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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5日，比诺多-因特拉

穆罗斯(Binondo-Intramuros，简

称 B-I) 大桥在菲律宾总统杜

特尔特和中国驻菲律宾大使

黄溪连的共同见证下举行落

成典礼。

杜特尔特说，今天很高兴

为B-I大桥举行落成典礼。祝

贺建设者完成了本届政府“大建

特建”计划的关键项目之一。尽

管新冠疫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

挑战，但你们努力完成了工作。

作为“大建特建”计划的旗

舰项目之一，B-I 大桥预计每

天可容纳 3万车流量。它将大

大方便人们穿越帕西格河，并

为振兴菲律宾经济和改善人

民生活作出贡献。

黄溪连表示，从 B-I 大桥

上可以看到双方的合作成果和

两国关系的光明前景。我们愿

与菲方一道，进一步深化务实

合作，给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马尼拉市长莫雷诺表示，

马尼拉市是这个项目的直接

受益者，B-I 大桥提高了世界

上最古老中国城与马尼拉西

班牙王城旅游区的互通能力。

当日落成的 B-I 大桥横

跨马尼拉市帕西格河两岸，连

接中国城和王城，双向四车

道，主线桥梁长度约 586 米，路

线全长约 678 米。B-I 大桥采

用两片拱肋斜靠的设计，灵感

来源于叶子和流水波浪的造

型。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

美国华人议员孟昭文

提出残疾人身份识别法案
美国国会议员孟昭文 3月 29 日 (周

二)宣布，她提出了 2022 年《残疾人身份

识别法案》，该法案将为各州制定一项新

的拨款计划，以促进在驾驶执照和其他

形式国家颁发的身份证明放置残障识别

符号，以加强急救人员与残疾人之间的

互动。该立法还将为培训急救人员提供

资金，以识别残疾标识符并与这些人进

行适当的互动。

孟昭文说，“这项立法将极大地帮助

我们的残疾美国同胞保持安全并受到尊

重。”“残疾人不应因为无法控制的情况

而受到不公平甚至暴力的待遇。需要急

救的情况下通常会引起严重的焦虑和恐

惧，但通过在不同形式的身份证上提供

识别符号，急救人员将使用该法案提供

的培训的更适合方式来处理残疾人的复

杂情况。我期待着我的法案在众议院通

过。”

一些州，如阿拉斯加和科罗拉多州，

已经率先制定了州法律，为残障人士提

供了一种选择，可以在其身份证明上要

求一个谨慎的残障标识符号。孟昭文的

法案将有助于为残疾人提供同样的选

择，并为全国的急救人员提供培训。

（据中国侨网报道）

马来西亚华总

启动华教基金
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 (华总)近

日宣布启动“华总教育基金”，以助力马

来西亚华裔子女教育。

据介绍，“华总教育基金”将通过凝

聚民众力量，以寻求企业赞助、商业伙伴

及社会团体合作、众筹集资等途径落实，

并通过奖、助、贷学金等方式资助符合资

格的华裔子女教育用途。作为非营利性

项目并考虑疫情因素，基金将秉承透明、

专业化管理，且未设目标和期限，希望能

长期落实并惠及更多华裔学子。

华总当天并宣布将和当地电信企业

redONE 合作，由 redONE 推出配套计

划，从特定手机话费套餐中逐月捐献部

分费用给予“华总教育基金”。这也将成

为“华总教育基金”的起跑计划。

今年恰逢华总成立 30 周年。华总总

会长吴添泉表示，在疫情冲击下，此时启

动华总教育基金具有重大意义；教育是

百年树人大业，华总将结合一切可结合

力量，为华文教育、华人教育尽最大努

力。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

菲律宾陈埭镇同乡总会

举行首届职员就职典礼
近日，菲律宾陈埭镇同乡总会（下简

称“同乡总会”）在马尼拉以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方式举行首届职员就职典礼。

菲律宾晋江同乡总会理事长陈凯

复担任典礼监誓员并训诲，菲华商联总

会理事长林育庆担任大会主讲人。同乡

总会常务副会长丁劲樟介绍主讲人，秘

书长高铭森、李美龄、石琇担任大会司

仪。

同乡总会创会会长杨思育致辞表

示，衷心感谢在典礼筹备期间各方对同

乡总会的支持与帮助。他还表示，该会首

届会长林水真德才兼备、社会经验丰富，

且任众多社团要职。他相信，同乡总会在

其带领下，在全体同仁们的积极配合下，

必将构建出在菲侨胞合作的大平台，搭

建起与家乡联通的桥梁，进一步发扬在

菲侨胞爱国爱乡的团结精神，为菲华社

会发展与进步作出新的贡献。

（据东南网报道）

“红楼艺梦”主题展览 3月

31 日在荷兰海牙中国文化中

心开幕，展出《红楼梦》中外文

译本及其他相关书画和影音

作品。

此次展览由海牙中国文

化中心和中国文物交流中心

联合主办。中国驻荷兰大使谈

践、荷中友好协会代表等出席

了开幕式。展览分为“艺文红

楼”“艺观红楼”和“艺影红楼”

三部分，以“艺说”形式讲述

《红楼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

位和深远影响。

记者在现场看到，观众徜

徉在借鉴了江南园林亭台回

廊风格的展览现场，或翻看中

英法荷西等各种语言版本的

《红楼梦》，或驻足欣赏《红楼

梦》主题绘画作品，或在大屏

幕前观看《红楼梦》电视剧经

典片段。

在展品中，首部荷兰语全

译本 120 回《红楼梦》颇为引

人瞩目。这部译本由三位荷兰

汉学家和翻译家历经 13 年合

作完成，2021 年 11 月在荷兰

正式出版。译者之一哥舒玺思

对新华社记者说，上大学时，

她偶然接触到中文，被丰富多

彩的中国历史和文化深深吸

引，从此致力于中国语言和文

化的学习、研究和传播，出于

对《红楼梦》的热爱，她投入了

翻译工作。

“红楼艺梦”主题展览将

持续至 6月 24 日，其间还将举

办《红楼梦》诗歌鉴赏、重温经

典和红楼美食等主题活动。

（据新华网报道）

卢萨卡消息：中国驻赞比亚使馆 4

月 5日在位于首都卢萨卡的坦赞铁路纪

念园组织清明集体祭扫活动，深切缅怀

在坦赞铁路建设等中赞友好事业中献出

宝贵生命的先烈。

纪念园中央，书写着“中国援赞烈士

永垂不朽”的纪念碑巍峨矗立。使馆临时

代办赖波带领使馆工作人员和援赞中国

医疗队、军医组全体人员以及驻赞中资

企业代表，面向纪念碑鞠躬默哀、敬献鲜

花。赖波在讲话中回顾了中赞坦三国共

同修建坦赞铁路的光辉历程，鼓励驻赞

机构人员传承和发扬坦赞铁路精神，努

力开创中非、中赞关系和各领域务实合

作的新局面。

中国援赞比亚第 23 批医疗队队员

杜红升的父亲曾参与修建坦赞铁路。作

为第二代援非人，杜红升表示，将认真履

行援外医疗的光荣职责，展示中国医生

良好的精神面貌，为赞比亚人民提供优

质医疗服务。 （据新华网报道）

4 月 5 日清明节，

祭扫一战华工活动在比

利时举行，以此缅怀凭

吊用血肉之躯做出巨大

贡献的一战华工。

当日在比利时西部

波普林格市的一战华工

群雕纪念园，中国驻比

利时大使曹忠明率使馆

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和

侨胞代表等举行祭扫仪

式，其后又赴安葬一战

华工的波普林格市森托

克军人公墓祭扫。

祭扫仪式上，全体

人员面对一战华工群雕

肃立默哀，曹忠明向华

工群雕敬献花环，出席

祭扫仪式的波普林格市

第一副市长范多姆、中

资机构和侨胞代表分别

献上花环花束。

曹忠明致辞时表

示，此次在清明节专程

前来凭吊一战华工同

胞，意义十分特别。一是

寄托思念，祈愿同胞英

魂的安息；二是告慰先

人，砥砺民族复兴的意

志；三是铭记历史，坚守

珍爱和平的信念；四是

宣示友谊，映照中比关

系的未来。

波普林格市副市长

范德海格在仪式上表

示，一战华工在波普林

格从事装卸货物、修路、

搬运弹药等战地后勤工

作，很多人再也没能回

到故土。对波普林格市

而言，他们的故事是极

为珍贵的记忆，波普林

格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一

战华工的贡献。

作为与法国接壤的

比利时边境城市，波普

林格是一战主战场之

一。1916 年至 1918 年，

约 1.2 万名中国劳工被

部署到波普林格，其间

许多人献出生命；在利

森托克军人公墓，目前

安葬着 35 名已确认身

份的一战华工。

2017 年 11 月，三

座一战华工青铜纪念雕

像在波普林格市一战华

工群雕纪念园落成。雕

像以一战华工挖战壕、

运炮弹和抬担架三个典

型形象为主体，供后人

缅怀凭吊。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

中方人员赴坦赞铁路纪念园

祭扫缅怀先烈 清明祭扫一战华工活动在比利时举行

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 50 周年中日大学生论坛线上举办
3 月 29 日，中国驻日本大

使馆线上举办“携手向未来”

———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 50

周年中日大学生论坛，中国

驻日本大使馆临时代办杨宇

发表主旨演讲并与同学们线

上互动交流。来自北京大学、

浙江大学、同济大学、北京师

范大学、东京大学、筑波大

学、早稻田大学、庆应义塾大

学等 23 所大学的 30 名中日

留学生在线参加。中国驻日

本大使馆教育处公使衔参赞

胡志平主持论坛，中日两国

多家媒体代表在线出席活

动。

杨宇在主旨演讲中围绕

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 50 周年

主题，与同学们一起回顾了邦

交正常化历史和两国关系发

展历程。他指出，中日之间利

益融合已达到前所未有的广

度深度，两国关系发展给两国

人民带来了巨大利益。同时，

也要清楚地看到，当前中日

关系处在一个机遇与挑战并

存的时代，双方要以今年纪

念邦交正常化 50 周年为契

机，重温初心，把握机遇，战

胜困难，共同打造新时代更

加健康稳定、成熟坚韧的中

日关系。

杨宇表示，未来属于青

年，希望寄予青年，中日关系

的美好前景需要青年一代共

同努力实现。他向中日学生

们提出了要有独立思考的能

力、要做中日沟通的桥梁、要

立中日友好的志向三点建议，

希望同学们通过今天的活动

交流思想，收获友情。杨宇希

望大家增强作为民间交流使

者的自觉，踊跃投身于中日友

好事业，在各自领域为促进两

国交流合作作出积极贡献，为

传承弘扬中日友好补充新鲜

血液。

（据东南网报道）

阿根廷侨团向受科连特斯省火灾袭击的民众捐赠救援物资
近日，阿根廷科连特斯华

人商会（下简称“商会”）在该

会会长杨贞明的带领下前往

科连特斯省受火灾最严重的

四个城市，并向当地民众捐

赠救援物资。

科连特斯省阿尔维尔市市

长米格尔·安赫感谢商会的善

举。他表示，长期以来，在阿侨胞

以各种方式回馈阿根廷社会，

展现了慈善精神。在科连特斯

省遇火灾后，在阿侨胞们送来

的救援物资可谓是雪中送炭，

缓解了当地物资匮乏的问题。

商会秘书长钟伟表示，本

次商会向科连特斯省的圣米格

尔市、维拉索罗市、圣托·托梅市

以及阿尔维尔市共捐助了超过

350 万比索（约合人民币 42.83

万元）的物资。其中包括大米、面

条、白糖、面粉、饼干、油等。

华人义工协会会长何雄明

表示，在阿侨胞们不仅为当地

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作出了

贡献，在火灾发生后，当地民

众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在阿侨

胞立刻伸出援手，通过及时提

供物资捐助并积极参与当地

的灾后重建工作，此举充分发

扬了中华民族“一方有难，八

方支援”的传统美德。

（据东南网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