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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逢辛亥革命 110 周

年，世界多地侨胞举行相关

纪念活动，追忆先辈革命历

程，感受先驱革命豪情。

近日，全澳中国和平统

一促进同盟、澳大利亚澳中

人民友好交流协会、悉尼中

国和平统一促进会联合举

办“纪念辛亥革命 110 周

年”线上纪念活动。50余位

侨界人士先后就辛亥革命

之精神与启示发言。

全澳中国和平统一促

进同盟主席钱启国表示，

华侨华人应以爱国爱乡为

根，弘扬革命精神为本，促

进祖(籍)国统一为重，维护

两国和平为要。

驻美中华总会馆、旧

金山湾区中国统一促进会

于近日联合举办纪念辛亥

革命 110 周年座谈会。黄

兴曾孙女黄昀、陈铭枢孙

女陈小涟等多位革命先驱

后人出席活动并发言。

中华总会馆总董朱汝

湛表示，辛亥革命对所有华

人意义重大，要传承其精

神，为中国领土完整、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继续努力。旧

金山统促会会长关家澄表

示，海外华侨华人与祖(籍)

国命运相连、荣辱与共，将

一如既往支持祖(籍)国发展

建设，继续为实现祖(籍)国

完全统一而奋斗。

“孙中山辛亥革命 110

周年纪念典礼”日前在美

国洛杉矶南帕沙迪纳市安

利安他教堂举行。纪念活

动由美国南加州广府人联

谊会发起。

1910 年，孙中山赴美

暂住时任南帕沙迪纳市市

长府邸(今安利安他教堂)，

策划推翻满清政府的“红

龙计划”，并亲手栽种两棵

树。南加州广府人联谊会

创会会长陈灿培表示，中

华民族正如这两棵百年大

树，欣欣向荣，一心向上。

在巴西，纪念辛亥革

命 110 周年座谈会上，巴

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总会

会长李锦辉呼吁海内外中

华儿女发扬辛亥革命的伟

大精神，共促祖(籍)国统一

大业，共襄民族复兴伟业。

在加拿大，纪念辛亥

革命 110 周年图片展呈现

了辛亥革命相关历史照

片、纪念视频资料，与会者

回顾历史，表达了对中国

和平统一的期盼。

在意大利，各侨社代

表通过线上视频座谈纪念

辛亥革命 110 周年。意大

利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

长郑贤杰表示将不忘初

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作出贡献。

（中国新闻社）

写有中国人名字的华

人淘金时期水费缴费收

条、华人淘出的小金块、中

央太平洋铁路华工营图

片、1890 年关于“铁路时

代”的 Harper 周报、“飞虎

队”纪念品……

当地时间 10 月 8 日，

美国著名侨领陈灿培夫妇

向美国华人华侨博物馆捐

赠 202 件历史文物。这些

文物“以小见大”，记录了

华工淘金、铸造铁路等早

期华人移民、中美关系的

主要事件。

美国华人华侨总会主

席林建新表示，美国华人

移民在历史上遭受过苦难

和不平等待遇，也对美国

社会做出了重要贡献，华

人应该有记录移民历史的

博物馆。此次陈灿培夫妇

捐赠的历史文物将在博物

馆得到妥善的保管，并向

社会全面展示。

虽然此次捐赠文物数

量众多，但仅是陈灿培向

海内外博物馆捐赠文物资

料的一小部分。

陈灿培祖籍广东番

禺，出生于澳门，在美国求

学并定居，长期服务于美

国洛杉矶侨社，多年来为

加强中美两地的文化交流

做了大量工作。

作为一位有名的文物

收藏家，他十分热衷中国

历史文化，并多次牵头向

海内外博物馆、图书馆捐

赠数量庞大的华侨文物史

料，曾因热衷于收藏二战

时期美国飞虎队的相关文

物而被称为“虎痴”。

有媒体统计，截至目前，

陈灿培及夫人向海内外博物

馆、图书馆捐赠的历史资料、

文物已有万余件！

除捐赠文物外，陈灿

培还搜集曾在美国联邦、

州政府及地方政府任职的

华裔民选官员的相关资

料，编写成《全美华裔民选

官员名录》出版。

（中国新闻网、美华博物馆）

对于许多留学生来说，疫情期间，身在异国他乡，难

免觉得孤独寂寞，很多人选择饲养宠物，为沉闷的生活

增添快乐。

然而，在饲养宠物之前，您是否了解当地的相关法

律？当假期、毕业、归国等一系列问题到来时，您是否做

好了充分的准备？

是陪伴也是责任
对于初到异乡，尚未获得固定工作和稳定居所的留

学生而言，做出饲养宠物的决定前需要慎重考虑。

首先要考虑的是经济能力。据统计，在美国养一只

狗，一年需要花 800 至 4000 美元，包括狗的登记费、体

检费、医疗保险，食物和其它用品费用。

宠物饲养在英国成本同样不低：有调查显示，英国

约有 62%的宠物犬主人和 88%的宠物猫主人表示他们

低估了饲养成本。

学习阶段结束后，留学生们可能面临回国或是改变

工作学习地点的情况，很多宠物因此遭遇代养、转让甚

至弃养。

事实上，与原主人长时间分离，或者一直转手，都会

影响宠物的心理生理健康。

尽管很多国家有一些动物保护组织可以收留因留

学生回国而遗弃的宠物猫狗并寻求民众收养，但这种收

留是有期限的，一旦过了期限，宠物就会被安乐死。

也有网友更倾向养植物，把它当成不会动的小

宠物。

给猫“去爪”涉嫌违法
作为一名合格的主人，需要以正确的方式对待自己

的宠物，否则可能涉嫌违法。

在美国俄亥俄州牛津市，留学生李某在暑假期间把

宠物狗交给别人照顾，假期结束返回后，却因对方未及

时给狗喂食被举报。

当地动物保护官员与李某进行了沟通，帮助其建立

适当的看护习惯及喂养方案，但动物保护官员再次去检

查时，发现宠物狗依然没有得到好的照料，李某最终因

犯二级轻罪被捕。

“居家令”下不方便经常出门，许多人就选择了不用

“遛”的猫。为了防止猫抓坏家里的沙发、地板，有人会给

猫做“去爪”手术，但在美国纽约州，这属于违法行为。

避免给公共环境和他人生活造成不良影响，是饲养

宠物的重要前提。很多国家对此制定了严格的法律规

范。

在泰国，宠物主人须配合地方政府，为宠物登记注

册，不得放任宠物对他人造成困扰或在公共场所破坏环

境。此外，主人不得虐待或随意遗弃宠物，否则可能面临

最高 2.5 万泰铢的罚款。

德国对于犬类规定更为细致。在柏林，攻击性强、有

伤害人类或其他动物记录的危险犬须时刻佩戴嘴罩，犬

只主人也要通过测试，证明自己对宠物有足够的专业知

识与控制能力。

在日本，除导盲犬等工作犬种外，一般宠物犬不允

许进入地铁车站、商场、超市等公共场所。日本的租赁房

屋也对是否允许养宠有明确规定。即使在允许养宠的公

寓，也须避免打扰邻居生活。

携带宠物出入境手续复杂成本高
出国留学前，很多人难舍家中的宠物，想带着它们

和自己作伴，开启在异国他乡的生活。

但由于宠物属于活动物，动物检疫要求相对严格，

携带宠物出境前，须向中国海关申报检疫。海关接受申

报后，将预约进行宠物临床检疫检查，根据现场检疫查

验等情况决定是否签发《动物卫生证书》。

多数国家或地区也针对入境地点和宠物品种制订

了具体检疫要求。

疫情期间留学生回国，航班少机票贵。若想带上自

己的宠物回国，更是难上加难。宠物在旅途中可能面临

的折腾，也让主人担心不已。

饲养一只和自己相依为命的宠物，不仅意味着陪伴，

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愿每一个小生命都被温柔以待。

（中国新闻网、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美国《世

界日报》等）

留学期间养宠物
这些问题你考虑过吗？□刘曦涵

阴 门睿

阴 李明阳

●2011 年

向太平洋航空博物馆

捐赠“飞虎队”文物百余

件，包括一份蒋介石 1941

年签署的委任陈纳德组织

成立美国志愿团来华参战

的委任状复制品。

向广州孙中山大元帅府

纪念馆捐赠100多件（套）见

证孙中山革命史迹、纪念孙

中山的文物资料，包括文献、

书籍、债券、铜元及各国纪念

孙中山的邮票等。

●2012 年

将一批日本侵华原始照

片等史料捐赠给国家图书

馆，所捐文物中，照片共计7

册 1679 张，展现了日军枪

杀、刀砍、刺死华人的血腥场

面，其中绝大多数照片是从

未公开过的珍贵影像。

●2013 年

向重庆抗战遗址博物

馆、市文化局博物馆捐献

军号、日军军官指挥刀、当

时报刊杂志以及作战地图

等 408 件文物。

向广州市侨办捐赠一

批从美国带回来的珍贵华

侨历史文物资料。

再次向国家图书馆捐献

珍贵文献达425册（件）。

●2014 年

向南京抗日航空烈士

纪念馆捐赠 15 套 100 余

件“飞虎队”相关文物资

料，包括飞行员的十字奖

章、皮质血幅、丝绸地图、

机员胸章和身份证件等。

再次向重庆抗战遗址

博物馆捐赠 469 件抗战时

期珍贵历史文物。

联合美国华侨吴坚伟

等在广州捐赠 140 多件抗

战文物。

在首个国家公祭日前

夕，同美籍华人鲁照宁一道，

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

同胞纪念馆捐赠了从世界各

地搜集的抗战文物近百件。

其中陈灿培捐赠的1938年5

月16日美国发行的《生活》

杂志上刊载了日军在南京制

造大屠杀惨案的图文。

●2015 年

向中山陵中山书院捐

赠抗战相关文物史料 440

件(套)，涉及二战美国航空

队、陈纳德与“飞虎队”、驼

峰航线等。

向广州华侨博物馆捐

赠 409 件(套)华侨史料。

向成都市捐赠 358 件

(套)二战实物。

●2016年

向云南腾冲滇西抗战

文化博物馆捐赠 610 件

“飞虎队”文物。

再次向中国飞虎队纪

念馆捐赠 25 件“二战”文

物，包括“飞虎队”员使用

的“中国 1945”丝巾、芷江

受降原始黑白照片等。

●2017年

再次向国家图书馆捐

赠 50 余份二战时期地图。

再次向广州华侨博物

馆捐赠近百件华侨革命和

抗战题材的藏品。

再次向南京捐赠二战

期间“飞虎队”珍贵史料。

向云南省昆明市博物

馆捐赠十余件二战期间

“飞虎队”珍贵史料。

●2018 年

向江门五邑华侨华人

博物馆捐赠了 17 件套华

侨历史文物。

●2019 年

向东北航空历史纪念

馆捐赠了 211 件二战时期

文物及资料。

将 20 多本书籍、著作

捐献给加州大学洛杉矶分

校东亚图书馆，包括明太

祖朱元璋的家谱、张氏帅

府志、孝经等。

通过美国华人专家

协会会长王西蒙向中国

徐州“飞虎队纪念馆”捐

赠 116 件二战文物，包

括参与“东京大轰炸”的

美国杜立特（Doolittle）将

军的讲话录音和飞机零

件等。

●2020 年

向衢州博物馆捐赠

116 件杜立特行动及“飞

虎队”史料，包括杜立特

突袭的 B-25 同型战机

零件、杜立特突袭者亲

笔签名等。

陈灿培夫妇此次捐赠的历史文物

陈灿培在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向云南省昆明市捐赠

“飞虎队”文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