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中菲友好往来的民间使者

本报讯 6月9日是中国-

菲律宾建交45周年的纪念日，

在与菲律宾的石狮籍乡亲连

线中，大家纷纷表示，经过抗

疫的考验与磨炼，中菲关系的

基础更加牢固，民心更加相

通，友谊更加深厚，共同体意

识也更加紧密。刚刚参加完

“共创我们的新未来——纪念

中国-菲律宾建交45周年《中

国东盟报道》专刊首发式”的

石狮籍旅菲侨领、菲律宾中国

商会会长洪及祥表示，“作为

一名旅居在菲律宾的中国人，

我们当牢记使命，不忘初心，

当中菲友好往来的民间使

者！”

已故的旅菲侨领蔡友玉

是中国与菲律宾建交之后最

早带领民间交流团返乡的，他

的长子菲律宾石狮市同乡总

会理事长蔡明凯告诉记者，

“自小父亲就告诉自己，自己

是石狮人，根在石狮，要为两

国民间友好往来作出努力。”

已故的旅菲侨领蔡文春是中

菲建交的民间联络人，他的侄

儿菲律宾菲华各界联合会名

誉主席蔡志河告诉记者，“自

己到现在还会想起叔叔蔡文

春的教诲，为中菲两国友好往

来作出一份贡献。”

旅菲侨领、菲律宾和平统

一促进会创会会长蔡友铁认

为，“当中菲友好往来的民间

使者”也是石狮籍旅菲乡亲的

共同心愿。为了支持菲律宾

政府开展实施禁毒政策，石狮

籍旅菲侨领许明良旗下的建

明集团所属的一个非盈利慈

善机构菲律宾友好基金就投

资援建一座建筑面积12万平

方米、造价7亿菲币（约合人民

币9695万元）的戒毒中心，戒

毒中心项目竣工移交时，菲律

宾卫生部官员给予了高度评

价，认为“许先生援建的戒毒

中心都很棒，设施设备齐全、

居住条件优良，病人在这里可

以感受到家的温暖，项目将成

为两国人民长久友谊新的见

证”。值得一提的是，在2014

年，菲律宾友好基金成功说服

并协助菲律宾政府派代表到

中国香港向在2010年马尼拉

人质事件中遇难的香港同胞

的家属和伤者公开道歉和赠

送慰问金，让香港同胞得到了

尊重和安抚，平息了因该事件

引起的争端。

“‘当中菲友好往来的民

间使者’这个信念早就扎根在

旅菲石狮籍乡亲的心中。”石

狮籍旅菲侨领、菲律宾华侨善

举总会董事长卢祖荫告诉记

者，很多石狮籍乡亲在菲律宾

打拼，事业有成之后都积极投

身参与到当地的慈善公益和

教育事业中，通过回馈菲律宾

社会，促进中菲友好，也让旅

菲华人、菲华社会在菲律宾当

地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不断提

升，“无论是积极支援马拉威

市战后重建，协助东棉兰佬地

区的地震救灾，还是屡次帮助

抗击台风等，这些善举赢得了

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实际上，年轻的石狮籍旅

菲乡亲也接过了“当中菲友好

往来的民间使者”的大旗，例

如自菲律宾暴发新冠肺炎疫

情以来，作为菲律宾华人社团

之一，世界福建青年菲律宾联

会在石狮籍旅菲青年才俊、世

界福建青年菲律宾联会会长

王荣忠的带领下始终关注着

疫情发展动态，全力投入到菲

本地抗疫工作中，在投身华社

救灾基金会的同时，还向菲律

宾中国城华人区最大的光坦

纪念医院捐赠防疫物资等，赢

得当地民众的好评。此外，石

狮籍旅菲青年才俊、菲律宾华

商经贸联合会会长蔡鸿语还

身兼菲律宾湖南商会名誉会

长，菲律宾广西总商会创会会

长等职务，常年奔波在中国和

菲律宾之间，他认为，中菲两

国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契机，

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合作成果

丰硕，中菲关系更加生机勃

勃。图为资料照片：菲律宾中
国商会会长洪及祥带头捐资
1000万菲币发起成立菲律宾
中国商会教育基金，选派菲籍
青少年到中国学习华文，学成
后返回菲律宾从事华文教育，
助力菲籍青少年对中国的了
解。

（记者李琳毅）

本报讯 香港泉州市社团联合总

会（以下简称泉总会）偕属下12个团

体于6月6日在北角举办全国“两会”

精神分享会。此次分享会由香港泉州

市社团总会青委会发起，香港晋江社

团总会、石狮市旅港同乡总会、香港南

安公会、香港泉州社团联会、香港永春

同乡会、香港德化同乡会、香港惠安同

乡总会、香港安溪同乡会、香港泉州台

商投资区同乡总会、香港泉州洛江同

乡总会、香港泉州丰泽同乡总会、香港

泉州鲤城同乡总会同为合办团体。

中联办社联部副部长黎宝忠，港

区全国人大代表蔡毅、陈亨利，港区全

国政协委员刘与量、白水清对“两会”

精神进行分享与解读。在分享会上，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蔡毅表示，“港区国

安法”是为了维护港人的切身利益，更

好落实“一国两制”，有利于保障民

生。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陈亨利表示，

国安立法，只是针对少数搞分裂、搞颠

覆和恐怖活动，以及外部干预的行为，

广大忠诚守法的市民大可安心。港区

全国政协委员刘与量表示，全国人大

通过了制定“港区国安法”的决定是非

常及时和必要的，充分体现中央维护

国家安全的坚定决心，充分体现中央

对香港同胞福祉的坚决维护和最大关

切。希望大家旗帜鲜明地撑“国安立

法”，共同维护香港繁荣稳定。港区全

国政协委员白水清分享了李克强总理

工作报告中有关“六稳”“六保”措施的

理解。在国家制度的优势下，在中共

中央坚强领导下，白水清相信国家发

展会越来越好。

中联办社联部副部长黎宝忠认

为，代表及委员们对“两会”精神的分

享，精彩且全面，他希望大家继续全面

准确解读“港区国安法”，弘扬正能量，

广泛团结乡亲，共同为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贡献力量。 （记者李琳毅）

香港泉州市社团总会
分享全国“两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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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石狮侨报》刊发的“永宁
筹建华侨历史纪念馆”的消息受到永

宁镇侨胞和港澳台同胞的关注，不少

乡亲侨亲对家乡政府的举措拍手叫

好，纷纷点赞。

据负责筹建永宁镇华侨历史纪念

馆的永宁镇侨联主席洪全克介绍，“永

宁镇华侨历史纪念馆”计划设置华侨

篇、港澳篇、台湾篇3个主题馆，其中，

华侨篇包括“漂洋过海，根在故华侨

园”“忠魂义魄，华侨英烈”；港澳篇主

要包括“艰苦创业，工商巨贾”“齐头并

进，侨社大观”“心系桑梓，家国情怀”；

台湾篇则以介绍永宁镇与台湾之间的

历史渊源为主。

菲律宾华侨善举总会董事长卢祖

荫希望永宁华侨历史纪念馆早日建

成，成为大家的精神家园。广东省政

协常委、信义（中国）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李圣泼认为，从永宁镇华侨

历史纪念馆设置的内容可以看出，永

宁有着深厚的华侨历史底蕴，筹建纪

念馆，可以进一步弘扬爱国爱乡精

神。泰国石狮同乡总会执行会长杨清

筑建议，永宁华侨历史纪念馆还应该

搬到网络上，成为海外游子了解家乡

的窗口。

据了解，永宁镇侨联已经筹集50

万元的纪念馆启动资金，并开始征集

相关永宁华侨历史资料。

（记者 李琳毅）

海内外乡亲点赞
家乡建设侨史馆

制止“罢课公投”闹剧 学校管理层责无旁贷
6月18日，香港《大公

报》刊发了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

总会会长姚志胜撰写的文

章《制止“罢课公投”闹剧，

学校管理层责无旁贷》，不

少旅港乡亲看过之后，都对

姚志胜的观点产生共鸣，表

示认同。

在文章中，姚志胜旗帜

鲜明地指出，由“香港众志”

以所谓“中学生行动筹备平

台”的名义发起“罢课公

投”，不但没有任何法律效

力、实际效力，更是闹剧一

场，不过是借此煽动学子再

次走上暴乱前线。基本法

和香港法律体系并没有制

定任何“公投”制度。香港

不是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治

实体，而是“一国两制”下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

行政区，香港无权创制“公

投”制度。“揽炒派”在社会

上进行所谓“公投”，既无宪

制基础，亦无法律效力。所

谓“罢工罢课公投”，根本是

一场虚妄、荒谬、违法的闹

剧，企图挟持市民利益，绑

架学生福祉，以此向特区政

府施压，其行为可耻，居心

更是卑劣。

实际上，煽动罢课将严

重损害学生利益，尤其是新

冠肺炎疫情自年初暴发后，

全港学校停课数个月，其间

教师只能网上授课，令课堂

时间大幅缩短，虽说这是非

常时期的非常手段，但学习

进度的确有所阻碍。现时

学校已复课，但中小学只维

持半日上课，仍未完全恢复

正常。为此，不少石狮籍旅

港乡亲认为，在莘莘学子需

要重新适应校园生活、追赶

学习进度之际，口口声声说

为年轻人着想的“揽炒派”

及黑暴势力却反其道而行，

发动所谓的“罢课”，其心可

诛。

近年政治及黑暴势力

大举入侵校园，学生更成为

其招揽、煽动的目标，部分

人更因为参与违法暴力活

动，赔上了宝贵前途。在文

章中，姚志胜列举了警方的

统计数据：截至5月29日，

共有8981人在“修例风波”

中参与违法活动被捕，超过

四成是学生，年龄最小的才

11岁。有年仅12岁的学生

更三度被捕。他们涉及的罪

名包括参与暴动、非法集结、

伤人、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

纵火、刑事毁坏、藏有攻击性

武器、袭警等，不少都是重

罪。不少石狮籍旅港乡亲认

为，这些案底和污点将永远

烙在学生身上，但“揽炒派”

却不会顾及他们的未来，特

别是现有资料显示，反对派

政客的子女更从来不会涉

险，其卑鄙可见一斑。

文章中，姚志胜特意点

出：导致今日教育乱象，“政

治教师”以至校方须负上最

大责任，香港教育要拨乱反

正，就必须坚守“一国两制”

的正确方向，建立健全有效

制度与执行机制，特别是教

育局和有关机构更要恪尽

职守，依法履职、依法尽责，

把孩子从黑暴魔掌中拯救

出来。对于教育界的害群

之马、对于不作为的学校管

理层、对于考评局内的毒

瘤，更要全面清理整顿，不

能再坐视教育乱象。祖籍

洪窟村的旅港乡亲洪志杰

表示，教师应有师德与职业

操守，正是由于有“政治教

师”的出现，导致在校学生

得不到正能量的教育。香

港国民教育促进会主席姜

玉堆认为，香港特区政府教

育局必须鼓起勇气，严惩失

德教师，以儆效尤。姜玉堆

表示，加强国情认识，推动

国民教育，提高国民意识，

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工

作，它与“一国两制”能否长

期有效地实施、与香港社会

的和谐建设和发展息息相

关。 （记者李琳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