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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据厦门日报报道近日，

福建省人民政府网站发布最新批复，

原则同意厦门市上报的《厦门市集美

学村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

批复明确了集美学村历史文

化街区的保护范围，即：东至浔江

路—鳌园，西至龙船路西段—鳌园

路西段—银江路，南至南堤公园海

岸线—鳌园，北至集源路—石鼓

路—塘埔路，总面积为 138.1公顷。

其中核心保护范围面积 73.6公顷，

建设控制地带面积64.5公顷。

批复要求，集美学村历史文

化街区要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

位，加强整体保护，延续闽南侨乡

的空间格局和建筑风格特征。核

心保护范围内要注重风貌整体性

的保持和延续，整治与历史风貌

不协调的建(构)筑物，改善提升周

边环境。建设控制地带内要保护

传统景观视廊，延续山海城相融

的历史环境特色。

根据批复，在依法保护文化

遗存和历史风貌的前提下，集美

学村要保持和延续教育主导功

能，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加强街区

人居环境整治，提升文化体验、旅

游服务和特色展示功能，打造有

故事的街区，促进学区、社区、景

区有机融合持续发展。 （应洁）

本报讯 10 月 20 日，

“美美与共———新马土生华

人历史文化展”在华侨博物

院开展，共展出文物 184 件

（套），让市民领略新马土生

华人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

中国人“下南洋”历史

悠久，人数众多，一部东南

亚华侨史，就是华侨与侨居

地人民友好相处的历史。土

生华人文化是华侨与当地

民族文化以及西方文化相

互碰撞、对话与融合的结

果，是跨文化交流的产物，

和而不同，美美与共，极具

文化多元化的特征。

本次展览分为“海丝遗

珠”“多元交融”“俊彦辈出”三

部分，将持续展出至12月 20

日。

本报讯疫情防控期间，

厦门市海丝慈善会响应市

民政局的倡议，引导爱心企

业和社会各界人士践行“爱

心厦门”理念，参与疫情防控

工作，助力抗疫阻击战。

9 月 22 日第一批捐赠

的 KN95 口罩 10000 个、一

次性病毒采样管与咽拭子

25000 个、卫生湿巾 100 箱

2400 包，总价值 10.596 万

元的物资，由爱心企业德邦

物流车队运送到同安，市民

政局对接同安区第三医院

接收。9 月 28 日第二批由

海丝慈善会携手天之域电

子工业（厦门）有限公司捐

赠的 KN95 口罩 10000 个、

儿童口罩 5000 个，卫生湿

巾 100 箱，金龙鱼月牙米

6000 斤，金龙鱼食用油

2400 斤，总价值 15 万元的

爱心抗疫物资，由爱心车队

运往疫情最严重的封锁区

域同安新民镇梧侣社区。

海丝人不仅牵挂着同

安区疫情，也牵挂着其他区

疫情。9 月 17 日向翔安区

捐赠 KN95 口罩 10000 个，

由翔安区民政局对接翔安

区慈善总会接收。9 月 20

日向集美区后溪汀溪镇捐

赠 KN95 口罩 10800 个和

卫生湿巾 100 箱，由集美区

统战部对接集美区后溪汀

溪镇接收。9 月 24 日向湖

里区捐赠 100 桶次氯酸 84

消毒液，由湖里区委统战部

对接湖里区工信局、红十字

会接收。9 月 27 日向思明

区捐赠 200 桶次氯酸 84 消

毒液，由思明区委统战部对

接思明市政事业发展有限

公司（思明环卫）接收。

本报讯 疫情无情，侨界有

爱。本轮疫情中，厦门侨界群众

挺身而出，勠力同心，一齐战

“疫”。市侨联所属各归侨联谊会

和各直属团体会员单位纷纷在

第一时间积极响应号召。

不少本市归侨和侨二、三代

也积极出力，组建志愿团队参与

核酸检测服务，为一线抗疫人员

捐款捐物等，用实际行动展现热

爱厦门、乐于奉献的侨界担当。

市印尼归侨联谊会
市印尼归侨联谊会下属各联

络组、校友会、同学会立刻动员，

传承老侨优良品格。许多会员还

纷纷动员子女参加志愿服务。

在近一个月的战“疫”里，印

联会上下齐心，冲锋在前，协助核

酸检测、防控物质保障、社区值

守、心理辅导等志愿服务。他们用

实际行动，贴心为居民服务，展现

归侨及其子女强烈的家国情怀。

市缅甸归侨联谊会
鹭岛胞波，勠力抗疫。遍居全

市六个区的缅甸归侨侨眷，积极报

名参加社区党员先锋岗及义工服

务队，筑造疫情防控铜墙铁壁。

市马来西亚归侨联谊会
同心抗疫筑防线，马联侨友

有担当。他们主动加入志愿者队

伍，奔赴抗疫一线。有的侨友还下

沉到同安，负责部分小区巡逻、组

织核酸检测、抗疫宣传等工作。

厦门侨友艺术团
疫情居家期间，艺术团团员

各自认真练习，准备参加厦门市

第十一届老年文艺调演决赛的节

目。他们以饱满的激情继续书写

赞颂白衣战士和志愿者的诗歌，

至今团员已自创诗歌30余首。

泉州侨批馆开馆
本报讯 据福建日报报道 10 月 14 日，位于古城核

心区———中山路陈光纯故居的泉州侨批馆正式开馆

迎客，成为首个“福建侨批展示基地”。

据了解，泉州侨批馆开馆后，将通过图文并茂的

展板、多媒体放映、实物展陈等形式，展示泉州侨批历

史。展馆由一个序厅、四个主展厅和一个互动室组成，

共布置展板 105 块，展出侨批及相关照片图片 304

张，侨批实物 92 份，许多馆藏侨批实物为首次对外公

开展出。

当天还举行了首届“世界记忆遗产·侨批”主题文

学创作大赛颁奖仪式。大赛旨在“以侨架桥、以文聚

魂”，加强海内外文化交流，展现泉州作为福建省侨批

主要集中地的侨乡优势、文化优势，挖掘侨批所蕴含

的精神内核和文化内涵。 （蔡紫旻 郭喜忠）

福安市 22 个乡镇（街道）

实现侨联组织全覆盖
本报讯 近日，福安市召开全市基层商会工作推进

会暨乡镇（街道）侨联工作站授牌仪式，为 21 个乡镇

（街道）侨联工作站授牌。自 2020 年 12 月成立全市首

个乡镇侨联组织———晓阳镇侨联以来，实现了全市基

层侨联组织全覆盖。

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加强基层

商会、侨联组织建设工作的重要意义，增强做好基层

商会、侨务工作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把大统战工作格

局落到实处。要把准职责定位，强化团结引领，优化服

务水平，推动基层商会、侨联组织工作取得新成效。各

乡镇（街道）要加强和改进对商会、侨联工作的领导，

为基层商会、侨联工作站开展工作创造良好的条件。

市侨联、工商联要发挥职能作用，进行分类指导，推动

镇街商会、侨联工作站真正成为党的统战工作和基层

治理的重要力量。

本报讯 10 月 15 日，华

侨大学与泰国六校合作建

设华侨大学海外招生处并

举行签约仪式。根据协议，

华侨大学与泰国万里通语

言学校、达鲁纳职业学院、

呵叻国立男子中学、丽缇

雅婉纳莱二中学、航才中

学及国光慈善中学六所学

校分别合作共建华侨大学

海外招生处，并将在面向

泰国学生招生宣传、文化

教育交流等方面开展深入

合作。

华侨大学党委副书记

刘斌出席签约仪式并致辞。

他向泰方简要介绍了学校

的办学及与泰国教育界的

友好交流合作情况，期待藉

此海外招生处成立之机，与

泰方学校共同推动华文教

育在泰国的发展，争取更多

的泰国学子走进中国高校。

各学校代表逐一致辞，表示

愿意与华侨大学加强合作，

积极开展教育交流活动，共

同推动泰国学生入读华侨

大学。

据悉，华侨大学是目前

中国内地高校中泰国留学

生最多的学校之一，已为泰

国社会培养了 5000 余名校

友，遍布泰国的各行各业，

为中泰友谊和海外华文教

育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韩鹏程）

集美区侨联

慰问近 70 位贫困老侨
本报讯（通讯员 张玲）近日，集美区侨联在重阳节

期间开展慰问归侨老人活动。本次共慰问 65 位生活

困难的归侨和侨眷，为每位老人送上慰问金 800 元，

并为他们送上诚挚祝福，希望老人们身体健康、生活

开心、安享晚年。

集美区侨联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集美区侨

联每年中秋、重阳开展送温暖慰问活动，始终坚持“常

联系、常走访、常关怀”，通过慰问活动，进一步密切了

和侨界民众的联系。

暖心重阳

湖里区组织慰问老台胞
本报讯 重阳佳节，湖里区委台港澳办组织对 140

名 70 岁以上的台胞、台属等进行慰问走访，送上暖心

的节日祝福以及慰问品，让老人们倍感温馨。

湖里区委台港澳办负责人表示，每年的重阳节

湖里区委台港澳办都会精心组织慰问活动，与老人

们聊天话家常，了解老人们的生活情况，对他们反

映的困难和问题一一进行记录，并将与街道一起跟

踪解决。

暖心的问候与帮助，令台胞们十分感动。老台胞

陈新川在湖里区经营门诊多年，此次的慰问让他十分

感动。众人到来后，陈新川打开了话匣子，从琐碎小事

聊到两岸情谊，“两岸一家亲，我们在这里受到了很多

照顾，特别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老台胞台商们，得到

了家人一般的贴心关怀。” （陈翠仙）

台青志愿者

走进彭德清纪念室
本报讯 10月 16日，翔安区青年志愿

者联盟预备成员队伍———台缘志愿服务

队，前往开国少将彭德清纪念室参观学习。

近期，《长津湖》正在热映，故事中的

志愿军第 27 军军长的原型人物，就是来

自厦门翔安的开国少将彭德清。在彭德

清纪念室里，就藏有一面“北极熊团”团

旗(复刻版)。

在场的台胞青年们感触颇深，对英

雄烈士浴血奋战保家卫国、坚定追求理

想信念的崇高精神感到钦佩。台缘志愿

服务队队长台青李东宪表示，希望更多

的台湾同胞能了解历史、正视历史，了解

祖国伟大进步与强大的背后有着许多像

彭德清将军这样的英雄的奉献，这才是

我们台胞应该学习的精神，“祖国的统一

是大势所趋”。

参观结束后，台青志愿者们一起在

纪念室门口合唱《中国人民志愿军战

歌》，为本次活动画下圆满的句点。

厦门市海丝慈善会捐赠物资助力抗疫

本报讯 据厦门日报报

道 10 月 15 日，《辛亥革命

110 周年》纪念邮票在厦发

售，厦门 6个邮政网点窗口

零售共 480 套。

据了解，辛亥革命周年

票共发行过 3套。第一套是

1961 年的《辛亥革命五十

周年》纪念邮票，一套 2枚，

分别是武昌起义浮雕和孙

中山像。第二套是 1981 年

发行的《辛亥革命七十周

年》纪念邮票，一套 3枚，分

别是“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

时的肖像”“黄花岗七十二

烈士墓”“武昌起义后成立

的湖北军政府旧址”。第三

套是 2011 年发行的《辛亥

革命一百周年》纪念邮票，

除一套 2枚的“武昌起义”

“推翻帝制”邮票外，还有小

型张“孙中山像”1枚。

“与过去不同，110 周

年的纪念票只有 1 枚，更

加集中凝重，有握拳出击

的感觉。”厦门大学教授、

邮评家郑启五评价说，除

此之外，今年的纪念票也

不再沿袭过去浮雕、人像

的旧思路，而是采用更加

生动的画作展现战斗场

景，画出了一种前赴后继、

扑面而来的感觉。此外，紫

外灯下可看到城墙外红色

火光的设计，也让整个邮

票更富科技感。

《辛亥革命 110 周年》纪念邮票在厦发售

侨界战“疫”，最美有你！

华侨大学与泰国六校签约成立海外招生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