南海岸广场

举办月饼品尝和销售会，包括永合丰、奇华

以及韩裔和越裔社区的商家带来的和美国

本地生产的月饼和美食，大家共庆佳节。

（据中国侨网报道）

印尼孔子学院师生
线上庆中秋

9 月 18 日下午，印尼阿拉扎大学孔子学

院举办“浓情中秋 与月共舞”线上庆中秋活

动，来自该院各教学点近 200 名师生参加活

动。

阿拉扎大学孔子学院副理事长穆尼用

汉语进行了开场秀，表达了文化交流对于印

尼与中国之间交流的重要性。

中方院长肖祥忠介绍说，该孔子学院除

了在印尼大雅加达地区汉语教学方面提供

支持和帮助外，每逢像中秋节这样的中国传

统节日，都会举行庆祝活动，帮助印尼年轻

一代更好了解中国文化，增强他们与中国进

行人文交流和经贸往来等方面的竞争优势，

也为中印尼两国文化交流尽自己的努力。

三位孔子学院年轻教师以文字、图画和

音视频完美组合方式，分别就“中秋节习

俗”、“中秋节起源”和“中秋节典故”三个主

题与参与者展开互动交流，让参与者在其乐

融融的气氛中体验中秋文化的独特魅力。在

中国传统诗词曲目《明月几时有》美妙旋律

中，孔子学院老师介绍了中国人过中秋吃月

饼、喝桂花酒、放孔明灯等节日习俗，共悟

“花好月圆人团圆”的美好寓意；讲述了“祭

月”“后羿射日”“嫦娥奔月”等神话故事。

本次活动定位“学游结合”，将语言学

习、文化介绍和激励游戏相结合，让参与者

在愉悦中体验、在体验中快乐学习。印尼学

生纷纷表示，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

精深。

阿拉扎大学中文系学生王笑梅说，活动

激起了自己对中秋节和中国文化的浓厚兴

趣。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

阿根廷中国城焕然一新迎中秋 装饰充满中国节庆元素
中秋佳节是中国人注重的传

统节日之一。团圆是中秋节的主

旨。在阿根廷，每年的中秋节都被

旅阿华侨华人深深思乡浓情所包

围。难以在中秋之夜，举家团圆的

旅阿华人，在万里之外的异国他

乡与祖(籍)国亲人共赏秋思月，

共度秋思夜。

布市亚洲战略事务协调部

部长袁建平说道，九月正值南半

球的春天。春暖花开赏月是阿根

廷华人中秋节的最大特色。在中

秋佳节，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

利斯的中国城被中国城管委会

装扮一新，红灯笼、对联这些中

国元素让阿根廷充满了中国节

庆味。

阿中投资贸易促进会主席何

文强指出，近几年随着中阿两国

贸易的密切，中资公司和华侨华

人在当地社会的影响力扩大。越

来越多的阿根廷人知道什么时候

中国人过什么节，什么时候“中国

城”会有应节促销和节日庆典。现

在逛“中国城”的外国人数量猛

增。尽管今年月饼价格不菲，但还

是有许多阿根廷人愿意在春天品

尝旅阿华人为过中秋节制作的应

节甜点。

据中国城管委会主任王庆苍

介绍，阿根廷中国城诞生于 20 世

纪 80 年代。如今，中国城商业和

美食活动，以及每年的中秋节和

一年一度的中国新年庆祝活动在

阿根廷乃至拉美地区越来越有知

名度。当地除集中了大量的中餐

馆、超市等商家外，还有中文学校

等富有中华文化特色的文化机

构。

（据中国侨网报道）

当地时间 9 月 19 日，米

兰市政府在郊外诺维格罗

(novigro) 展览馆举行了抗击

疫情爱心人士表彰大会，并向

自 2020 年 2 月暴发新冠病毒

疫情后，为抗击疫情作出突出

贡献的所有爱心人士表示感

谢。米兰市市长萨拉(Beppe

Sala)出席大会发表讲话，向爱

心人士颁奖公开致谢。

据报道，抗击疫情爱心人

士表彰大会给予米兰各级民

防机构、企业、义工和社会团

体在疫情期间做出杰出贡献

的单位和个人，致以最诚挚的

感谢和最崇高的敬意。表彰大

会上，米兰市政府还特别感谢

了米兰华社在疫情期间的慷

慨解囊，积极帮助米兰医疗系

统筹措抗疫物资。多位华侨华

人和侨团获得了萨拉市长表

彰。

米兰市市长萨拉在表彰

大会上，除了感谢各地民防部

门和志愿者在 2020 年 2 月末

开始的疫情期间所作出贡献

外，还特别感谢居住在米兰的

华侨华人、华人社团和企业对

米兰防疫工作的突出贡献。

意大利 2000 多名民防部

门负责人、志愿者、社会各界

人士和 25 位华侨华人代表应

邀出席了表彰大会，米兰华侨

华人工商会会长周立新代表

米兰华社上台接受颁奖。周立

新会长表示，这不仅是米兰侨

界的骄傲，也是米兰领区 20

万中国华侨华人的骄傲。

意大利新冠疫情爆发至

今，已经历了 19 个月的漫长

时光。一年多来，米兰华社齐

心协力，共克时艰，抗击疫情，

成绩斐然，颇受各界赞誉。

2020 年 3 月意大利北部

疫情爆发初期，米兰侨界千

方百计筹措抗疫物资，其中

包括口罩、手套、防护服、消

毒液等，积极支援米兰萨科

等多所医院，以及向米兰市

政府、警察局、红十字会等部

门捐赠抗疫物资。据不完全

统计，至今共向米兰市相关

单位及周边城市政府等部

门，捐赠一次性医用口罩

650 万个，手套 3 万双，防护

服 5 千套，消毒液 2 吨，为当

地抗击疫情作出了重大贡

献。对此，米兰市市长萨拉给

予了高度赞誉和表彰。

（据中国侨网报道）

当地时间 9 月 20 日晚，

奥地利华人总会换届庆典暨

答谢宴会在维也纳 Jasmin 饭

店举行。中国驻奥地利大使李

晓驷、大使馆参赞余锋、奥地

利国民议会会长 Doris Bures

女士、维也纳新城前市长

Bernhard Müller、维也纳联邦

警察局局长 Gerhard Pürstl

等应邀出席了庆典，以及奥地

利各兄弟侨团负责人和侨界

知名人士，媒体代表、协会成

员及家属近二百人应邀出席

了庆典活动，祝贺胡永赛当选

新一届会长。

会上，奥地利华人总会的

新老会长胡永赛和陈少雄交

接了奥华总会的印章。胡永赛

在发言中赞誉在过去的三年

中陈少雄会长为奥地利侨界

无私奉献，任劳任怨，凭借个

人魅力、非凡的工作能力，良

好的侨社关系带领大家同心

协力，为奥华总会开创了一个

新局面。作为奥地利华人总会

新一届会长，将继承和发扬海

外华侨华人的的优良传统，本

着“构建和谐侨社，促进共同

发展”的理念与各兄弟侨团和

睦相处。通过自身建设和发展

来提高华人地位，为中奥友谊

做出贡献。

最后，中国驻奥地利大使

李晓驷在庆典大会上发表讲

话。李晓驷对奥华总会举行换

届大会表示祝贺，他说，奥华

总会是旅奥侨胞历史较长、规

模较大、影响较广的侨社，长

期以来在历届会长及领导成

员的带领下，坚持爱国爱乡、

团结侨胞、服务侨胞、扶困济

难、热心公益，致力于中奥友

好，为两国经济社会发展，双

边各个领域合作，侨胞侨社事

业进步，传承中华优秀文化作

出了重要贡献，并对大家表示

衷心感谢。

（据中国侨网报道）

加拿大各地华人社团呼吁
华人选民积极参与大选投票

加拿大联邦大选于 9

月 20 日迎来投票日。自

进入竞选期以来，加拿大

各地多个华人社团和组

织以不同方式呼吁华人

选民积极履行公民义务、

行使政治权利，参与投

票。

在多伦多，加拿大华

人同乡会联合总会表示，

选票是加拿大华人先辈

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不

仅代表加拿大华人的尊

严，也是华人平等权利和

参政权利的具体体现。只

有提高华人群体投票率，

才能引起各党派对华人

社区的重视，倾听华人社

区声音，使加拿大华人整

体政治地位得以提升。

加拿大中国专业人

士协会表示，2016 年人口

普查数据显示，华裔加拿

大人口有近 177 万人，占

加拿大总人口的 5.1%。华

人现在是第一大少数族

裔，但影响力仍远远不

够，需要通过政治参与来

改变这种现状；而政治参

与最简单的就是在选举

中投票。“如果我们不理

会政治，执政者就永远不

会听到我们的声音，我们

的社区也不会被重视。”

多伦多华人团体联

合总会呼吁华人珍惜自

己的权利，积极参加投

票，提高华人投票率，以

提升加拿大华人的整体

政治地位。多伦多各华文

媒体与华人社团携手，组

织不同场次的跨党派参

选人见面会或网络研讨

会等，促进华人社区了解

各党政纲、表达华人关

切，并推动思考族群社会

地位提升问题。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

新加坡华社自助理事会
将增加个案管理援助对象
新冠疫情期间求助者增

加，新加坡华社自助理事会

(华助会) 以个案管理方式提

供援助的对象从疫情前的每

年 700 户家庭增加至去年的

900 户，今年预计会进一步增

至 1000 多户。

当地时间 9 月 19 日，新

加坡华助会在大巴窑公园举

办了“幸福一家植树乐”活

动。活动由华助会与新加坡

国家公园局合办，除了让受

惠于华助会援助计划的家庭

增进家庭凝聚力，也让他们

有机会为公园局的“百万树

木运动“献出一份力。

因为疫情缘故，植树活

动分三天展开。三天活动预

计会有 45 户家庭参与，在大

巴窑、马西岭和乌鲁班丹公

园种下约 120 棵树。

新加坡交通部高级政务

部长、华助会董事会成员徐

芳达 9 月 19 日参与了植树

活动。徐芳达接受媒体访问

时说，华助会为弱势家庭提

供的帮助如同照顾树木，需

要长时间以不同的方式协助

他们克服种种挑战与困难，

慢慢改善他们的生活。

为了提供更针对性的援

助，华助会以个案管理的方

式，根据不同家庭的需要量

身定制他们的援助配套。徐

芳达表示：“这包括孩子上学

的费用，疫情期间一些家长

的工作也受影响，我们就与

全国职工总会就业与培训中

心合作提供培训，让他们在

换工作时能更加顺利。”

徐芳达也说，疫情期间求

助者增加，今年接受个案管理

援助的对象预计会增加至

1000多户家庭。“能不能帮助

更多家庭，也要看我们有没有

足够的资源，如果有的话我们

当然很乐意扩大对弱势群体

的帮助。”（据中国侨网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