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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位蚶江籍乡贤
担任要职

本报讯 2017年12月28日晚，
北京石狮商会第二届理监事会暨京
津冀石狮企业联谊会就职典礼在北
京举行，十多位蚶江籍乡贤在北京
石狮商会第二届理监事会中担任要
职。
北京石狮商会换届，蚶江镇锦
里村乡贤、中泰（北京）物流有限公
司董事长吴新艺先生荣任会长；蚶
江镇莲埭乡贤、北京中安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董事长林添梁先生荣任创
会会长；蚶江镇水头村乡贤、北京耀
兴泽亿服饰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文礼
荣任监事长；郭景聪、许文献、蔡炳
照三位蚶江镇籍乡贤荣任常务副会
长；王世跃、庄培育、林清厘、施卫
东、洪传松、蔡财维六位蚶江镇籍乡
贤荣任副会长；此外，还有林国庆等
18位蚶江镇籍乡贤分别荣任常务
理事、理事、会员。
（记者 兰良增）

古泉州（刺桐）史迹申遗
华侨看海丝
将
“海丝”
精神
传承下去
“我们这些在外打拼的人更要
将海丝精神传承下去。”前不久，在
菲律宾工作了二十多年的董美霞
跟随菲律宾永宁乡亲回乡参加第
六届永宁古卫城暨城隍文化节，看
到永宁文化旅游产业取得了不错
的成绩，又得知“姑嫂塔、六胜塔、
林銮渡（石湖码头）”与泉州范围内
的其他13个遗产点一起，组成“古
泉州（刺桐）史迹”申报世界遗产这
一好消息，她非常开心自豪，并向
记者表示，回到菲律宾后一定要跟
其他乡亲说这件事，让大家好好为
家乡文化旅游做宣传。
董美霞说，她家住永宁镇区，由
于她的外婆是杆头村人，所以小时
候她常去外婆家玩。“外婆家就在宝
盖山下，在院子里一抬头就望见了
姑嫂塔，小时候觉得姑嫂塔特别高，
我外婆会跟我讲姑嫂塔的故事，我
至今仍印象深刻。”董美霞笑言，小
时候不懂事，听到姑嫂二人化身石
塔的传说有一点怕怕的。后来长大
了，背井离乡到菲律宾才真正明白
姑嫂塔的意义。“政府把姑嫂塔、六
胜塔这些景点做成公园，现在环境
比小时候好多了。”董美霞打开手机
相册，记者看到她相册中有不少姑
嫂塔的照片，她说自己一年回家乡
两三次，每次都会去姑嫂塔，走在宽
阔平坦的登山道，一边健身一边看
风景，她感受到家乡的发展变化，尤
其是家乡对姑嫂塔等海丝景点的保
护也一年比一年做得更好。
“国家推广‘一带一路’战略，
现在海丝文化在菲律宾也很红。
我们家乡有三处‘海丝’遗迹真的
太棒了，一定要好好宣传。”董美霞
说，她认为的“海丝”精神代表开拓
进取、勇往直前，这是先辈们留下
的宝贵财富，她现在也是“海丝”路
上的一员，要将家乡的“海丝”精神
传承下去。
（记者 占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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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宁 67 年侨捐项目资金近 4 亿
在永宁侨联主席洪全克
的办公桌上，放着一本名为
《泽披桑梓》的书，这本书共
有 288页，里面收录了 1949
年 10月 1日至 2016年 12月
31日永宁镇全镇辖区内海外
华侨华人及香港、澳门、台湾
等地区同胞个人、社团、企业
捐赠资金达1万元以上的公
益项目信息4348条，捐款总
额 达 人 民 币 39532.6914万
元。
自 2015年以来，永宁镇
侨联就开展侨捐项目普查工
程，并于2016年率先完成任
务。2017年永宁镇侨联借助
镇侨联第五次侨代会召开之
机，再次梳理侨捐档案，将

4348条侨捐公益项目汇编成
册。“这本书既可以为永宁镇
新中国成立以来海内外乡亲
的捐资情况留下一份完整
的、宝贵的档案资料，也可让
世世代代的家乡人永远记住
侨胞、港澳台同胞热爱祖国、
心系桑梓、无私奉献的精
神。”洪全克告诉记者，这本
书首批印制了200本，主要赠
予上级侨务部门、海外社团
及各个村（社区），有不少海
外侨亲看到这本书后爱不释
手，尤其是当侨亲们在书中
找到自己捐赠的项目后，欣
慰幸福之情溢于言表。
记者看到，该书根据 24
个村（社区）划分侨捐项目，

在详细的侨捐项目之前会有
一张总表，记录了67年里每
一年的侨捐工程数量、金额，
而后便将有照片资料的侨捐
项目展示出来，小到一台打
印机，大到永宁古卫城城门，
都收录在书中。
“这本书里的照片有
1369幅，但我们拍的照片远
远不止这些。”洪全克告诉记
者，侨捐项目收集整理是一
项严谨的工作，为使侨捐项
目资料更加准确，镇侨联历
时八个月，二人一小组，采取
“扫荡”式的方法，依托村两
委、老村干、老年协会、村侨
联小组长等引路报项目，逐
个角落进行分段式采集。而

坑东旅港乡贤热心公益事业
为家乡捐建灯光塑胶篮球场

本报讯 2017年12月
28日，宝盖镇坑东村新建
的灯光塑胶篮球场工程通
过验收。有了“高大上”的
篮球场，村民们都高兴不
已。而让大家津津乐道的
是，这一篮球场是由热心
公益事业的旅港乡贤吴银
河先生捐建的。
为了进一步完善村
落文体活动设施，丰富村
民的文体生活，此前，坑
东村各方研究设想，在村
落中建设一个灯光塑胶
篮球场。得知村落要完
善文体设施的想法后，旅
港乡贤吴银河当即决定，

要为家乡捐建篮球场。
在吴银河的大力支持下，
很快，坑东村对老年协会
活动场所旁的一处闲置
空地进行清理、平整，充
分利用起来，于2017年上
半年开始建设灯光塑胶
篮球场。经过几个月的
紧张施工，原先的空地摇
身变成了一个美丽的灯
光塑胶篮球场，球场旁还
砌起了看台等配备设施。
对于吴银河的善举，
村民们纷纷点赞。“长期以
来，吴银河家族非常热心
家乡各项公益事业。”坑东
村老年协会的老吴介绍

说，近年来，吴银河接起父
亲吴清水的接力棒，慷慨
解囊，支持家乡教育事业、
慈善事业、老龄事业、文体
事业等各项事业建设，得
到了广大村民的好评。除
了为家乡捐建灯光塑胶篮
球场外，多年来，以吴银河
父亲的名字命名的坑东吴
清水家族教育基金每年都
会举办奖教奖学活动，奖励
考上大学的优秀学子和坑
东小学优秀师生；以吴银河
母亲的名字命名的坑东吴
李鸳鸯慈善基金，经常开展
帮扶济困活动，等等。
（记者林智杰）

每一个侨捐项目，永宁侨联
都在收集资料时为它们配上
了照片，同时要求与侨捐项
目有关单位、人员开具项目
证明，证实此项目确为侨捐
项目。
“永宁镇是著名侨乡，永
宁籍海外华侨多达数万人，
且永宁籍侨亲乡贤始终秉承
爱国爱乡、支持家乡建设的
优良传统，为家乡建设捐资
出力，如今永宁辖区留下的
这些侨捐工程就是最佳见
证。”洪全克表示，这本书的
每一页，每一个项目都是侨
亲们对家乡的深情，犹如一
座座丰碑，让人感动、感恩，
肃然起敬。 （记者 占婷）
石狮七中教育基金会

高领专项基金颁奖
本报讯 石狮七中教育基金

会高领专项基金颁奖典礼2017
年 12月 22日在石狮七中举
行。高领专项基金出资人、上
海石狮商会荣誉会长、旅居加
拿大侨亲蔡建国，以及石狮市
教育局、祥芝镇的负责人，石狮
七中教育基金会的有关人员等
参加仪式。
据介绍，石狮七中教育基
金会高领专项基金是由蔡高领
之子蔡建国捐资，于2004年11
月成立的，旨在弘扬尊师重教
的良好风气，为家乡的教育事
业做贡献。基金会成立 12年
来，石狮七中累计有1300人次
优秀教师、优秀学生受到石狮
祥芝蔡高领家族教育基金的表
彰，奖励金额高达100多万元。
2016年年初，蔡建国决定提高
专项基金奖教奖学标准，每年
出资40万元左右用于七中的奖
教奖学。
此次颁奖大会，该基金共
出资42万元进行奖教奖学，其
中，36万多元共奖励2017届初
三毕业班中考教学质量“优秀
奖”、2016-2017年度优秀教师
奖、学生成绩优秀奖、学生进步
奖、优秀学生干部奖、中考学校
前十名优秀学生奖等；3万元慰
问病困教师；4万元奖励在“差
异教学”改革实验中成绩突出
的师生。
（记者 许小雄 通讯员 王盛吉）

这事确定了，
玉浦又要制作
“米龟”
本报讯 2018年春节，宝盖
镇玉浦村又可以体验“摸龟”习
俗。2017年12月28日下午，玉
浦寿昌宫管委会开会研究决
定，在2018年春节期间举办第
四届“乞龟”民俗文化活动。据
悉，来自澎湖天后宫的师傅又
将来到玉浦，帮忙制作“米龟”。
2015年春节，玉浦寿昌宫

管委会举办玉浦村首届“乞
龟”民俗文化活动。当年的活
动，让玉浦寿昌宫管委会与澎
湖天后宫的“米龟”制作师傅
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自此，两
地交流互动频繁，连续三年
来，澎湖天后宫的师傅每年都
到玉浦，帮忙制作“米龟”。
“我们已经与澎湖天后宫

联系好了，2018年元月下旬，
澎湖天后宫的师傅将到玉浦
制作‘米龟’。”玉浦寿昌宫管
委会有关负责人表示，第四届
“乞龟”民俗文化活动的“米
龟”规模与 2017年的相差不
多，投入的米量或将略多一
些。2018年春节前，市民即可
到玉浦看“米龟”。

据介绍，此次“乞龟”民俗
文化活动的内容较往年丰富,
目前初步确定的活动，除了
“乞龟”外，除夕夜还将举办
“跳火群”等闽南过年民俗活
动，正月初七将有广场舞、闽
南戏剧小品、灯谜展猜等形式
多样的文艺与民俗活动。
（记者 林智杰 通讯员 许建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