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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集美学村正大门一侧，一
栋红砖白墙的嘉庚建筑屋顶上，
立着“集美侨联”四个大字。这栋
中西合璧的大厦便是集美区凝聚
侨乡侨力的重要原点。
集美是著名的侨乡，近年来，
集美区大力传承弘扬 “一精神三
文化”（即嘉庚精神和华侨文化、
闽南文化、学村文化），侨乡文化
占据着重要的引领作用，为集美
区奋力开创新时代 “五大发展”
示范区提供重要支持。
而侨联大厦作为 “侨胞之
家”，
更是凝聚广大侨胞侨眷心系
桑梓、情注故里，大力支持兴教助
学等公益事业，为家乡开放发展、
引资引智牵线搭桥重要的联络
点，积极发挥集美独特优势，积极
融入“一带一路”，把集美侨乡建
设成为中国最美侨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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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迎着改革开放的春
风，一幢侨联大厦在集美拔地而
起，中国侨联原主席庄炎林亲自
为集美侨联大厦题名。据了解，
当
年大厦的建成得益于 60多位侨
胞的慷慨解囊。从此，
集美侨联有
了自己的家，也就是现在侨联大
厦的前身。此后，
集美区在这座老
侨联大厦里积极凝集广大侨胞，
为集美发展侨乡文化打下基础。
2006年后，因集美旧城改造而拆
迁，侨联大厦也需要易地另建，才
有了如今新的侨联大厦。
2013年，新集美侨联大厦终
于落成，与集美校友总会会馆连
体组成同座大厦，为集美区开展
侨联工作提供更便利的条件，也
成为侨联建设的重要标志。
近些年，在区委区政府的支
持下，新侨联大厦投入 50万元对
内部进行设施完善，
2014年 10

月正式搬迁入驻。新建成的侨联
大厦运用“互联网 +”建立健全
侨情档案，完善侨胞、侨资、侨企
资料，实现侨情“一本清”。通过
建台搭桥，使广大侨胞聚会有场
所、活动有“阵地”、回乡有“娘
家”，
切身感受“家”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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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集美旅居海外的华
侨华人约 6.
3万人，归侨侨眷约
1.
8万人。侨联更是以侨为桥、以
侨引侨，主动配合开展招商引资、
招贤引智工作，积极参与海峡论
坛、九八投洽会、金砖厦门会晤等
大型活动以及自贸片区、
“一带一
路”建设，
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
发挥积极作用。广泛对接东南亚
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侨领、侨
商、社团和知名人士，为广纳新侨
创新创业人才牵线搭桥。
为了让青年侨胞们了解中华
文化，集美区每年举办主题寻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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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冬）令营等活动，拓展新侨人
才，让新侨更近距离地走进集美、 “ 厦 门 市 侨 联 系 统 先 进 集 体 ” 社局、
中国侨联表彰为“全国侨联
融入集美，
追寻中华传统文化。
系统先进集体”。
“2013至 2017年度全省侨联系
集美区侨联还先后被评为
统先进集体”。今年 8月被国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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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举办比赛的初衷之一。”主
办方表示，
“我们发现，闽南地
区以‘爱拼敢赢、团结互助’为
代表的精神与《王者荣耀》所体
现的电竞精神高度契合。通过这
次在厦门举行的分站赛，也希望
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闽南的精
神特质和海洋文化。”
本次比赛的赛场位于集美
万达广场中庭，
主舞台的设计中
加入了闽南先辈开拓海上丝绸
之路所乘坐的帆船元素。“‘航
海英雄孙策’是《王者荣耀》游
戏中的一个热门英雄，与闽南的
海洋文化也有共通之处。”比赛
期间设置了惠安女舞蹈、南音等
充满地方特色的表演环节。对于
观众来说，
这不仅将是一场精彩
的《王者荣耀》巅峰对决，还是
一次内涵丰富的闽南文化盛宴。
同时，
比赛现场还设置闽南古厝
风格的合影墙以及茶艺体验等
互动区，
观众可以在比赛间隙参
与互动体验。除此之外，在本次
比赛中，
主办方特地安排了闽南
话解说员，
为观众送上最接地气
的比赛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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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0日 -11日，由腾讯游戏主
办，
厦门建发星汇电竞承办的第
六届《王者荣耀》城市赛分站赛
将在集美万达广场中庭举行。在
为期两天的比赛中，来自福建、
浙江、
江西三省七个城市的七支
队伍将为了荣誉而战，
争夺大区
赛和全国总决赛的席位。这七支
队伍都是从各自城市的海选赛
中经历了残酷的厮杀脱颖而出
的强者，其中“天天向上”战队
就是从 63支 战 队中 杀出 一 条
血路，
代表厦门跻身分站赛的赛
场。这也是《王者荣耀》城市赛
的分站赛首次在厦门举办。
过去五届，
《王者荣耀》城
市赛走过了全国约 70座城市。
无论走到哪里，
这项赛事都会与
举办地的传统文化进行深度结
合。赤壁的三国文化、乌鲁木齐
的西域文化、洛阳的“国礼”牡
丹瓷等历史文化符号都在 《王
者荣耀》 城市赛中留下过深刻
的印记。“尽可能深地对话每一
座城市，让《王者荣耀》城市赛
成为当地的一张电竞名片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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