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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狮留联首次
举行新会员面试

本报讯 4月4日晚，石狮
市留学人员暨归国创业人员
联谊会（以下简称“石狮留
联”）第一期新会员面试活动
在石狮留联秘书处举行。本
次面试由石狮留联会长刘德
攀，执行会长林长江，常务副
会长兼秘书长施庆丰担任面
试官，留学于澳大利亚、日本、
英国、新加坡等国家的近10名
待审核会员参加面试。
据了解，石狮留联的入会
流程为：海外留学人员需由2
名常务理事级别以上人员进行
推荐入会，提交入会申请表并
附相关资料；有海外工作经验
者需由2名副秘书长级别以上
人员进行推荐入会，提交入会
申请表并附相关资料。此后再
经过初审、面试、会长办公会决
议通过成为会员。
（记者胡丹扬通讯员蔡颖颖）

古浮举行
返乡侨亲座谈会
本报讯 4月5日晚，祥芝

镇古浮村举行返乡侨亲座谈
会，古浮村海内外乡贤齐聚一
堂，共叙乡情，共谋乡村文化
发展建设。
座谈中，祥芝镇负责人表
示，古浮村富有历史文化底蕴，
希望古浮村能够在文化的引领
下，凝聚全体海内外乡亲的智慧
和力量，在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
进程中再攀新高。古浮村有关
负责人就明年古浮小学建校100
周年，今年8月份举办以“古浮画
匠画古浮”为主题的文化节，正
在进行的《古浮村志》编纂等工
作事项作重点介绍。旅港乡贤
蔡明东、蔡荣煌，旅澳乡贤蔡国
强，旅菲侨亲蔡志雄等乡亲代表
认真听取并围绕古浮村的文化
工作积极建言献策，以实际行动
助推乡村文化振兴。
（记者胡丹扬通讯员蔡怀诚）

郑厝召集乡贤座谈
共商村落发展思路

本报讯 4月6日，宝盖镇郑
厝村老人食堂里很是热闹。当
天，该村充分利用清明乡贤返乡
的契机，专门召开了一场乡贤座
谈会，发动乡贤为家乡的建设与
发展献计献策。宝盖镇有关领
导、郑厝村“两委”成员与40名返
乡乡贤参加座谈会。
座谈会上，郑厝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郑爱军给返乡乡
贤介绍了老人食堂、小学生校外
辅导站的创办情况，通报了村委
会近来所开展的一些工作与项
目建设，并重点介绍了下一阶段
的工作计划。当天，40名从香
港、广东等各地返乡的乡贤参加
座谈。大家对村落所发生的变
化与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
并纷纷为村落的建设与发展建
言献策。 （记者林智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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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山：薪火相传百余年 筚路蓝缕育英才
琼山中心小学创校回顾（一）
“侨”锦尚

百年筚路蓝缕，琼山中心
小学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完
成了薪火相传的跨越。从1912
年创校开始，琼山中心小学在
海内外乡亲和社会各界人士的
支持下，全校师生员工锐意改
革，艰苦创业，励精图治，英才
辈出，共同谱写琼山辉煌篇
章。在此，回首过往，一起来看
看琼山中心小学时光荏苒的那
段历程。
1912年，锦尚还未有学校，
“办学堂、学文化、求知识”成为
了村民的奢望，当时的菲律宾
商界巨子邱允衡先生洞察民
情，体恤民意，慷慨热心，汇款
给家乡创办了琼山学校，并成
立琼山校董会，掌理学校事务，
聘请吴修潭先生为首任校长，
暂时借用锦尚邱氏祠堂作为校
舍，学校开办后，首期虽然只有
学生百余人，但村中不论贫富，
村民的子女都可入学就读，这
就是锦尚新文化教育的开始。
曾 闻“ 善 教 者 使 人 继 其
志”，初创的琼山学校在校董会
的全力扶植下，教师以“传道、
授业、解惑”师表风范激励学生
勤奋学习，学有所长，也学有所
用，而学生人数则与日俱增，竟
使邱氏祠堂无法容纳。1928
年，乡贤邱奕经腾出新建楼房
用作学校教室，虽然暂时解了
校舍紧缺燃眉之急，但权宜之

计终非长远。
1930年，校董邱奕篇不顾
自身病重，两度带病赴菲律宾
募款筹建琼山新校舍，在他的
无我精神感召下，锦尚旅菲乡
贤踊跃捐献，每人捐献一个月
薪资，用于家乡建设校舍所用，
众志成城之下，1933年，一座占
地400多平方米的钢筋结构二
层大楼终于拔地而起，成为当
时闽晋东南规模最大、最堂皇
的教学大楼。优越的教学环境
激发教师尽心从教，学生也发
奋攻读，学校也因此声誉鹊起，
邻近村落的子弟争相入读琼
山，并以此为荣。
日寇侵华期间，侨汇中断，
学校经费告竭，为不致学校关
闭，学生失学，校董会号召全
体师生“勤工俭学”，校董及经
济能力许可的家长则实行“以
生养师”制，董事们身体力行，
实行节衣缩食，捐资助教，乡
中校友如邱允钩、邱奕墀、邱
笑治、邱毓秀等人也挺身而
出，自愿到校担任义务教师，
终使学校在极端的困境下教
学秩序能够正常运作。日寇
投降后，旅菲侨亲纷纷回乡省
亲。1947年，杰出侨商邱季西
为琼山学校捐建一座标准的
水泥篮球场；乡贤邱奕墀夫人
邱龚淑凤用她的私蓄捐建一
座校舍，此时，琼山学校拥有

可容 500多人集会的中间礼
堂，南北两侧各有一间宽敞明
亮的教室。新中国成立后，在
政府重视基础教育的推动下，
琼山学校就读儿童逐年增加，
校舍再度紧缺。海外侨胞闻
风而动，此时有邱奕墀、邱奕
桂昆仲捐建教室三间及露天
加顶剧台一座；邱奕革先生于
1958年捐建琼山小学第一校
舍围墙及南北两校门；邱允望
捐建幼儿园园舍一座三室，但
教室仍紧缺。
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非常
时期，乡中有识之士仍视教育
事业为己任，多方设法与旅菲
同乡会联系，呈送建造新校舍
的总体规划设计方案，并附上

家乡人的企盼呼声，获得任上
理事长邱允恺的热烈响应，加
上理事邱奕革、邱于荣积极推
动，侨亲齐心协力再度捐资建
设新校舍，共建成大穿堂二层
教学楼，拥有 16间教室，同时
邱奕革独资捐建一座可容1500
人的大礼堂，新校舍于1972年
竣工，校区总占地 20多亩，当
时规模在晋江县可谓是首屈一
指，这是琼山学校的第二新校
址。在那特殊年代，琼山再次
展示了她的英姿，而旅菲锦尚
同乡会捐资家乡的事迹更是蜚
声闽东南，充分展示海内外琼
山人筚路蓝缕的不屈不挠精
神。
（记者 邱育钦 通讯员 蔡文革）
缅怀
“石狮功勋”
成学校清明传统
主题教育活动
本报讯 每年清明前后，宝盖

石狮市中英文实验学校与菲律宾侨中学院加强交流合作

开展研学共建特色教学平台
本报讯 4月9日，石狮
市中英文实验学校迎来了
菲律宾侨中学院师生一行，
他们将在该校进行为期一
个月的随班学习和生活。
据悉，这是菲律宾侨中学院
继2015年后，第二次派学生
到石狮市中英文实验学校
体验学习生活和开展研学
交流活动。
石狮市中英文实验学
校是一所由卢祖荫、卢温胜
等爱国侨领、香港知名人士
投资创办非营利性九年一
贯制民办学校。一直以来，
学校都很注重校园英语氛
围的营造和学生英语口语

交流平台的搭建。2015年，
学校首次迎来菲律宾侨中
学院师生莅校开展研学交
流。在学校的热情接待和
悉心照顾下，菲律宾侨中学
院学生不仅学到了丰富的
知识，还学到了优秀的中华
文化，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
魅力，同时也收获了深厚的
友谊，度过了一个愉快充实
的假期。2018年7月，石狮
市中英文实验学校组织 21
名师生赴菲律宾，联合菲律
宾侨中学院开展的“手拉手，
中菲同学一起朝前走”为主
题的探寻“足迹”、探寻“祖
地”的学生交流活动，并在侨

中学院总校进行为期8天的
交流学习。
当日上午 9时，石狮市
中英文实验学校在大礼堂为
菲律宾的朋友们举行了欢迎
会。欢迎仪式在校铜管乐的
表演中拉开了序幕。欢迎仪
式上，中菲双方学校都带来
了精心准备的文艺节目，有
啦啦操表演、花样跳绳、二胡
独奏、南音表演、中国舞等。
大家非常珍惜这难得的相聚
机会，表示将和谐、愉快地相
处，共度美好的时光，互相促
进，共同成长进步，共叙中菲
友情。
（记者 许小雄/文 颜华杰/图）

镇郑厝村关工委都会与石狮三中、
三中附小等中小学联合开展祭扫
郑声党、蔡碧霞陵园活动。这不，4
月9日上午，石狮三中、三中附小、
明红幼儿园学生代表200多人与
郑厝村关工委、苏厝村关工委的有
关负责人满怀崇敬之情，来到了郑
声党先生、蔡碧霞女士长眠之处，
开展“缅怀石狮功勋、做新时代好
少年”清明节主题教育活动。这也
成为了石狮三中、三中附小每年坚
持开展的传统主题教育活动。
当天，学校师生、关工委老同
志一起追思了郑声党夫妇的爱国
爱乡的感人事迹。郑声党先生、蔡
碧霞女士是著名的爱国侨亲，独资
捐建石狮教育中心、石狮三中、三
中附小、福建省医科大学附属第二
医院碧霞楼等公益事业，等等。因
为爱国爱乡，为公益事业贡献突
出，石狮市委、市政府代表民意，授
予郑声党、蔡碧霞伉俪“石狮功勋”
铜牌匾；福建省人民政府给予树碑
表彰；国务院侨办专门行文嘉奖。
清明前后，石狮三中、三中附小开
展缅怀“石狮功勋”活动，目的就在
于让孩子们铭记侨亲的丰功伟绩，
学习先贤艰苦创业与无私奉献的
精神，“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树
立报效祖国的远大志向，争当做新
时代好少年。（记者 林智杰 许小
雄 通讯员 康清发 郑国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