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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 月 8 日上午，

作为第 22 届投洽会重要活

动之一的“2022 绿碳产业

高峰论坛暨第八届（中国）

海峡两岸新能源产业创新

创业大赛”在厦门国际会

议中心成功举办。论坛紧

密围绕本届投洽会“全球

发展：共享数字机遇、投资

绿色未来”的主题，把握时

代大势，共话绿碳产业新

格局。

福建省侨联主席陈式

海出席活动并致辞。他指

出，由福建省新能源科技

产业促进会发起承办的新

能源论坛活动已逐渐成长

为历届“投洽会”期间的知

名品牌，希望本次论坛的

思想成果能够集众智、聚

合力，为实现“双碳”目标

作出贡献。福建省侨联将

进一步团结凝聚广大归侨

侨眷和海外侨胞，为新能

源产业的发展贡献侨界智

慧和力量。

来自“双碳”和绿色能

源领域的学者、研究机构、

智库专家以及科技创新企

业的嘉宾，围绕“强化科技

创新驱动、融合推动低碳

革命”的论坛主题进行了

探讨交流，国合洲际能源

咨询院院长王进、中能天

道（北京）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董事长张平、国网英大

碳资产管理公司项目管理

中心主任李树德、法国必

维集团区域经理陈祖杰等

行业专家,分别就国家双碳

政策及其走向、碳中和框

架路线与财政支持政策、

碳资产管理及碳中和实现

案例等主题进行分享，为

绿碳产业发展提供了新思

考、新方案、新路径。

本次论坛活动由福建省

侨联、福州市侨联主办，中

国侨联特聘专家委员会、中

国侨联新侨创新创业联盟、

国合洲际能源咨询院、厦门

市总商会、厦门市侨联、中

智科学技术评价研究中心、

福建省企业与企业家联合

会等众多单位给予大力支

持。 （林颖辉）

本报讯 近日，厦门市

侨联在团结大厦举办“爱心

惠侨·高考助学”活动，10 位

今年考入心仪高校的侨界

子女获得助学金。

市侨联主席陈俊泳、副

主席邓飚，思明区、海沧区、

同安区（竹坝华侨农场）、天

马华侨农场侨联代表，接受

助学的同学或家长一起参

加了本次活动。

市侨联连续多年组织、

举办捐资助学活动，活动的

实力和规模逐渐提升，持续

传递侨界爱心，爱心助学已

经成为厦门侨界帮助困难

学子筑梦未来的一个品牌

活动

座谈会上，陈俊泳对同

学们在考试中取得的好成

绩表示祝贺，她鼓励这 10

位同学在接下去的时间里

全身心投入学习中，学好

新知识、掌握新本领、增长

新才干，将来用自己的能

力和价值，回馈社会，回馈

侨界。

邓飚谈到，这次活动是

让大家“认个门”，市侨联就

在这里办公，这里是“侨胞

的家”。他叮嘱同学们好好

学习，不辜负家长和厦门侨

界的期望。

即将走进高校开始崭新

学习生活的同学们纷纷表

示，无论继续研读深造，还

是早日学成归来，都将牢记

侨界的涓涓爱心，未来将用

自己的行动回馈家国社会。

（肖家豪）

2022 中菲友好交流摄影展

顺利开展
本报讯 2022 中菲友好交流摄影展(漳州专场)

9 月 6日上午在漳州市美术馆开幕。漳州市副市长

崔为磊、菲律宾驻厦门总领事馆副领事何怡莲出

席活动并致辞，菲律宾驻厦门总领事馆总领事欧

莉娜视频祝贺。

崔为磊指出，漳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

节点城市和著名侨乡。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带

动双方贸易、文化、移民等频繁互动，奠定了漳州

与菲律宾血缘亲、情缘深、商缘浓、文缘广的深厚

根基。当前，漳州与菲律宾交流交往重趋活跃、展

现新气象，中菲“两国双园”项目顺利推进，漳州市

与菲律宾巴丹市签订结好意向书。

本次展览展出 30 多位中菲两国摄影家 110

余幅摄影佳作，全方位、多角度展示两国的发展成

就、文化遗产、民风民俗、自然风光等，给予参观者

强烈的视觉冲击和情感共鸣，可以从中体悟到两

国摄影家深切的爱国爱乡情怀。

本次活动由菲律宾驻厦门总领事馆、漳州市

文化和旅游局、漳州市归国华侨联合会联合主办，

漳州市美术馆、厦门海丝艺术品中心、海外华侨华

人社团厦门联络总部共同承办。2022 中菲友好交

流摄影展以漳州、厦门双城巡展形式举办，漳州 9

月 6 日到 9月 24 日首展，厦门 10 月 21 日到 11 月

5日巡展。 （张金川）

古田海外侨领

相聚“云端”共庆中秋
本报讯 宁德市古田县日前举办海外侨领“云

上中秋”茶叙会，马来西亚、泰国、南非、洪都拉斯

等十多个国家的古田籍侨领等 30 多人相聚“云

端”共庆中秋，叙乡情，话未来。

古田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林雄弟表示，希望涉

侨部门为侨提供更好的服务保障；希望在外侨胞克

服疫情带来的困难，在事业上获得更好的发展。

茶叙会上，海外侨胞互相表达中秋问候，诉说

思乡之情，并纷纷表示，将会做好一名“古田使

者”，推动更多的企业、人才落地古田，支持古田的

经济高质量发展。

古田县侨联主席钱本勇说，要与海外华侨华人

保持亲密联系，增进友谊，加强共识，支持人才返乡、

进一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共同促进经济发展。

古田县检侨驿站、侨益保护法官工作室负责

人表示，将继续以维护侨胞权益为首要宗旨，在保

护侨乡文化、维护侨界群众合法权益、做好相关法

治宣传、提供优质营商环境等多个方面发挥作用。

（陈宇婷）

本报讯（通讯员陈忠苗）9月 9

日上午，一场向黄廷元家族赠书

活动在新圩镇金柄村黄氏大宗

祠堂（紫云书院）举行，以书联

“侨”，讲好中国故事，赓续爱国

精神。

捐赠现场，翔安区侨联、新

圩镇政府向黄廷元家族海内外

宗亲代表，捐赠紫云黄氏金柄名

人系列连环画之《辛亥英杰黄廷

元》150 本。

翔安区侨联主席朱延望，

新圩镇人大主席黄志峰，黄氏

宗亲代表厦门江夏堂会长黄伟

煌，新圩镇侨联及紫云黄氏金

柄大宗理事会人员等参加捐赠

仪式。

黄廷元，同安马巷西炉村

人，祖籍金柄。生于 1860 年，逝

于 1936 年，享年 76 岁。创办淘

化大同食品罐头厂及厦门自来

水、电灯、药房、制冰等 10 多家

企业。先后捐资兴办 16 所厦门

早期的学校，赞助福建各地多

所医院，在家乡开办海滨学

校、建祠堂、造桥铺路。领导

“保全海后滩公民会”，与英国

殖民者坚决斗争，迫使英政府

无条件交还租界。主持厦门商

会抵制洋货，声援反美爱国运

动。兴办报业，堪称厦门报业

之元老。

《辛亥英杰黄廷元》一书再

现黄廷元先贤光辉的形象，生

动展现了辛亥英杰黄廷元甘于

奉献、艰苦创业、捐资助学、一

心为民、敢于斗争等爱国爱乡

精神。

据了解，翔安区侨联还积极

主动对接海外侨胞，通过邮寄及

时把赠送书籍送到海外侨胞手

中。黄廷元的孙子黄章谊将《辛

亥英杰黄廷元》翻译成英文版，

分送给居住在 9 个国家的黄廷

元后裔子孙，让黄廷元光辉事迹

在海内外中华儿女中代代相传。

集美中学颁发

张毓英专项奖学金
本报讯（通讯员李文超张玲）9月9日，集美

中学在高中部大礼堂举行教师节表彰活动

暨庆祝活动，集美区港澳政协委员张贤为高

三优秀毕业生颁发张毓英奖学金。集美区侨

联主席陈群英、香港集美校友会会长李凤翔

夫妇出席活动。

张毓英是集美中学高中 32 组校友，在集

美中学读书时，张毓英曾当面聆听校主陈嘉

庚的谆谆教诲，他一直铭记在心，并以此教

育子女。张毓英之子、华宝企业董事长张贤，

为缅怀父亲对陈嘉庚的崇敬精神、纪念父亲

为厦门建筑业所作出的贡献，同时也为激励

集美中学的学生学习工民建专业的热情，于

2018 年在集美校友总会设立“张毓英专项奖

学金”。每年捐赠 5万元人民币，奖励集美中

学当年高考考上工民建专业的学生或高考

成绩名列前茅的学生。张毓英专项奖学金至

今已为 50 位获奖学生颁发奖学金。

联墨展见证两岸一家亲
让传统历史文化代代传承
本报讯据厦门晚报报道中秋假期，“纪念

郑成功收复台湾暨厦门朝宗宫立庙 360周年”

联墨展在思明区文化馆举办，展出海内外文人

雅士所作的楹联70余副，持续至 9月 20日。

今年是朝宗宫立庙 360 载，又恰逢郑成

功收复台湾 360 周年。为弘扬妈祖大爱精神

及郑成功的爱国情操，思明区文化馆和朝宗

宫联合举办此次展览，于今年初开始征联，

收到来自国内的香港和台湾等地区，以及美

国、马来西亚、越南、加拿大等国家的楹联百

余副，经筛选，入选 70 余副，邀请书法家挥

毫泼墨进行展示。

朝宗宫管委会主任林招治介绍，此次展

出的楹联作品讴歌郑成功爱国情操，赞扬妈

祖大爱精神，描绘厦门港与鹿耳门港的繁荣

景象。用联墨方式，让“两岸一家亲”的历史

文化代代传承。 （龚小莞 林坤山）

致公党厦门市委
开展“关爱教师健康”义诊
本报讯（通讯员 柯雯靖）9 月 9 日下午，致公

党厦门市委副主委关琰珠率市委医卫健康委员会

开展“尊师重教 关爱教师健康”义诊活动，走进厦

门实验中学，为老师们开展健康检查及义诊服务。

致公党市委医卫健康委员会主任钟永泉，副主任

郑建玮、杨永贵及部分委员参加活动。

关琰珠充分肯定了此次义诊活动。她表示，医

卫健康委员会的成立初衷，就是发挥致公党医疗

卫生界党员的专业优势，有效推动厦门市医疗卫

生事业发展，为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

医卫健康委在教师节前夕为老师们义诊具有特别

的意义，也希望能借由这一份特殊的礼物，向辛勤

奉献的教育工作者们致以崇高的敬意，为老师们

带去健康和关怀。

活动中，委员们发挥医卫专业优势，为教师们讲

解日常保健、慢性病防治等健康知识，开展量血压、

测血糖等健康检测服务，还针对部分教师行业常见

病进行现场诊疗并给出专业治疗建议。委员吴超英、

吴秀蓉、刘凯华、郑艳玲、李盛德、林鸿及思明区第十

支部党员郭正权参加活动。现场，致公党思明区第十

支部主委、法制建设委员会委员连丽平发挥法律专

业优势，为教师们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本报讯（通讯员王昌泽张玲）

9 月 8 日，集美区侨联携手厦

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内

科、集美区委统战部、区政协

港澳台侨委及后溪镇崎沟村联

合举办的“知彼知己，早防早

智———携手向未来”志愿活动

如期举行，来自崎沟村的 50 余

名归侨侨眷及社区居民参加了

本次义诊，这也是集美区侨联

连续第九年牵头组织举办的

“走近集美侨乡巡回义诊”在

本年度组织的第二场义诊活

动。

厦门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

神经内科主任牛建平为大家作

阿尔茨海默病的健康知识讲座，

围绕阿尔茨海默病的症状、发病

趋势、患者的自我评价、自我管

理、预防等方面进行了深入解

读，丰富了群众医学知识。讲座

结束后，牛建平带领医疗团队为

村民进行义诊活动，免费提供血

压测量、血糖检验、阿尔茨海默

病问诊。整个义诊场面火热而有

序，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

医疗服务。

参加活动的归侨侨眷表示，

侨联把专家请到村里，让大家在

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免费的专家

问诊服务，期待多举办这样的活

动。

翔安区向黄廷元家族宗亲赠书

集美举办巡回义诊为归侨侨眷献爱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