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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1月 2日上午，厦门市侨联系
统举办第九届厦门市侨界健步行活动，以倡导
全民健身运动理念，促进归侨侨眷联络联谊。

厦门市各级侨联、新侨人才联谊会、青委
会，市侨商会、各归侨联谊会、侨友合唱团、厦
门大学侨联、集美大学侨联、厦门理工学院侨
联、华侨大学侨联厦门校区分会及华文学院
侨联以及市侨联离退休干部职工及归侨侨眷
等上千位侨界人士、在厦华裔留学生代表等，
分别欢聚在思明区音乐广场、湖里区五缘湾
感恩广场、集美区水上运动中心、同安区梵天
寺广场、翔安区香山、海沧区片区马銮湾带状
公园，开启健步行活动。

据悉，思明区是每届健步行活动参与人
数最多的片区，包括街道侨联、联谊会、楼宇
侨联、互联网侨联、厦大侨联在内的 25支队
伍、千名侨界群众同步行走在风景旖旎的环
岛路。“侨界健步行年年都有，其实是为了凝
聚侨心。平时大家都很忙，找个时间让这些
归侨、侨眷们能够聚在一起，有一个相互沟通
交流的机会。”鼓浪屿侨联主席许一心表示，
自己年年都有参加，感觉很好，环岛路健步行
又可以强身健体。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思明区侨联特别增
设“共建美丽家园、共创平安思明、共享和谐
社会”广场宣传，开展垃圾分类、平安三率、扫
黑除恶、防诈骗、食品安全、法律咨询等宣传
服务，为侨界群众的生活增添获得感、安全
感、幸福感。思明区侨联青委会会长魏剑被
老侨艰苦奋斗的精神所感动，他表示，侨界青
年要以更加健康、积极、主动的姿态，弘扬传
承老侨精神，做好中国梦链接世界梦的使者，
传播好中国声音，拼搏奋斗、建功立业。

据了解，厦门市侨联系统已连续举办了9
届健步行活动，通过简单易行的健身方式，搭建了侨界联谊交流
的好平台，充分展示了侨界群众良好的精神风貌，激发大家参与
群众健身活动的热情，以健康的体魄、积极的状态投入到侨联事
业中去。 （许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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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 月 31 日，福
建首个涉侨互联网巡回审判
点启用仪式在三明市明溪县
沙溪乡举行。省高院副院长
欧岩峰，省侨联副主席翁小
杰，三明中院院长姚丽青，明
溪县委书记李腾等出席活动。

欧岩峰一行实地调研参观
了沙溪乡涉侨在线法官工作
室、涉侨互联网巡回审判点、
梓口坊村侨益司法保护示范中
心及雪峰镇城南社区侨益司法
保护服务基地，详细了解明溪
涉侨司法工作开展情况。调研
组一行还在县法院召开工作推

进会，就明溪下阶段如何立足
侨乡特色，不断提高涉侨司法
工作整体水平作了部署。

涉侨互联网巡回审判点
是集立案、送达、举证质证、调
解、开庭等功能于一体的“全
在线”诉讼平台，涉侨案件当
事人注册账号、进行实名认
证，通过平台人脸识别技术确
认后，即可在线办理立案、参
与庭审等事项。

涉侨互联网巡回审判点
的启用，打破了时间和空间障
碍，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司法需
求，为身处海外的当事人提供

了优质便捷的全方位司法服
务，降低当事人诉讼成本和法
院司法成本，提升涉侨纠纷解
决效率。同时顺应了“互联
网+”时代“智慧法院”建设的
发展方向，通过涉侨矛盾纠纷
的在线化解逐步积累并分析
海量信息，为建立人工智能辅
助涉侨矛盾纠纷化解系统奠
定大数据基础。这是明溪县
继 2017年成立的全省首个侨
益司法保护示范中心以来，打
造的又一涉侨维权司法品牌，
构建了“互联网+”的侨益司法
保护新模式。 （邓丽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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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5日下午，漳州龙海
市海澄都城隍庙迎来了阔别
200 多 年 分 灵 南 洋 的“ 亲
戚”——泰国宋卡海澄城隍庙
省亲团一行 19人，专程回乡拜
谒祖庭。

海 澄 都 城 隍 庙 始 建 于
1571年，其供奉的城隍爷是西
汉御史周苛，至今已有 400多
年的历史，从这里分灵出去的
城隍庙遍布中国台湾地区，以
及东南亚的许多国家。位于泰
国南部的宋卡城距离泰国曼谷
900多公里，背山面海，不仅是
泰南风光秀美的海滨城市和泰
南的重要商业港口，还是中国
通往东南亚的海上丝绸之路的
重要节点。

而这座有着 300多年历史
的宋卡古城的由来，离不开一

位福建人——吴让，他曾在宋
卡建立吴氏王朝并持续长达
126年的统治。据史料载，吴
让是漳州府海澄县山塘乡西兴
村人氏，生于清康熙丁酉 56年
（公元1717年）。1750年移居
宋卡，以种菜捕鱼为生。1770
年，郑皇大帝驾临宋卡时，吴让
来献其妻孥、奴隶、红烟，以乞
四岛、五岛燕窝专采权，愿年纳
税银 50斤。郑皇仅收所献红
烟 50 箱而允所请，并封为子
爵，爵号“銮因他奇里颂木”。
公元1775年，吴让晋京呈献税
金及贡品，郑皇视他为旧臣，并
由于其为人正直，对郑皇忠心
耿耿，乃封为宋卡城主，从此开
启了宋卡吴氏王朝的历史。

“269年前，祖先吴让像无
数下南洋的华侨华人一样，怀

揣着故乡城隍庙的香火，祈求
在城隍神明保庇中顺利应对未
知世界。所以，泰国才有这见
证两个半世纪海丝文明的‘番
客城隍’。”吴让的宗亲、泰国宋
卡城福建会馆主委、此次省亲
团长吴来福表示。长期致力于
中泰两国交流的吴来福，曾大
力促成宋卡吴氏归根认祖，他
表示未来将推动宋卡与龙海缔
结成“友好城市”。

据介绍，此行省亲团中多
数是宋卡吴让王的后裔，有七、
八、九、十代的嫡系与旁系子
孙。目前，经过 200多年的繁
衍，宋卡吴王后裔已达 20 万
人。他们表示此次省亲是宋卡
城福建乡亲寻根问祖的开端，
今后将有更多的泰国吴氏宗亲
陆续返乡寻根。（施必祥 许丹）

龙海龙海：：泰国泰国““亲戚亲戚””回乡省亲回乡省亲

为了让青少年走进博物馆，了解
闽西红色文化，传递闽西声音、讲好
闽西红色故事，参与宣传闽西红色文
化，10月下旬，龙岩市新罗区东肖镇
团委、文明办联合龙岩博物馆、红土
园丁东肖情教育服务社开设的小红
星讲解员培训班在东肖红色旧址群
开班。

小讲解员们先后参观了东肖后田
火星祠堂、暴动陈列馆、邓子恢纪念馆
等红色文化旧址。参观过程中，小讲
解员们认真听着讲解，并做好笔记，被
革命先辈抛头颅、洒热血的奉献精神
所感染，纷纷表示要好好学习，天天向
上，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生活。

本届小红星讲解员培训班将延
续至12月中旬，每期课程都安排丰富多彩的内
容，让学生们充分熟悉闽西红色历史，了解邓子
恢、张溪兜、张龙地、陈客嫲等闽西英雄儿女的
故事，培养学生们的语言表达能力，锻炼学生们

的胆量，拓宽他们的历史知识，从听故事，到讲
故事，培养一支爱奉献、有活力的小红星讲解员
队伍，为传承闽西红色基因奉献出自己的力量。

（林荣海 谢华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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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印尼江夏
合唱团一行 36 人访问福建，
受到了福州市印尼苏北同学
联谊会的热情欢迎。

印尼棉兰江夏乐龄合唱
团是一支以海外华人为主力
演员的乐团，在印尼华侨华人
文艺圈颇负盛名。印尼江夏
合唱团团长兼指挥、江夏公所
顾问、印尼苏北棉中校友会文
艺部主任黄明川对福州市印
尼苏北同学联谊会的热情接

待表示由衷的感激，并现场指
挥合唱团表演合唱歌曲。

据了解，此行印尼江夏合
唱团成员多为年迈老华人，团
长黄明川已 80多岁。上世纪
中叶，许多印尼华侨学生参加
棉兰中学昆仑合唱团，成为了
印尼具有影响力的文艺团体，
半个多世纪过去，如今他们虽
然 年 岁 已 高，但 依 旧 热 爱 音
乐，热爱合唱。

（陈炳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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