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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 年印尼发生“九卅”事

件，洪载德领导的华侨社团及

学校被印尼当局视为“亲中

国”，并被怀疑参与政变而遭

逮捕。狱中洪载德受到百般折

磨，但他始终坚贞不屈，被关

押 50 多天后，最终以无罪释

放。

1965 年，周总理再次到万隆

出席纪念亚非会议十周年庆典，

特别邀请洪载德也参加此次活

动。

回国定居厦门
1966 年，印尼发生排华运

动，洪载德奉命回国，定居北

京。抵京时，周恩来、董必武、宋

庆龄分别亲切接见了他。在京期

间，经常参加各种政治、文化活

动。晚年的洪载德定居厦门。

洪载德爱国爱乡，饱含家国

情怀。在家乡南安古山村他先后

捐建水头南星中学教室、古山小

学教室及礼堂。在厦门，他先后捐

款给华侨幼儿园、华侨中学、集美

中学、华侨大学和华侨博物院等，

为厦门教育事业及现代化建设做

出了许多贡献。“尽管做了这么多

事情，但他总说，自己对祖国的贡

献还是太少了，很惭愧。”洪载德

之子洪醒华回忆说。

洪醒华回忆，1953 年，父亲

将祖母、母亲和兄弟姐妹 5 个送

回厦门定居，他只身再度返回印

尼，继续开展侨务工作。位于公

园西路 57 号的房子是 1957 年

开建，1958 年建好，祖孙三代人

都搬进去，直到 1977 年全家出

国定居。在洪醒华看来，那是全

家人最美好的时光。院子里有

父亲亲手种下的从印尼带回的

木瓜、番石榴树，楼道里有兄弟

姐妹们嬉闹的笑声，而友善的邻

居们也多是从东南亚回来的。

1974 年，洪载德当选为全国

第四届人大代表。同年 12 月 24

日，因心脏病突发，在厦门去世，

享年 64 岁。国务院、中侨委、省侨

委和厦门市革命委员会等都送了

花圈。

洪载德的妻子郭美兰亦为印

尼华侨，抗战时期郭美兰与他人

创办了万隆华侨妇女会，1953 年

回国后，郭美兰曾当选为厦门市

政协常委、福建省政协委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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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华助中心

银海分中心会馆落成
“华助之家”揭牌

10 月 26 日下午，阿根廷华助中心银海

市分中心会馆落成暨分中心“华助之家”揭

牌活动圆满举行。中国驻阿根廷大使邹肖

力发来贺信，殷切希望华助中心继续践行

帮扶关爱、融入回馈、维护权益的理念，广

泛凝聚侨心侨力，精心打造“侨胞之家”。

阿根廷华助中心主任严祥兴、银海市

市议员费尔南多·慕洛、银海市安全局局长

奥拉西奥·加西亚、银海华助分中心主任翁

鑫，为会馆落成剪彩及为银海华助分中心

“华助之家”揭牌。

海滨城市银海，现有旅阿华人一千余

人。他们大多从事超市、商场、酒店等行业。

为了切实支持当地华人事业发展，弘扬“帮

扶、关爱、融入”的华助精神，阿根廷华助中

心在银海市设立了华助分中心暨“华助之

家”，充分体现服务与互助的核心价值，为

侨胞排忧解难，维护权益，回馈社会，让侨

胞真真切切受益。

严祥兴、翁鑫共同表示：中国驻阿根廷

大使邹肖力对华助中心的建设非常重视。

银海华助分中心会馆落成，邹肖力大使还

特别发来贺信，对华助中心提出殷切希望，

指出了工作方向，激励华助中心继续为侨

胞办好事、办实事。

目前，华助中心在阿根廷全国多个地

区，建立了华助分中心和华助之家。他们希

望能够在华人居住的集中地区，都建立起

华助分中心或华助之家，近距离为侨胞提

供服务，把华助中心和华助之家建成海外

华侨华人的温馨家园。（据中国侨网报道）

巴基斯坦成立
华侨华人法律援助中心
11 月 1 日，“巴基斯坦华侨华人法律援

助中心”在拉合尔成立，中国驻拉合尔代总

领事彭政武为中心揭牌。拉合尔华侨华人

联合会会长骆建学、拉合尔中资企业协会

会长杨乃民等参加揭牌活动。

彭政武介绍说，该法律援助中心是公

益组织，旨在为旁遮普省符合援助条件的

华侨华人提供诉讼和非诉讼、法律咨询、法

律知识普及等公益性质的法律服务。负责

该中心运营的中奥律师事务所总部位于拉

合尔，并在伊斯兰堡设有分部，是全巴基斯

坦首家且目前唯一中资律所。负责人程德

勇律师熟悉巴基斯坦当地语言文化和法律

体系，已协助驻拉合尔总领馆解决多起涉

华侨华人法律纠纷，有力维护了相关人员

合法权益。

程德勇表示，法律援助中心的成立与

启用，是为了帮助有困难的华侨华人解决

他们打官司难的窘境，并处理华侨华人法

律问题，维护华侨华人合法权益。援助中心

启用后，将建立纠纷处理机制，利用专业法

律手段与专门渠道，从实际情况出发，大胆

尝试，努力探索，不断总结经验，逐步完善

有社会保障性质的法律援助制度。

（据人民网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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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当地时间

10 月 29 日在美国曼哈顿华埠

举办开幕仪式。展览由美国纽

约华人总公所主办、华侨社会

福利社协办、松柏大厦社区发

展协会赞助。开幕式现场，众

多社区领袖和各界嘉宾出席

并登报祝贺，希望更多在美华

侨了解历史，铭记孙中山先生

的理念和付出。

一百多年前，孙中山曾四

度到访纽约为革命事业奔走。

在曼哈顿华埠勿街 1 号的赖

神书馆，孙中山打过地铺；勿

街 7 号至 9 号的“旅顺楼”是

孙中山主持成立的美东中国

同盟会的遗址；勿街 16 号是

中华公所旧址，孙中山曾在这

里发表演说……当年，旅美侨

胞自发组织筹款、积极投身革

命，为革命事业的胜利提供了

有力的帮助。

据了解，本次图片展将一直

持续至11月 13日，展览时间为

每日上午11时至下午4时。图片

展出期间将免费向社区民众开

放，欢迎广大社区民众前往观展。

地址：华埠获加街127号松柏大

厦地铺（127 Walker Street,NY,

NY10013）。 （据东南网报道）

马萨诸塞州首府波士顿

11 月 2 日晚间揭晓市长选举

结果，民主党候选人吴弭

(Michelle Wu)胜选，成为该市

历史上首位华裔女性市长。

《纽约时报》报道，吴弭在

选举中获得了 63.6%的选票，

她的竞争对手、同为民主党人

的安妮萨·乔治(Annissa Essaibi

George)得票率为 36.4%。吴弭

将于 11 月 16 日宣誓就职。

现年 36 岁的吴弭出生于

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毕业于

哈佛大学。她在 2010 年进入

波士顿市政府工作；2013 年首

次参与波士顿市议会选举并

当选议员，之后 3 次议会选举

也获得成功。2020 年 9 月，吴

弭正式宣布参选波士顿市长。

美 国 全 国 广 播 公 司

(NBC)报道，吴弭的政策主张

包括提供保障性住房、免费公

交服务、绿色新政等。她十分

关注气候变化议题，表示将推

动波士顿于 2040 年实现全市

碳中和。美国全国公共广播

(NPR) 报道说，和安妮萨相

比，吴弭的政策主张更加“新

潮”，她从 2013 年开始就获得

了波士顿民主党中“进步派”

(progressive wing)的支持。

《纽约时报》指出，尽管亚

裔是美国人数增长最快的选

民群体，但亚裔候选人在大城

市的竞选中并不占优势。报道

援引亚太裔国会研究所(Asian

Pacific American Institute for

Congressional Studies)的数据，

在全美 100 座大型城市中，有

6 座城市的市长是亚裔，这些

城市均位于加利福尼亚州或

得克萨斯州。自 20 世纪 30 年

代以来，波士顿一直由爱尔兰

裔或意大利裔美国人领导，市

长一职长期由白人男性担任。

援引当地一位居民的话称，波

士顿曾是一个“老男孩俱乐

部”，吴弭的胜选则表明这座

城市是“一个寻求改变的城

市”，将打破波士顿保守、狭隘

的形象。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

加拿大华侨华人及中国驻加外交官
庆祝北京冬奥百日倒计时

连日来，加拿大多个

华人团体及中国驻加外

交机构等以不同形式迎

接北京冬奥会开幕倒计

时 100 天，期待北京冬奥

会圆满成功，各国冬奥

健儿在北京再创佳绩。

渥太华洪门民治党、

渥太华华人社团联合

会、渥太华加华文化中

心近日携手在渥太华唐

人街牌楼前举办祝福北

京冬奥百日倒数启动仪

式。三家社团和机构共

同发出倡议：全加民众、

特别是华侨华人支持北

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将祝福写在心意卡上、

制作祝福视频，或为加

拿大奥运健儿提供义务

服务和支持。他们希望，

把这些祝福送给加拿大

奥林匹克委员会和北京

冬奥组委。

卡尔加里洪门民治

党邀请今年“文化中国·

水立方杯”中文歌曲大

赛卡尔加里赛区的参赛

歌手们演绎并录制了歌

曲《冰雪情怀》，表达对

北京冬奥会的美好祝福

与期待。

在温哥华，来自中

国驻温哥华总领馆、当

地中国留学生、中资企

业、华人社团等的代表

进行了接力棒传递跑。

加拿大华人联合总

会主办了迎接 2022 北

京冬奥系列活动。当地

华侨华人和其他族裔友

好人士共百余人相聚温

哥华冬奥火炬广场，以

合唱奥运歌曲、诗歌朗

诵、组成五环图案等形

式，传递“相互理解、友

谊长久、团结一致和公

平竞争”的奥运精神。该

社团并联合加拿大及其

他国家多个华人团体，

于 10 月 27 日举行北京

冬奥会倒计时 100 天全

球庆祝仪式。中加两国

多位曾经参加奥运的健

儿参与活动，表达期盼

北京冬奥成功举办的心

声。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

世界晋江同乡总会、菲律宾晋江同乡总会、
菲律宾晋江商会总会联合举办线上庆典
当地时间 10 月 30 日，世

界晋江同乡总会（下简称“世

晋总会”）与菲律宾晋江同乡

总会（下简称“菲晋总会”）及

菲律宾晋江商会总会（下简

称“菲晋江商会总会”）联合

举办线上庆典。

本次线上庆典包含世晋

总会成立 24 周年暨第 13 届

董事就职典礼，菲晋总会成

立 28 周年暨第 15 届理事会

职员就职典礼，菲晋江商会

总会成立 6 周年暨第 4 届职

员、第 10 届青年组就职典

礼。参与线上庆典活动的有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相关人

员及海内外泉州晋江籍侨胞

等。

菲晋总会名誉理事长施

永昌担任庆典大会主席，他

致辞表示，在菲的侨胞，泉州

晋江籍占了大多数。菲晋总

会作为在菲的泉州晋江籍侨

胞的大家庭，成立 28 年来，

在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的关

怀下，全体同仁守望相助，齐

心协力，推动会务向前发展。

同时，他感谢会内同仁们两

年来的鼎力支持。

而后，世晋总会、菲晋总

会及菲晋江商会总会的新届

职员进行宣誓就职。世晋总

会永远荣誉会长兼菲晋总会

名誉理事长曾铁锋担任监誓

员，他表示，支持华文教育，

传承中华文化是菲晋总会的

重要会务之一，这也使得文

教工作成为菲晋总会会务工

作的一个亮点，充分体现了

立会的宗旨和担当，并受到

各方的肯定与华社的好评。

他相信，新一届理事会在理

事长陈凯复的有力领导下，

一定会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使各项会务更上一层楼。

新届世晋总会长兼菲晋

总会理事长、菲晋江商会总

会会长陈凯复致辞表示，世晋

总会、菲晋总会以及菲晋江商

会总会将一如既往地积极发

展会务，支持华文教育，传承

中华文化，凝心聚力，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而不懈努力。他相信，在各方

的关怀指导下，世晋总、菲晋

总会以及菲晋江商会总会一

定会齐心协力，开创更加辉煌

的明天。 （据东南网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