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海内外乡亲

年 月 日 星期一

2020 1 13

2019 年国庆节期间，世界石狮同乡联谊会创会会长杨孙西先生曾在电话里接受了记者的专
访。日前，
在接受记者的采访中，这位香港大紫荆勋章获得者再次表达了心中的美好祝愿：

香港的明天一定会更好
在香港的闽商群体中，
一提起石狮籍旅港乡贤杨孙
西的名字，可谓大名鼎鼎，在
众多的闽商中，杨孙西不仅
是一名成功的商人，更是一
名爱国爱港的引领者。从上
世纪80年代开始，杨孙西曾
任第五届、六届福建省政协
委员，第七届、八届省政协常
委，第八届、九届全国政协委
员，第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
常委。
杨孙西是在2014年荣获
香港大紫荆勋章的，在嘉许
语中指出，杨孙西过去30年
长期致力服务社会，对香港
建树殊伟，尤其慷慨襄助，全
情投入各类社区活动，扶助
弱势社群。这也是杨老最真
实的写照。
从 1951年移居香港至
今，杨老在香港已经生活了
近70年，自己也从少年成为
耄耋老人。从打工开始，到
独立创业，再到创建香江国
际集团，杨老通过努力，在工
商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
就。“我是1937年在家乡石狮
出生的，这一年也是七七卢
沟桥事变的年份，所以，自小
我就知道只有祖国强大，才
有人民的安居乐业。”和杨老
交谈，“ 祖国强大”四个字时
不时地就会从杨老口中蹦出
来。
1996年，祖国内地进一
步深化改革，特别是在1997
年香港回归前夕，杨孙西作
为香港基本法委员会的筹备
委员，常就基本法的制定参
加讨论，在与中央领导接触
的过程中，了解到北京市政
府和沿海城市的一些差别，
正在大力改革开放、吸引外

资。杨孙西觉得这又是一个
新的机遇，决定将北京作为
投资房地产的首选地，还聘
请了世界一流建筑师来到北
京，开始进入北京房地产市
场。经过十几年建设，香江
国际集团在北京的业务涵盖
写字楼、公寓、酒店式公寓、
酒店、商业、别墅、旅游地产
等多元化物业，“ 香江别墅”
“北京财富中心”等众多项目
一个接着一个。香江国际集
团拓展到全国，分别投资兴
建了西安财富中心、成都财
富中心、杭州财富中心、重庆
财富中心、沈阳财富中心等，
这些无一例外都成为当地的
地标性建筑。回首香江国际
集团经济转型和发展的过
程，杨老认为，“ 今天的成绩
和祖国强大息息相关。”
从1951年至今，杨老见证
了香港不同年代的变迁。作
为早期从福建到香港的人士，
他在香港参与组建了爱国爱
港爱乡的福建社团。1993
年，杨孙西出资出力，联合一
批香港工业、制造业为主的工
商界及中青年进步专业人士
共同组成政党“港进联”，自此

杨孙西先生
蝉联“港进联”十年监委会主
席，为“港进联”和“民建联”会
务发展、香港回归做出了杰出
贡献。他将自家公司业务交
予接班人，将全部精力、时间
用于“港进联”迎回归及会务
工作发展中。2005年，“港进
联”与“民主建港联盟”合并，
更名为“民主建港协进联
盟”，简称“民建联”，成为声
势浩大的香港第一大建制派
政党。杨孙西任“民建联”监
委会主席十年，2016年起因
健康情况而转任会务顾问之
职。杨老还是香港全港各区
工商联会的创会会长，为支
持香港全港各区工商联会的
发展，2019年6月，他还以极
低的价格将香江国际大厦三
楼出租给香港全港各区工商
联会作为新会所，目的就是
引领香港各区工商界人士走
进粤港澳大湾区，为祖国的
昌盛富强、香港繁荣稳定、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智慧和
力量，携手并进，同圆中国
梦。
耄耋之年的杨老服务
香港超过半个世纪，他对社
会的贡献早已得到广泛认

杨老出巨资在家乡投资
兴建杨孙西文化馆
同。对于过去一年里香港发
生的暴乱行为，杨老深感痛
心，他说，自己经历了香港不
同的年代，对香港的发展十
分清楚。“ 我曾参与起草《香
港基本法》，也经历了香港回
归祖国的伟大时刻，香港的
发展和祖国紧密相连、息息
相关，伟大的祖国是香港发
展的坚强后盾。”杨老对香港
特区政府在林郑月娥带领下
的依法施政依然充满信心，
并带头积极呼吁工商界、立
法会及九龙东、民建联的立
法委员支持林郑月娥。
“去年，我受邀参加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
年国庆阅兵式及系列活动，
现场参与更是让我真真切切
感受到祖国强大，也更加坚
定继续为祖国贡献一份力量
的信心。”杨老说，无论是邀
约香港全港各区工商联会进
驻香江国际大厦，还是在武
夷山投资兴建茶工厂旅游特
色小镇，或者是在家乡投资
兴建杨孙西文化馆都是继续
为自己的心愿而努力。“只要
是爱国、爱港、爱乡，对社会
有益的事情，我都随时准备
献出自己的精力、时间和能
力。因为我相信，祖国的明
天一定会更好！香港的明天
一定会更好！我的家乡石狮
的明天一定会更好！”
（记者 李琳毅）

扛起父辈公益大旗

许世坛荣获第九届上海市
“慈善之星”
称号
本报讯 2020年1月5日，
在第九届上海市“慈善之星”
颁奖仪式上，世茂集团董事局
副主席、总裁许世坛荣获上海
市“慈善之星”个人奖。据了
解，第九届上海市“慈善之星”
评选活动由上海市慈善基金
会和上海市精神文明建设委
员会办公室共同主办，旨在表
彰为慈善事业作出突出贡献
的单位和个人。
许世坛祖籍石狮凤里五
星，是全国政协常委、世石联
荣誉会长许荣茂的孩子。在
父亲的影响下，许世坛一直关
注公益事业，特别是弱势群体
中困境大病儿童的需要，用爱
心感召世茂员工和社会力量
共同参与公益，为推动上海和
全国慈善事业发展作出了积
极贡献。这也是许世坛荣获
上海市“慈善之星”个人奖的

主要原因。据介绍，为了让重
症孤儿感受温暖，许世坛带领
世茂分别在江苏南京和福建
厦门援建“世茂彩虹重症儿童
安护中心”，为他们提供医疗
救助，目前，项目已接受重症
患儿100位，形成一套独具彩
虹特色的护理模式，推动了儿
童临终关怀事业的发展。此
外，许世坛还设立上海市慈善
基金会“眼镜哥哥”专项基金，
专项救助身患重大疾病的困
境患儿。2016年成立至今，项
目已经合作上海、南京、厦门
的6家大型儿童医院，累计捐
款1082.5万元，救助患儿231
人次，接受资助的孩子中70%
病情得到缓解并康复。
谈及获奖感言，许世坛
表示：“ 非常荣幸荣获‘慈善
之星’这份荣誉，感谢社会各
界对于世茂公益的支持和肯

菲律宾石狮市同乡
总会开始筹备换届
本报讯 记者从菲律宾石狮市同乡

总会获悉，菲律宾石狮市同乡总会成立
29周年庆典暨第十五届董事就职仪式
已经正式确定3月11日举行，目前，菲律
宾石狮市同乡总会已经成立了换届筹备
组，筹备工作正式启动。
菲律宾石狮市同乡总会会长蔡明凯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下一届会长将推
选旅菲乡贤吴光级担任。目前，菲律宾
石狮市同乡总会理事会已经着手联系福
建省侨办、省侨联以及泉州、石狮等有关
涉侨部门，通报菲律宾石狮市同乡总会
换届筹备情况，并邀请这些部门届时莅
临参加庆典。
据了解，菲律宾石狮市同乡总会第
14届理事会在蔡明凯的带领以及全体
乡亲的共同努力下，会务工作进展顺
利。特别是随着菲中关系的交往日益紧
密，越来越多的石狮籍乡亲到菲律宾寻
找商机过程中，菲律宾石狮市同乡总会
的乡亲们都会及时给予无私的帮助。长
期以来，菲律宾石狮市同乡总会发扬团
结奋进、融入当地主流社会的传统，同时
心系家乡，积极参与和支持家乡建设，为
家乡石狮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突出的
贡献，已经成为菲律宾华社的重要社
团。
（记者 李琳毅）
旅菲锦尚乡亲
抱团发展
筹建菲律宾锦尚镇联乡总会

本报讯 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旅菲
锦尚乡亲拟抱团发展，着手筹建菲律宾
锦尚镇联乡总会暨菲律宾锦尚镇总商
会，目前筹备工作已经基本准备就绪，并
定于下月25日举行成立大会。
在筹备会上，现任菲华各界联合会
副主席、菲华联谊总会副理事长、菲律宾
石狮市同乡总会副理事长、旅菲各校友
会联合会名誉主席、石狮二中菲律宾校
友会名誉理事长等众多社团要职的侯泽
钦被推选为首届理事长。旅菲乡贤陈顶
跃被推举为执行副理事长，邱文言、侯泽
炎、张俊杰、谢维炼、许建康、邱志鹏、邱
文力、傅华东、李少华、邱少波、邱宗升、
侯明智、卢加世等被推选为副理事长。
在与记者连线中，侯泽钦表示，将不
辜负乡亲的厚爱，做好今后的会务工作，
造福乡亲。据锦尚镇侨联主席侯远丕介
绍，首届理事长侯泽钦代表筹备会已经
向家乡政府发出邀请，届时，家乡各村港
澳同乡联谊会及各村乡贤代表将组团赴
菲参加成立庆典大会。 （记者 李琳毅）
菲律宾青商会换届
本报讯 2020年1月5日，菲律宾青

定。一直以来，世茂集团不
忘初心，积极履行企业社会
责 任 ，用 爱 和 温 度 回 馈 社
会。未来，我们希望携手更
多社会力量，共同为需要帮
助的弱势群体传递温暖！”三
十多年来，世茂在追求企业
发展的同时，始终不忘履行

企业社会责任，积极投身诸
如医疗扶贫、教育交流、文化
传承、扶贫济困、赈灾济难、
香港社会发展等公益事业领
域。截至 2019年底，世茂集
团累计对外捐赠逾 15.5亿
元，公益项目覆盖人口超过
2200万。 （记者 李琳毅）

商会换届活动如期举行，中国驻菲大使
馆参赞兼总领事罗刚，菲华商联总会理
事长林育庆，旅菲侨领、菲律宾中华总商
会理事长卢祖荫，菲华各界联合会副主
席柯志超，菲律宾中国商会副会长施永
嘉，马尼拉华助中心主任庄前进，世界晋
江同乡总会会长王育民等嘉宾应邀出席
换届庆典。旅菲晋江籍青年才俊王名渠
担任新一届会长。
新任会长王名渠在致辞中表示，将
与大家团结一致，带领大家遵守当地法
律法规，同心协力，出谋划策，为当地社
会的各项建设贡献应有的力量，并积极
开展与海内外各方加强交流，促进会务
再上一层楼，并架起中菲两地青年的友
谊桥梁，发挥纽带作用，力争将菲律宾青
商会打造成一个中菲青年人交流的平
台。
（记者 李琳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