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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侨办会见旅菲侨亲
本报讯 8月 20日，福建
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侨办主
任冯志农在福州会见了由世
界福建青年联会菲律宾分会
会长王荣忠率领的回乡访问
团一行。
冯志农对访问团一行的
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对访问
团前往日前发生水灾的南平
市松溪县潘墩村慰问，并捐
款人民币25万元支持灾区重
建，表示赞赏和感谢。他肯

定了世青会菲律宾分会会务
活跃、凝聚力强，自成立以
来，始终秉承创会宗旨，积极
服务和团结青年侨胞，主动
融入当地主流社会，热心公
益事业。同时不忘回报桑
梓，参与家乡发展建设，为增
进中菲友好往来作出了积极
贡献。
冯志农简要介绍了福建
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表
示，当前福建经济社会发展

态势良好，希望世青会能搭
建好平台，帮助各位青年侨
胞发展好个人事业，同时多
举办活动，让各位青年侨胞
多回家乡走走看看，充分发
挥自身职能优势，助力新福
建发展。此外，他还希望各
位青年侨胞能积极建言献
策，架起福建与菲律宾交流
沟通的桥梁，为中菲各领域
友好交往带来新助力，促进
两地在各方面多来往、多交

流，创造更多合作机会，实现
互利共赢。
王荣忠介绍了近期世青
会菲律宾分会工作，以及世青
会菲律宾分会会员在家乡投
资兴业的有关情况。他表示，
世青会菲律宾分会将继续积
极发挥自身优势，做好牵线搭
桥的工作，推动家乡与菲律宾
的沟通联系，开创合作共赢的
新局面。
（记者李琳毅 通讯员蔡晓颖）

携手共同创造美好的明天
——石狮籍旅菲乡贤爱心助力松溪灾后重建

8月21日，世界福建青年
联会菲律宾分会访问团一行
10人，在石狮籍旅菲乡贤、会
长王荣忠的带领下访问南平
市松溪县潘墩村，在实地查看
灾情、走访慰问受灾困难乡亲
后，当场捐赠善款25万元人民
币，支持该村灾后重建工作。
今年 6月下旬至 7月上
旬，松溪遭受极端天气影响，
尤其在“6.22”“7.5”两场特大
暴雨的叠加效应下，潘墩村经
历了百年一遇的洪灾，损失极
为惨重，山洪爆发、堤坝溃决、
山体滑坡、道路中断、房屋倒
塌、农田淹没、水渠损毁……
昔日美丽的乡村，一度满目疮
痍。灾难发生后，在县委、县
政府及渭田镇各级领导、部门
的正确指挥下，潘墩村全力抗
洪抢险，积极开展自救，幸无
人员伤亡。为帮助受灾群众
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在潘
墩村挂职当第一书记的林炜
向海外乡亲发出情真意切的
救灾倡议书，请求资金支持。
作为大学同学，在泉州从
事媒体工作的吴泽华深知林
炜的性格，不到万不得已，不
会发求助信，在了解具体情况
后，吴泽华联系了在菲律宾的
好友王荣忠。王荣忠是在8月
中旬同时收到福建省侨办国

外处主任科员蔡晓颖和好友
吴泽华转来的求助信得知这
一消息的。王荣忠随即在世
界福建青年联会菲律宾分会
联络信息群发布了这一信息，
随即得到大家的一致拥护，在
不到一天的时间里，就筹集到
善款25万元人民币。王荣忠
向记者展示了一串善款捐助
芳名，常务副会长陈清发、陈
进福，副监事长杨建筑，常务
委员吴雪松、许国章、许怀造
等人一一在列。大家商议20
日一起从马尼拉飞晋江，第二
天从家乡启程驱车赶往松溪。
从泉州出发驱车千里，近
六个小时高速路，一路辗转至
闽北大山深处的松溪县渭田
镇潘墩村，确实辛苦……记者
在随团中深有体会。尤为感
动的是，福建省委统战部海外
处调研员陈美銮，福建省侨办

国外处主任科员蔡晓颖，南平
市委统战部副调研员谢宏华，
松溪县委常委、统战部长周建
芳也全程陪同。
捐赠仪式上，王荣忠代
表世界福建青年联会菲律宾
分会致词。他说：“ 海外游子
时刻记挂着祖国母亲和家乡
人民。作为身在异乡的中华
儿女，我们深知，祖国和人民
就是我们的伟大靠山和坚强
后盾。只有人民越来越富裕、
家乡越来越美好、祖国越来越
强大，广大海外侨胞的腰杆才
会越来越硬，底气才会越来越
足。中国有句古话：兄弟同
心，其利断金。团结就是力
量。人生短短数十载，我们每
个人都受过别人的帮助，更应
该在别人有难之时将爱心传
播出去，让更多人感受到社会
的美好。我们福建闽南有一

首传遍全球的励志歌曲《爱拼
才会赢》，就像歌词写的，人生
就像海上行船，总有起起落
落，但我们相信：三分天注定，
七分靠打拼。昨天的灾难已
经过去，让我们抚平伤痛，携
起手来，共创美好的明天！”王
荣忠的精彩致词博得阵阵掌
声，活动现场还播放了由他亲
自填词的世青会菲律宾分会
会歌《中华好青年》。旋律朗
朗上口，歌词振奋人心，展现
了当代中国好青年的飒爽英
姿。不少与会者深受感动，都
不禁随着美妙的音乐哼唱起
来。
周建芳代表县委、县政府
对省市统战部门和世青会菲
律宾分会的关心支持表示衷
心感谢，并希望以此次捐赠活
动为契机，加强同世青会菲律
宾分会的沟通联系，促进双方
经贸、文化等多方面的交流。
随行的陈美銮对世界福建青
年联会菲律宾分会访问团一
行的善举交口称赞，曾担任驻
菲律宾外交官的陈美銮对菲
律宾华社的善举印象颇深，她
认为，正是海外侨团以国家为
念、以人民为怀的拳拳报国之
心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构筑
了中华民族优良传统。
（记者 李琳毅）

澳门石狮同乡总会
颁发奖学金

本报讯 8月25日，澳门石狮同乡
总会、澳门石狮商会、澳门石狮正伟教
育基金会在澳门举行2018/19学年度
的大、中、小学优秀生颁奖典礼。正伟
基金会创办人、全国政协委员王正伟，
澳门石狮同乡总会理事长洪珊珊，澳
门石狮同乡总会、澳门石狮商会领导
李集招、李振宇、柴文华、陈健康、蔡文
阳、林锡纯及各乡镇代表、骨干等30
多位嘉宾出席活动。
澳门石狮同乡总会、澳门石狮商
会、澳门石狮正伟教育基金会一贯重视
支持青少年培养工作，自2008年以来，
每年均为会员的品学兼优子女颁发奖
助学金。澳门石狮同乡总会秘书长陈
文章在致词中勉励获奖同学继续勤奋
学习，努力向上，日后为社会做贡献。
本次获奖人数众多，大、中、小学
共174人分别获得一、二、三等奖。澳
门石狮正伟基金会发放大学奖学金
19人，助学金2人，大学文体特别奖2
人，中学品学兼优奖47人，小学71人，
获得中学文体特别奖21人，小学文体
特别奖12人。
（记者 李琳毅 通讯员 王选民）

松溪有座
佘金康伉俪
侨心文化馆

蔡友玉基金会累计发放助学金 221 万元
本报讯 8月25日下午抵
达家乡，26日上午，石狮市蔡
友玉基金会创会会长蔡洪淑
佩女士、家族成员代表洪韵雅
出现在石狮市蔡友玉基金会
2019年贫困大学生助学活动
现场，受助学生一看到已是耄
耋之年的蔡洪淑佩女士，全场

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石狮市蔡友玉基金会
2019年贫困大学生助学活动
仪式简短而隆重，19名贫困大
学生领取了总计144100元助
学金。蔡洪淑佩女士在发言
中表示，先夫蔡友玉年幼失
学，是一件终身遗憾的事，因

此对在家乡开展助学活动不
遗余力。先夫去世后，自己遵
从先夫遗愿，带领家族成员为
家乡教育事业做贡献，目的在
于抛砖引玉，希望更多的有志
之士共同来关注家乡教育，希
望受资助的孩子们能抛弃杂
念，学有所成，回报社会。

蔡友玉教育基金会连续
20年开展助学活动，在我市
尊师重教领域写下了辉煌的
篇章，20年来已累计资助 21
批329人次共114名贫困优秀
大学生，累计发放奖学金221
万元。
（记者 李琳毅 郭雅霞）

蔡友铁助学金颁发仪式举行
本报讯 8月18日上午，世
界石狮同乡联谊会永远荣誉会
长、菲律宾中国和平统一促进
会创会会长、菲律宾石狮市同
乡总会决策委员蔡友铁及其家
族成员蔡煌杰特意从菲律宾回
乡出席2019年度蔡友铁助学
金颁发仪式。

从2003年起，蔡友铁每年
成批资助石狮5名学习成绩优
秀的家庭经济贫困的大学生
上学，每人每年 1万元，至今
共资助 17批 89人，累计发放
助学金达373万元。受资助的
89名大学生家庭遍布我市9个
镇（街道），分别就读于被北京

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全国46
所重点高校，至今年已有13批
60人完成本科学业，其中2人
攻读博士生、21人攻读硕士研
究生、56人走上工作岗位。
仪式上，蔡友铁向大学生
发放了又一批助学金，同时向
青山教育促进会捐献了奖教

金。蔡友铁表示，希望受资助
的大学生们树立正确的理想
信念，刻苦学习，立志成才，学
业有成，报效国家，报效社会，
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和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
贡献。
（记者 许小雄 通讯员 蔡世佳）

日前，记者到南平市松溪县参加
世界福建青年联会菲律宾分会爱心助
力松溪灾后重建活动，在松溪县城，一
座名为“佘金康伉俪侨心文化馆”引起
了记者的注意。佘金康是全国政协委
员、石狮市旅港同乡总会永远荣誉会
长佘德聪的父亲，2016年7月16日，
佘德聪及兄弟姐妹为其父亲佘金康办
了一场别样的80寿庆喜宴，在寿庆喜
宴上，佘氏家族为内地及香港的一些
公益组织共捐资3340万元，这笔善款
中，有一笔钱专门捐给南平市松溪县
用于文化馆建设。
据松溪县侨联主席周志强介绍，
佘氏家族慷慨解囊的义举，让松溪百
姓铭记于心，“ 佘金康伉俪侨心文化
馆”已经成为松溪县县城老百姓文化
阵地，每天晚上，这里总是聚集很多
人，或跳广场舞，或唱歌。
（记者 李琳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