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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加那利群岛华人

向当地受灾民众捐款
据了解，目前大约有 1.5 万名

华人居住在西班牙的加那利群岛，

他们在当地定居并且经营着自己

的生意。在拉帕尔马岛火山喷发

后，加那利侨界联盟开展了筹款募

捐的活动，目前已经向受灾地区的

民众捐赠了 4万多欧元。

据西班牙电视 3 台报道，当地

时间 10 月 14 日，有 19 名华人前

往拉帕尔马岛帮助受到火山喷发

影响的人们。据了解，他们是加那

利群岛 7 个岛屿侨界联盟的成员，

其中许多人是华商，经营着自己的

百元店、食品店、餐馆或酒吧等。

接受采访的华人表示，他们在

加那利群岛生活，他们会全心全意

为受灾难影响的人们提供支持。

（据中国侨网报道）

菲律宾福建总商会在

马尼拉举行捐赠活动
当地时间 10 月 16 日，菲律宾

福建总商会（下简称“商会”）在马

尼拉该会大厦前举行捐赠活动。

据了解，自新冠肺炎疫情蔓

延以来，商会多次组织公益活动，

集资募捐并购买生活防疫物资，

捐助给当地政府部门及描笼涯居

委会。

马尼拉副市长霍尼·拉库纳

（Vice Mayor Honey Lacuna）在捐赠

活动现场表示，大家在新冠肺炎疫

情时期要注意安全，同心合力来对

抗疫情。同时，她也代表当地市政

府感谢商会同仁们的善举。

马尼拉巿第三区众议员马文·

尤尔·伺服·涅托（CongressmanMarvin

YulServoNieto）表示，大家一起积极

面对疫情，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

下，疫情的阴霾会早日褪去。

（据东南网报道）

重阳节关爱老华侨华人

活动在莫斯科举行
10 月 14 日是中国的传统节日

重阳节。当天，由莫斯科华侨华人

联合会组织的重阳节关爱老华侨

华人活动在莫斯科举行。

活动期间，部分在俄华侨华人

以及华星艺术团等为出席活动的

老华侨华人表演了歌舞、太极以及

诗歌朗诵等精彩节目。莫斯科华侨

华人联合会代理会长王传宝向所

有与会老华侨华人赠送了节日慰

问品。

中国驻俄使馆领侨处主任刘

明彻通过视频表示，重阳节是尊老

爱老的节日，莫斯科华侨华人联合

会每年都会邀请部分资深侨胞举

行庆祝活动。老华侨华人在创建、

壮大华侨华人社团过程中起到了

重要作用，是旅俄华人社会宝贵财

富。

王传宝说，老一代华侨华人的

大半生伴随着中俄关系的风风雨

雨，但他们始终秉持着推动中俄友

好，促进两国各领域交流的信念。

新一辈华侨华人将以他们为榜样，

继续为推动中俄友好事业贡献力

量。

莫斯科华侨华人联合会于

1994 年成立，是俄罗斯成立较早的

华人社团之一。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

当地时间 10 月 1 日，由美

国福建同乡会、美国长乐公会、

美国福建八闽联合总会、美国长

乐南乡联合总会、美国福建马尾

海外联合总会、美国闽侯工商总

会等共同主办的庆祝新中国成

立 72 周年华诞活动在纽约曼哈

顿华埠举行。此次活动近五十个

闽籍侨团参与。

美国纽约市第一选区市议

员候选人马泰、社区侨领、各

界嘉宾及乡亲逾百人欢聚一

堂，载歌载舞，共庆中国国庆

节。

马泰表示，今天大家都是

“中国人”。纽约是一个多民族融

合的城市，大家应共同努力，建

设属于和谐的家园，让生活多姿

多彩，让世界充满美好。

美国福建同乡会负责人郑

思祺 ，美国长乐公会主席卢建

顺，美国福建八闽联合总会主

席林强，美国长乐南乡联合总

会主席刘爱华、总顾问高秋

华，美国福建马尾海外联合总

会主席田锦志，美国闽候工商

总会议长池洪贵等在致辞中表

示，闽籍乡亲举办庆祝中国国

庆活动，非常有意义。新中国

成立 72 年来，亿万中国人民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披荆斩

棘、砥砺前行、自强不息、努力

奋斗，铸就了举世瞩目的伟大

成就，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

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作

为生活在海外的炎黄子孙，大

家感到高兴和骄傲。“祝愿伟

大祖国母亲生日快乐！国家富

强、人民安康！”

（据东南网报道）

“孙中山曾四次访问纽约传

播革命思想，获得侨胞先贤的大

力支持和慷慨助饷。如今，我们

踏寻着孙中山在纽约华埠的革

命足迹，铭记历史，用心感受‘华

侨是革命之母’的真谛。”美东华

人社团联合总会主席梁冠军在

接受记者专访时如是表示。

今年是辛亥革命 110 周年，

也时逢孙中山诞辰 155 周年。在

地球的另一端，美东华人社团联

合总会通过云视频展览的方式，

举办了纪念辛亥革命 110 周年

暨孙中山先生在纽约华埠革命

历程图片展，以百幅史料照片从

“孙中山的光辉一生”“纪念辛亥

革命”“革命先烈和爱国华侨”三

部分重温那段峥嵘岁月。

作为活动组织者，梁冠军积

极发动总会属下的 221 个社团，

全方位收集和整理孙中山访问

美国纽约的相关历史影像和新

闻资料，筹备达半年之久。“以史

为镜，我们力求还原孙中山凝聚

海外华人力量这段历史的每一

个重要时刻，弘扬孙中山等革命

先驱前赴后继投身革命，始终致

力于‘振兴中华’的精神。”

“1896 年 9 月，孙中山第一

次到访纽约，就住在曼哈顿华埠

勿街(Mott St)1 号的赖神书馆。”

梁冠军说，这张建筑图片给他留

下深刻印象，“由于那里地狭人

多，睡床不够分配，孙中山只能

打地铺，席地而睡。在这样艰难

的环境下，他处之泰然，开启了

宣扬革命的岁月。而后，孙中山

在勿街 7-9 号成立了纽约兴中

会，那里也成为今天美东华人社

团联合总会的会址。”

梁冠军表示，回眸百余年辛

亥奋斗史，在孙中山的带领下，

海外侨胞先贤毁家纾难，涌现出

的爱国之举不胜枚举。“今天我

们纪念辛亥革命，就是为了继承

孙中山先生的遗志。海外侨胞始

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坚定拥

护者和支持者，如今我们更要勇

担时代使命，携手助力祖(籍)国

早日完成统一大业，为实现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断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据中国侨网报道）

在中比迎来建交 50 周年之

际，旅比华侨华人 10 月 9 日在

线下相聚，以一台载歌载舞、中

西合璧的文艺晚会祝福中比“友

谊地久天长”。晚会在邻近布鲁

塞尔的比利时鲁汶市举办，70

多名演员参与其中，带来了 14

个精心准备的节目；基于防疫要

求，现场观众约 300 人，同时进

行了网络直播。

晚会形式多样———在一个

半小时的时间里，舞蹈表演、诗

朗诵、京剧清唱、钢琴独奏、器乐

合奏、女声独唱、合唱等轮番登

场；节目中西合璧———既能听到

广东名曲《彩云追月》和云南民

歌《小河淌水》，又能在莫扎特的

嬉游曲和法语艺术歌曲中徜徉。

其间中比音乐家、旅比华侨

华人业余文艺团体乃至年轻的

“华二代”联袂献艺。值得一提的

是，身为中比混血的比利时青年

钢琴家阿内斯·卡西尔斯利用休

假时间专程参演，献上钢琴独奏

《匈牙利狂想曲》，令现场气氛达

到高潮。

演出最后，中比嘉宾和全体

演职人员一起登台，高唱苏格兰

经典民歌《友谊地久天长》，祝福

中比“友谊地久天长”；组委会代

表、旅比华人专业人士协会主席

徐志安说，这台晚会是去年发生

新冠肺炎疫情后旅比华侨华人

首次在线下举办大型庆祝活动，

具有特别意义；大家相聚在此，

是为了纪念中比建交 50 年来饱

含丰收的旅程，也是为了共同积

蓄促进中比友好的磅礴力量。

中国驻比利时大使曹忠明

向晚会发来视频贺辞。他表示，

10 月 25 日就将迎来中比建交

50 周年，这是中比关系的重要时

刻，值得两国人民庆祝。事实证

明，尽管中比国情、社会制度、文

化传统不同，但只要双方真诚相

待，就一定能架起友谊桥梁，通过

互利共赢的合作，造福两国和两

国人民。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

加拿大卑诗省利顿村

(Lytton) 在今年 6 月底被山

火焚毁，村内著名的华人历

史博物馆化为灰烬。苏格兰

裔馆主洛娜(Lorna Fandrich)

近日终于在当局的安排下，

重返灾后现场视察，她形容

整个村镇已变成废墟，华人

博物馆内约 1600 件文物，

大多数已被烧毁，博物馆日

后重建和文物修复存在巨

大挑战。村镇在短期内亦难

以重建，不少当地居民仍居

住在酒店，并失去当地的固

定工作，他们对于未来感到

非常迷茫。

洛娜指出，目前不仅须

面对文物被烧毁带来的伤

痛，更要面对庞大的重建资

金，以及数年时间。她说：

“我希望博物馆能重建，但

重建过程保守估计也需两

年时间。由于重建时须先把

废墟清理干净，现时木材价

格飙升，费用变得不菲，报

价者称若重建博物馆，会比

数年前兴建的价格再贵 4

万加元。”

洛娜毕生致力于维护

当地华工移民文物，博物

馆内收藏的大多为 1858 至

1930 年间的华裔文物，华

人历史博物馆仅开业数

年，大大提升利顿村的知

名度，不少研究亚洲文化

的学生，以及不同族裔的

旅客每年都慕名而来，希

望在利顿村研究华裔移民

的历史，更有部分华裔访

客，专门从全国各地驾车

前往，寻找当年华人先侨

在利顿村的足迹。洛娜希

望昔日博物馆的原貌，能

一比一复制至新馆，她说：

“华人博物馆是利顿村的

地标之一，我希望政府能

关注博物馆重建计划，并

与居民和相关历史专家进

行沟通，给予我们帮助。”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

旅比华侨华人
举办线下晩会庆祝中比建交 50周年

加拿大利顿华人历史博物馆馆长：
重建预计需两年时间

由香港各界纪念辛亥革命

110 周年系列活动筹备委员会

主办、香港两岸和平发展联合

总会承办的纪念辛亥革命 110

周年座谈会，9 月 24 日下午在

香港中环中银大厦举行。香港

各界社团领袖、中央驻港机构

代表、专家学者、辛亥革命先

贤后裔等近百名人士参会。

香港两岸和平发展联合总

会会长林广兆致辞时表示，今

年是辛亥革命 110 周年，举办

座谈会就是要深切缅怀孙中

山先生等革命先驱的历史功

勋，学习领悟辛亥革命对推

动中国社会进步以及振兴中

华的重大意义，凝聚和激励

全球华夏子孙，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共

同奋斗。

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联络

办公室台湾事务部部长杨流

昌在致辞中回顾了香港与辛

亥革命的深厚历史渊源。他表

示，继承弘扬辛亥革命精神，

要高举爱国主义旗帜，把个人

与国家民族命运紧密相连；要

坚决贯彻“爱国者治港”，把香

港“一国两制”事业推向前进；

要为祖国统一民族复兴不懈努

力。香港在发展两岸关系中具

有特殊地位和作用，香港“一

国两制”的成功实践为推动两

岸和平统一率先垂范。要坚定

不移推进、丰富“一国两制”，

为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促

进祖国和平统一作出更大贡

献。

此次座谈会亦得到孙中山

文教福利基金会支持协办。据

介绍，香港各界纪念辛亥革命

110 周年系列活动筹备委员会

由香港侨界社团联会、中国和

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以及香

港 80 多家机构、多位知名人士

共同发起成立，自今年 6 月起

已开始筹备系列纪念活动。

（陈然 陈文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