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10月1日，菲律
宾中华和平发展促进会成立
五周年暨第三届理事会就职
典礼如期举行，石狮籍旅菲
青年才俊蔡少煌担任会长。

由于疫情原因，菲律宾

中华和平发展促进会是通过
网络视频举行就职典礼的，
中国驻宿务总领事馆总领事
贾力在线讲话，勉励促进会
新一届职员为促进中华民族
和平统一事业和中菲两国共

同利益和合作继续作出贡
献。中国侨联副主席、福建
省侨联主席陈式海代表福建
省侨联发表视频祝贺，勉励
促进会新一届理事会继续凝
聚侨胞力量，砥砺奋进再出
发，书写两国睦邻友好新篇
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作出新的贡献。包括菲华
商联总会、菲华各界联合会、
菲律宾中国商会等华社负责
人也纷纷表示祝贺。

在就职典礼上，蔡少煌
发表了热情洋溢的就职感
言，他表示，将继续秉承创会
宗旨，团结海内外同胞，促进
中菲文化交流，努力搭建中

菲商贸合作平台，为菲律宾
华社贡献一份力量。在就职
典礼上，蔡少煌还呼吁促进
会全体成员精诚合作，全心
全意为会务的发展贡献心
力，努力实现共同目标，携手
再创辉煌。

据菲律宾石狮市同乡总
会秘书长蔡鸿语介绍，蔡少
煌先生祖籍石狮市永宁镇下
宅村，在菲律宾期间事业有
成，对华社贡献良多，尤其深
受感动的是，每逢国庆节，蔡
少煌都自费在菲律宾华文媒
体刊登祝贺祖国生日广告，
让人印象深刻。图中右一为
蔡少煌 （记者李琳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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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双节”慰问暖人
心，为侨服务送真情。在中
秋、国庆佳节之际，为切实做
好关心关爱侨界群众工作，在
石狮市委统战部的部署下，石
狮市侨办、石狮市侨联等涉侨
部门多管齐下开展“暖侨”服
务活动，赢得了大家的一致点
赞。

石狮市委统战部、石狮市
海外联谊会、石狮市侨办、石狮
市侨联、世界石狮同乡联谊会
等有关部门分别通过公微向石
狮籍归侨侨眷、海外侨胞推送
中秋、国庆佳节慰问卡，收到慰

问卡的侨亲们都觉得十分暖
心，包括菲律宾石狮市同乡总
会、香港石狮同乡总会、澳门石
狮同乡总会、泰国石狮同乡总
会、台湾石狮同乡总会也纷纷
在各自联络群转发了来自家乡
的问候。菲律宾石狮市同乡总
会副会长施纯程还在总会群里
留言，这是来自“家乡最暖心的
佳节礼物”。

借着佳节之际，石狮市委
统战部、石狮市海外联谊会、
石狮市侨办、石狮市侨联、世
界石狮同乡联谊会等有关部
门负责人也走访慰问在石狮

的重点侨亲，并通过他们向其
海外亲人转达问候，送上中
秋、国庆佳节的美好祝福。各
镇办侨联组织还看望慰问侨
胞在家直系亲属，仔细了解侨
胞在居住国的情况。与此同
时，永宁镇侨联、锦尚镇侨联
还到一些困难归侨家庭进行
走访，关爱困难归侨侨眷，送
上节日祝福以及慰问品，与他
们亲切交谈，详细询问他们的
身体状况、生活状况，并深入
了解存在的困难，叮嘱他们把
侨联当成自己的“娘家人”，鼓
励困难户继续保持良好乐观

的心态和追求更好生活的信
心，克服眼前困难，同时，做好
疫情防控，注意防疫安全，让
他们切身感受到党和政府的
温暖。

在石狮市委统战部的组
织下，石狮涉侨部门还联合开
展关心一线抗疫人员活动，到
石狮锦尚集中医学观察点，向
坚守岗位的工作人员致以节
日的问候和祝福，并送上慰问
品，嘱咐工作人员时刻保持警
惕，注意身体健康，做好防范
措施。

（记者李琳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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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狮涉侨部门联合开展暖侨服务活动

本报讯 日前，永宁镇梅林村
采购了600份预防新冠病毒的中
草药，寄往菲律宾旅菲梅林同乡
会，助力该村旅菲乡亲抗击疫
情。

“去年国内疫情暴发初期，
我们村的海外侨团、侨胞克服重
重困难，一批又一批防疫物资寄
回家乡，倾力支持家乡抗疫。现
在，国外疫情严重，变化不断，旅
居菲律宾的梅林侨亲正处在防抗
新冠疫情的困境中，我们也应予
以关心和帮助，和旅菲乡亲们共
度时艰。”梅林村负责人表示。据
悉，日前，该村通过与旅菲梅林同
乡会联系交流，了解到旅菲乡亲
抗击疫情遇到困难，村党支部、村
委会与村老年协会立即组织采购
600份预防新冠病毒的中草药，寄
往菲律宾，交给旅菲梅林同乡会，
为旅菲乡亲度过这一特殊时期尽
一份家乡人民的力量。

（记者许小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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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籍石狮永宁镇的董
拔萃是菲律宾中国和平统一
促进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在
通过视频观看纪念辛亥革命
110周年大会后，董拔萃表
示，进入21世纪的今天，中
山先生提出“复兴中华，统一
中国”的奋斗目标尚未达成，
实现这一伟大目标，仍需两
岸同胞和海内外全体中华儿
女携手同心，汇集智慧，凝聚
力量，继续奋斗。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也是辛亥革命
110周年。董拔萃说，回顾
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英

烈为民族独立、国家强盛、
人民幸福而无惧流血牺牲
的悲壮历史，回顾中国共产
党带领中国人民百年奋斗，
在苦难中铸就辉煌的伟大
征程，触摸历史的脉动，我们
更深刻地体会到，辛亥革命
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座丰
碑，孙中山先生是当之无愧
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英雄，
中山先生的爱国精神和革命
实践，为中华民族建立的历
史功勋，是永远值得全体中
华儿女尊敬和纪念、继承和
发扬的。

董拔萃认为，中国共产

党人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
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
最亲密的合作者，最忠实的
继承者。中山先生为争取
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
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奋斗
目标，以及《建国方略》的宏
伟蓝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的新中国得以逐步实现。
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
到强起来，我们比历史上任
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复
兴的伟大目标。今天伟大祖
国的辉煌成就，是中山先生
和辛亥革命先贤梦寐以求的
夙愿，也是百余年来无数仁

人志士前仆后继为之奋斗的
事业。

董拔萃说，期盼在纪念
辛亥革命110周年之际，中
国国民党能凝聚共识，弘扬
辛亥革命精神，继承孙中山
先生革命事业。

董拔萃表示，进入21世
纪的今天，孙中山先生提出
“复兴中华，统一中国”的奋
斗目标尚未达成，实现这一
伟大目标，仍需两岸同胞和
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携手
同心，汇集智慧，凝聚力量，
继续奋斗。

（记者李琳毅）

携手为国家谋统一为民族谋复兴
——访菲律宾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董拔萃

本报讯 病毒无情，侨胞有
情。福建防疫抗疫工作受到海
内外侨界的广泛关注，柬埔寨福
建总商会第一时间响应，分别向
泉州、莆田、厦门各捐赠10万元
人民币，用于当地抗疫。

9月27日，泉州市侨联副主
席王巧丽和柬埔寨福建总商会
常务副会长王建新、王永新参加
了柬埔寨福建总商会捐赠泉州
抗疫活动。

捐款仪式上，王巧丽代表泉
州市侨联对柬埔寨福建总商会
慷慨解囊、回馈桑梓，助力家乡
疫情防控，以实际行动把对家乡
的情谊传递给家乡人民，体现了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大爱表
示感谢，并对柬埔寨福建总商会
在祖国和家乡最需要的时候，奉
献了侨界的爱心和力量给予高
度评价。

据了解，在疫情防控期间，
泉州市侨联还积极牵线搭桥，联
系上海亚健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福建金源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等侨资企业，捐赠云可消1号消
毒仪100台、“爱健中和”防控病
毒喷雾剂1200瓶等防疫物资，
支援泉州市一线疫情防控工
作。疫情防控常态化下，泉州市
侨界万众一心，同心抗疫，共克
时艰，在关键时刻充分发挥了
“侨优势”，展现了“侨力量”，体
现了侨界的担当和作为。

（记者 李琳毅 通讯员 陈雅
婷 杨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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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9日，纪念辛亥革
命110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
举行。大会一结束，记者随
即采访了一些海外侨胞，他
们纷纷表示，要继承辛亥革
命精神，为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贡献力量。

石狮籍旅菲侨领、菲律
宾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创
会会长蔡友铁颇为激动，他
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高屋建瓴，讲出了所有

海外中华儿女的心声。“习
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必将激
励全体中华儿女团结一心，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而共同奋斗。”

石狮籍旅菲侨领、曾担
任菲律宾中国和平统一促进
会会长的卢祖荫在中国驻菲
大使馆与菲律宾中国和平统
一促进会联合举办的纪念辛
亥革命110周年线上座谈会
上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海

外华侨华人应该认真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
神为指引，以促进中菲友好，
促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为
己任，以民族大义为重，凝聚
智慧和力量，做出一份贡
献。”

石狮籍旅菲青年才俊、
菲律宾福建总商会会长吴清
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祖国统一是大势所趋，这是

任何“台独”势力所不能阻挡
的，福建与台湾联系密切，身
为菲律宾福建总商会会长，
一定会带领商会，一如既往
地做好菲律宾主流社会的工
作，争取他们对中国人民追
求国家统一、民族振兴的理
解和支持，为营造有利于两
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国际环
境，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和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一份
力量。 （记者 李琳毅）

继承辛亥革命精神 为民族复兴贡献力量
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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