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环球侨讯2022年 3月 18日

编辑：黄佳畅 美编：钱小凤

www.xmweekly.com

3 月 13 日，美国福建会

馆在法拉盛为国会议员孟昭

文发起筹款签署活动。此次活

动筹到 12000 多美元和 150

多个签名，孟昭文在会上畅谈

了自己的政治纲领并回答了

与会者们提出的社区最关心

的热门话题。

孟昭文在会上说，感谢福

建会馆的支持，她在华盛顿特

区开会时常为只有自己一个

亚裔代表而感觉势单力薄。10

年前，因为得到华裔社区的支

持，她才能顺利当选国会议

员。至今皇后区仍没有出现华

裔法官，需要更多的华裔面孔

出来为华人发声。疫情两年多

来，社区很多民众和商家面临

困境，如何让州、市政府能听

到华裔的声音并能帮助到华

裔的需求，她这两年的工作就

是极力把各级政府的补助项

目带到华人社区来。

2015 年，她推动在纽约

州立学校放中国农历新年假

期，此举不是为了放假，而是

为了让大家学习和了解中国

传统文化。她将继续推动让全

美学生可以一起庆祝中国新

年的议程。她目前正在推动亚

裔社区有自己的博物馆，推动

让华裔历史进入美国学校教科

书，宣传华裔对美国的贡献。

福建会馆主席陈昭银说，

更多签名活动还在进行之中，

相信有更多人参与进来。在当

下的社会环境中，诸多不利因

素困扰着在美华人，孟昭文是

代表华人的一面旗帜，福建会

馆秉承感恩之心、谦卑的态度

用实际行动来支持孟昭文的

政治诉求和理念。相信在孟昭

文的带领下未来会更好。

（据中国侨网报道）

澳洲华媒：直达新航线

为澳中经贸架“新桥”
近日，辽宁大连港首条直航澳洲航线正

式运营，7 条集装箱船，直达悉尼、墨尔本和

布里斯班等澳洲重点港口，此前，青岛港和

天津港也分别开通了首条澳洲远洋航线。为

此，澳洲网 3 月 11 日刊发题为《RCEP“开

花”，呈现澳中经贸“新故事”》的文章称，尽

管 RCEP 难以短时间消弭澳中两国之间的

摩擦，但是，一条条新航线的开通预示澳中

经贸将有更多共赢可能。

文章指出，中国多地开通直达澳大利亚

的海运新航线，以更好服务于 RCEP。这些

新航线在澳中之间架起便捷的新“桥梁”，两

国间部分进出口商品均可享受最优惠的关

税减让。此外，一份份中国对澳 RCEP 原产

地证书也陆续签发。

文章称，这些举措给两国企业、消费者

都带来了实在利好。对企业来说，RCEP 的

红利释放已经让他们收获到“真金白银”的

利益。澳中新航线缩短了至少 10 多天的航

运时间，为双边企业节省了大量成本，不仅

提升了外贸效率，减少了贸易纠纷，还倒逼

了企业改革，增强了国际竞争力。

对消费者来说，RCEP 让他们享受到更

多的“实惠”和“便利”。消费者能花更少的

钱、等更短的时间，便可享受到对方国家更

优质的产品和服务。中国消费者能吃到更便

宜更美味的澳洲牛羊肉，澳洲消费者也能买

到更精致更漂亮的中国家具。未来，区域内

90%以上的货物贸易将最终实现零关税，消

费者跨境购物将会越来越方便，享受到的实

惠也将越来越多。

文章还特别提到，澳洲华商也是 RCEP

落地的受益者。澳大利亚华侨团体将为在澳

华商把握 RCEP 与中国市场发展机遇创造

有利条件，鼓励华商更多参与中澳经贸往

来。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

菲律宾福建总商会

妇女委员会在马尼拉举行
庆祝“三八”妇女节活动
近日，菲律宾福建总商会妇女委员会在

马尼拉举行庆祝国际“三八”妇女节活动。

晚会由妇女委员会主任王丽蓉致欢迎

词。菲律宾福建总商会会长吴清泉，执行常

务副会长蒋晓玮，常务副会长温奕明、吴永

坚等领导分别上台致辞。妇女委员会秘书长

蔡宝宝主持庆祝晚会。

王丽容表示，感谢菲律宾福建总商会历届

会长对妇女委员会的关怀与支持。新冠肺炎疫

情期间，菲律宾福建总商会的同仁们积极抗疫，

也给予了妇女委员会的同仁们精神上关爱和

物质上的帮助，令她十分感激。她还表示，未来

妇女委员会的同仁们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及

参加总会组织的各项活动。（据东南网报道）

阿根廷侨团向

当地贫困社区民众捐赠物资
近日，阿根廷华人义工协会一行在该会

会长何雄明的带领下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

市卡库佩教区圣母天主教堂，向附近贫困社

区民众捐赠物资。

华人义工协会一行受到当地慈善机构

负责人登利斯·罗梅罗的热烈欢迎。他表示，

感谢在阿侨团捐赠的物资。该批物资解决了

目前的燃眉之急。

布宜诺斯艾利斯市议会议长克劳迪奥·

罗梅罗表示，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大家都

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但在阿侨团仍多次为当

地居民送来生活防疫物资。他代表这里的居

民，感谢在阿侨胞们的无私奉献。

阿根廷华文教育基金会会长刘芳勇表

示，作为阿根廷社会的一分子，在阿侨胞应

当积极回馈当地社会，为阿根廷的贫困帮扶

和经济恢复作出贡献。 （据东南网报道）

3 月 12 日，“沉默的道钉：

寻找铁路华工的足迹”图片展

览开幕式在美国旧金山市总

图书馆举行。本次活动由“铁

路华工后裔协会”、“旧金山市

华埠历史文化协会”与旧金山

市总图书馆联合举办，市政官

员、华埠社区领袖、业界代表

以及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代

总领事潘庆江等出席了开幕

仪式。

“旧金山市华埠历史文化

协会”展览策展人罗余洁茜在

开幕典礼上表示，感谢旧金山

公立图书馆对保留美国华人

历史的支持，使这批代表铁路

华工重要史实的照片可向各

不同族裔社区展出。

潘庆江说，150 多年前，

上万名华工从中国飘洋过海

到美国，克服艰苦恶劣的环

境，忍受各种不公待遇，以非

凡的毅力和巨大的牺牲完成

了太平洋铁路建设，为美国经

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

献，创造了人类工程史的传

奇。太平洋铁路的修建史，既

是华侨华人在美自强不息、顽

强拼搏的奋斗史，也是华侨华

人积极投身美国经济社会建

设的贡献史，理应得到充分肯

定和尊重，值得永远铭记。他

感谢铁路华工后裔协会、华埠

历史文化协会、旧金山市总图

书馆联合举办这场图片展，让

人们在重温这段历史的同时，

思考旅美华侨华人和中美关

系的未来。

多位参与保留铁路华工

历史的华埠领袖和历史学家

也都表示，“铁路华工的历史，

就是我们华人社区的历史。”

但不幸的是，时至今天歧视华

人的事件仍持续发生，不忘华

人移民艰苦奋斗的历史，更要

继续为争取华人的权益而努

力。

图片展自元月 19 日起在

旧金山总图书馆展出，至 5月

22 日结束，并同时庆祝即将

来临的五月亚裔传统月。该图

片展在市府中心 Larkin Street

100 号的旧金山总图书馆六

楼天光画廊举行，免费对外开

放参观。

（据中国侨网报道）

为庆祝中荷建立大使

级外交关系 50 周年，荷兰

华侨华人将于 5 月 10 日

在海牙举行包括大型文艺

汇演在内的系列活动，回

顾中荷合作成果，彰显两

国友好情谊。这是 3月 15

日，荷兰侨界庆祝中荷建

交 50 周年组委会主席舒

延平宣布的消息。人民日

报欧洲中心分社、新华社

及荷兰本地多家华文媒体

也参加了当天的在线新闻

发布会。

据组委会介绍，截至

目前，已有近百个华人侨团

参与主办或者协办，另有近

百位华侨华人以个人名义

参与活动。为体现广泛性和

多元性原则，组委会将邀请

中荷政要、荷兰华侨华人代

表、中资企业代表、留学生

代表、国际友人代表、各界

社团团体代表等观看文艺

演出，并通过“代表性”来辐

射各群体。通过向荷兰全社

会公开征集，目前已收到

30多个文艺节目，包括舞

蹈、演唱、演奏等，兼具艺术

性和多样性。

为更好宣传推广，组

委会将搭建最全融媒体平

台，并对活动进行全球转

播。同时发挥各平台的社

交互动功能，让庆典的系

列活动形成“社交源”，让

中荷民众都有参与感。

目前荷兰疫情形势仍

然严峻，根据防疫需求，组

委会基本通过线上方式对

接各项筹备工作任务，一

方面制定庆典活动内容范

围，另一方面成立专门部

门，按照进度实施，定期举

行阶段会议，统筹推进整

体工作，各项准备正有条

不紊地进行。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

4 月 5 日清明节即将

到来，马来西亚森州华人义

山管理委员会决定 2022 年

清明节不再封山，让民众到

墓地进行扫墓拜祭。清明节

扫墓将会遵照国家复苏计

划第 4 阶段的抗疫标准作

业程序，每个坟墓限制 20

人拜祭，全程必须戴上口

罩，但不会有时间限制。

据悉，自 2020 年暴发

新冠肺炎，马来西亚于

2020 年 3 月 18 日落实行

管令以来，华人义山清明

节，首度禁止民众入内扫

墓。2021 年又因受到抗疫

标准作业程序(SOP)限制，

森州多个华人义山鉴于难

以控制，担心会因此而遭到

罚款 5万林吉特，因此议决

清明节封山，不开放让大家

到义山扫墓，以致第二度封

山。华人义山管理委员会预

计今年开放扫墓将会迎来

人潮，因此促请到来扫墓的

民众能严守抗疫标准作业

程序。

马来西亚兼森州华人

义山联合会主席陈长兴指

出，截至目前，并没有接获

任何森州华人义山管理委

员会欲封山的通知，相信今

年所有义山皆会开放。

陈长兴指出，属于土葬

的华人义山，都是属于室外

及空气流通地方，所以危险

性并不高，但由于部分义山

拥有多个出入口，所以在管

制上并不容易，但管委会将

会在民众必到的大伯公处

放置 mySejahtera 扫瞄码，

让大家遵守。“至于属于室

内的骨灰塔，管委会将会采

取轮流方式，每次限制 10

人进入拜祭，确保安全。”

陈长兴称，相隔两年没

有扫墓拜祭，预计今年开放

义山会有大量人潮涌往，因

此希望大家不要全挤在周

六周末前往拜祭，尽量选择

平常日拜祭，避免人潮。

（据中国侨网报道）

第五届全球华语朗诵大赛启动
第五届全球华语朗诵大

赛 3月 15 日启动，大赛报名

通道即日起正式开启。

大赛由中国华文教育基

金会主办，北京广播电视台承

办，完美(中国)有限公司和中

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资助，旨

在为热爱中华文化的海外华

裔青少年搭建交流平台，提供

展示语言实力和精神风采的

机会。

本届赛事延续线上评选

方式，参赛对象为在国外出生

或在国外定居的 3至 18 岁华

裔青少年。有意协办的华教组

织、华人社团和华文学校，即

日起可向大赛组委会提交申

请。主办方鼓励海外华教组织

和华人社团联合华文学校参

赛，也欢迎华文学校自主联合

参赛，大赛不接受学生人数少

于 80 人的华校单独报名 (特

殊情况除外)。申请提交后将

由组委会统一审核并于 4 月

8日公布名单。

据介绍，大赛的初赛和复

赛将于 4 月 10 日至 5 月 28

日举行，其间有赛事解读、朗

诵技巧等线上辅导和培训。总

决赛将于 5 月 28 日至 6 月

10 日举行，组委会将根据各

协办机构实际参赛人数按比

例分配决赛名额，参赛选手

在比赛期限内通过邮件形式

提交作品并接受统一打分评

审。

本届大赛按照组别设置

金奖、银奖、铜奖及优秀奖，还

设置了最具潜质奖、最佳声音

奖、最佳风采奖等单项奖。决

赛金奖选手将有机会获得第

六届全球华语朗诵大赛形象

大使称号。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

荷兰侨界将在 5月举行大型活动
庆祝中荷建交 50 周年

马来西亚森州华人义山
时隔两年将再次开放扫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