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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11区华裔区长宣誓就职

系该市首位华裔市议员
李慧华 Nicole Lee3 月 28 日正式宣誓就职美

国芝加哥 11 区区长，填补前区长因联邦税务问

题导致的空缺。她是市长 Lori Lightfoot 任职期间

首位任命的公职人员，同时也改写了芝加哥没有

华裔市议员的历史。

在市议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李慧华再次

感谢市长的任命，可以有机会代表亚裔和华裔

社区发声。

对于新的选区地图和社区周边赌场提案等

热点议题，她则没有给出具体回应，表示需要

更多的时间与选区民众沟通，了解居民的想

法。

（据中国侨网报道）

蔡君柱、郑金标

分别当选法国华侨华人会

第 24 届主席、第 25 届主席
法国华侨华人会第 23 届主席团当地时间 3

月 24 日举行会议，选举未来两届法国华侨华人

会主席。蔡君柱当选第 24 届主席，郑金标当选第

25 届主席。

当天的法国华侨华人会主席团会议在巴

黎的法国华侨华人会会址举行。法国华侨华

人会现任主席任俐敏介绍选举相关情况。主

席团会议随后进行了表决，蔡君柱、郑金标

分别当选法国华侨华人会第 24 届主席、第

25 届主席。

任俐敏祝贺蔡君柱和郑金标的当选。蔡君

柱和郑金标均表示要继续引领法国华侨华人

会为服务侨胞和促进中法民间友好等事务上

取得新发展。

法国华侨华人会是法国历史最悠久的华人

协会。法国华侨华人会的前身是“旅法华侨工商

互助会”，创办于 1949 年。协会成立以来不断发

展壮大，关心支持祖籍国建设，努力构建和谐

侨社，重视对华人新生代的培养，维护旅法侨

胞合法权益，促进中法友好事业，树立了侨胞

的良好形象，为旅法侨胞融入当地社会发挥了

积极作用。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

日本中华总商会

召开 2022 年度总会
当地时间 3 月 23 日下午，日本中华总商会

2022 年定期会员总会召开，萧敬如会长和严浩理

事长主持了会议。

萧敬如会长首先围绕中华总商会新年工

作目标作了发言。他表示，新的一年，总商会

将继续加强支持会员企业的经营活动，并以

此为契机帮助推动日本经济实现再生。进一

步巩固总会在数字化时代的应对能力。加强

对内对外联系，以及在保证卫生安全的前提

下，尽可能地多举办面对面的线下交流与活

动。

会议上，总会听取了总商会的事业报告和

事业计划，关西分会、地方团体代表福建会、上

海联谊会等的活动报告，通过了收支决算报告

和预算案、监查报告和组织人事案，以及总商

会章程和定款的修正说明。（据中国侨网报道）

3 月 24 日，加拿大华人

义工爱心协会(CCLV)在加

拿大华人社团联席会的大力

支持下，组织部分爱心人士

专程赴 BC 省利顿(Lytton)

镇，向利顿华人历史博物馆

馆长洛娜·范德里奇(Lorna

Fandrich)捐赠善款 5.15 万加

元，帮助她实现重建被山火

焚毁的利顿华人历史博物馆

的计划。

洛娜从小就对中国文化

非常感兴趣，儿时的好友就

是华人。2016 年，洛娜自己

出钱建造了华人博物馆，又

四处搜集藏品。她收集了约

1600 件与华裔先侨生活有

关的展览品，于 2017 年开设

了“利顿华人历史博物馆”，

并设立网上展览及图片库，

以纪念在此之前数以千计华

人劳工的工作、牺牲和贡献。

2021 年 5 月，加华历史协会

向该馆颁发了加拿大社区档

案奖。

2021 年 6 月底一场无

情的山火，将利顿镇焚烧殆

尽，也将洛娜费尽心血建起

的华人历史博物馆毁于一

旦。灾后，洛娜称已经找回大

约 200 件文物。洛娜估计重

建博物馆的费用约为 20 万

加元。她在网上发起了募捐。

加拿大华人义工爱心协

会(加华义工)是一群华人青

年的团体，他们听闻此事，在

会长刘大源的组织下，制作

了为重建华人历史博物馆筹

款的视频，积极在社区为此

募款。加华义工组建了筹款

工作小组，积极联系洛娜了

解她的困境和需求，并通过

视频讲述洛娜建立博物馆的

艰辛和重建博物馆的计划与

困境。通过视频讲述，很快便

获得了大温地区多位爱心人

士及企业家的大力支持。

加拿大华人社团联席会

荣誉主席、金顶房贷董事长

张华是主要捐赠者，他表示，

首先感谢华人先侨，他们造

船、建屋、开矿、筑路，用自己

的勤劳和智慧、青春与生命，

筚路蓝缕，为建设加拿大作

出不朽贡献；二要感谢洛娜

女士历尽艰辛，千方百计搜

求华人先侨遗物，存留和赓

续华人历史文化，这是在保

护加拿大的历史与文化，更

是在丰富人类的历史与文

化；三要感谢加华义工，大家

的爱心照亮了他的奉献之

路。希望利顿华人博物馆能

把华夏传统文化之精华，与

加拿大的立国之本有机融

合，让华人更快、更好、更真

地融入社会。

（据中国侨网报道）

在福建省侨联的指导和

协调下，欧洲福建侨团联合

总会迅速组织罗马尼亚、匈

牙利、波兰等国家的闽籍侨

团，帮助指导和组织闽籍侨

团、侨胞做好在乌侨胞和留

学生的撤离与转运工作。

俄乌冲突爆发后，身处国

内的乌克兰中国商贸商会主

席陈忠烽克服时差，积极利用

微信等多种渠道更新在乌侨

胞动态，广泛发动闽籍海外侨

团驰援在乌克兰的侨胞。

欧洲福建侨团联合总会

表示，如有进入波兰、匈牙

利、罗马尼亚国家的旅乌侨

胞及留学生，愿提供援助、免

费车辆接送，以及必要的生

活帮助。

一时间，乌克兰周边国

家的闽籍侨团纷纷行动起

来。

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

斯特，罗马尼亚福建同乡会

和世界福建青年联会罗马尼

亚分会的会员和同乡们腾出

了 7套房子和福建会馆两层

的空间，改造成临时安置点、

铺上床铺，迎接旅乌中国留

学生的到来。

日夜兼程奔赴一线的，

还有波兰福建商会的侨胞

们。“接人到半夜，困了就打

个盹，然后继续起来干活，24

小时待命成为大家工作的常

态，都太不容易了！”波兰福

建商会副会长苏鹏辉说。

匈牙利福清同乡会、匈

牙利明溪商会等闽籍侨团也

组织了 50 多名志愿者，在匈

牙利边境和首都布达佩斯积

极协助做好在乌侨胞、留学

生的分流安置工作。

“在这次撤侨过程中，海

外闽籍侨团积极召集志愿

者，筹集应急物资，接应从乌

克兰撤离的侨胞和留学生。

他们以质朴的行动诠释了人

间真情，书写了大爱无疆的闽

侨担当。”福建省侨联相关负

责人感谢罗马尼亚福建同乡

会、波兰福建商会、匈牙利明

溪商会、匈牙利福清同乡会等

侨团和志愿者的辛苦付出，为

海外闽籍华侨华人、闽籍侨团

点赞。 （据中国侨网报道）

当地时间 3 月 27 日，受

福州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

室、福州市海外联谊会委托，

阿根廷华助中心在首都布宜

诺斯艾利斯市 ONCE 区福

旺超市门口向当地侨胞发放

清肺排毒汤及连花清瘟胶囊

等防疫物资。

阿根廷华助中心主任严

祥兴在捐赠现场告诉记者，

本次防疫物资由福州市人民

政府侨务办公室及福州市海

外联谊会提供。自收到物资

后，阿根廷华助中心就积极

展开发放工作，上星期已经

在 ONCE 区和中国城组织

了两场防疫物资发放，本次

是第三场。

严祥兴表示，当前，阿根

廷疫情虽然有所好转，疫苗接

种工作成果已显成效，华助中

心和义工团队也组织了几十

场疫苗接种工作，有力地支持

了大家防疫抗疫。但阿根廷的

疫情仍然没有结束，旅阿侨胞

们应当继续积极配合各地方

政府的相关政策做好疫情防

控工作，积极参加疫苗接种，

保护好自己的生命健康安全。

阿中投资贸易促进会主

席、华助中心理事长何文强

说，自阿根廷新冠肺炎疫情

暴发以来，阿根廷华助中心

多次组织发放防疫物资的活

动，助力旅阿侨胞的就地抗

疫，为阿根廷社会的疫情防

控作出突出贡献。阿根廷华助

中心再次在ONCE区向侨胞

发放防疫物资，传递的是祖

(籍)国、党和人民的关爱和呵

护，使海外侨胞倍感温暖和安

心。 （据中国侨网报道）

菲律宾旅菲各校友会联合会举行新届职员线上就职典礼
近日，旅菲各校友会联合

会（下简称“校友联”）以线上的

方式举行新届职员就职典礼。

校友联第十二届主席郭从

愿、张年习、李朝晖、许泽恭、王

金钗担任大会主席。菲中电视台

副台长庄琳琳担任大会嘉宾司仪。

王金钗致辞表示，新届主

席林树彻、施欣奬、柯志超、林

国宵、张怀义等五位同仁都是

会内的精英，个个年轻有为、事

业有成、办事干练、认真负责，

并且在会务工作中取得了一定

的经验。他相信，新届主席一定

能够带领会内同仁们更好地拓

展会务，继往开来。而后，校友

联新届全体职员在该会名誉主

席杨华鸿的监证下庄严就职。

此外，杨华鸿向校友联新

届理事会捐赠了 100 万菲币

（约合人民币 12.16 万元）作为

福利金。同时，还向校友联第七

届妇委会、青委会各捐赠 50 万

菲币（约合人民币 6.08 万元）作

为福利金。

林树彻代表新届主席致

辞。他表示作为校友联新届理

事会中的一员，他深切的体会

到校友联就是他拓展进取的动

力。他希望，今后能够肩负起新

的责任与使命，带领着同仁们

继续奋斗，获得新的进步。

菲华商联总会理事长林育

庆、菲华各界联合会副主席蔡

永宁、菲律宾中国商会会长洪

及祥、菲华工商总会理事长谢

国万、菲律宾华侨善举总会董

事长卢祖荫以及菲律宾华助中

心主任庄前进等六位侨社代表

先后致辞。他们一致认为校友

联经历了 25 年的风雨历程，为

其自身的发展与菲律宾侨社的

繁荣安定作出了贡献。

据悉，校友联新届主席向

菲华商联总会捐赠“华生流失”

补助金 10 万菲币（约合人民币

1.2 万元），并向菲律宾马尼拉

华助中心捐赠善款 10 万菲币

（约合人民币 1.2 万元）。

（据东南网报道）

阿根廷华助中心在布市
向当地侨胞发放防疫物资

马耳他举办
当代中国画艺术展
当代中国画艺术展 3 月 30 日在马

耳他首都瓦莱塔的马耳他艺术协会开

展，展出来自中国 35 位艺术家的 120

多件作品。

此次展览由中国国家艺术基金支

持，四川美术学院与马耳他中国文化

中心、马耳他艺术协会合作举办。展出

作品包括写意画、彩墨画、工笔画以及

具有中国风的综合材料作品。展览将

持续至 4月 21 日。

马耳他艺术协会主席阿德里安·

马莫在当天的开幕仪式上表示，愿意

与马耳他中国文化中心开展更多合

作，以更多形式使马耳他人民近距离

感受中国文化和艺术的魅力。

马耳他中国文化中心主任杨晓龙

对记者表示，今年是中马建交 50 周

年，借助艺术家的慧眼妙笔，这次展览

增强了两国人民友好相处、守望相助

的传统友谊。 （据新华网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