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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省僑聯主辦·校友聯協辦
2022年「親情中華·二胡大舞台」江蘇無錫新吳營
將於五月十三日開營，歡迎全菲青少年報名參營

旅菲各校友會聯合會訊:你聽過二胡名曲

《二泉映月》嗎？

無錫，是一座「很好聽」的城市。《二

泉映月》這首曲子廣為流傳，世界上很多著

名音樂家對它都不吝讚美之詞，因此成為了

國際音樂文化交流中獨特的中國符號。劉天

華，中國民族音樂的開山鼻祖。他改造了二

胡，使二胡從民間走入了殿堂。

在無錫，二胡文化如夏花爛漫。優美

的二胡曲、王莘創作的《歌唱祖國》、歌曲

《太湖美》等交相輝映，使無錫擁有了一張

好聽的靚麗名片。

二胡是中國民族傳統樂器。被譽為民族

樂器皇后。在樂隊中的地位和西洋樂器中的

小提琴相同。

營員朋友們，你們中的很多人都擅長器

樂演奏，希望你們來瞭解二胡，用你們手中

的樂器嘗試演奏一首二胡曲吧！

營員朋友們，在中國國產青春片《閃光

少女》中，二胡作為主角帶來了一場視聽盛

宴。咱們相約，一起去看電影吧！

在無錫，劉天華、劉北茂、閔惠芬、鄧

建棟等一批二胡音樂理論家和演奏家不斷湧

現。二胡文化底蘊深厚。

營員朋友們，音樂無國界，請隨我來，

欣賞一首二胡曲吧！ 

營員朋友們，讓我們一起做手工吧，剪

制一把屬於您自己的二胡吧！

由江蘇省僑聯指導，無錫市僑聯主辦，

無錫市新吳區僑聯、梅村街道承辦，梅村二

胡行業協會、泰伯廟文化發展有限公司、泰

伯吳氏祖地宗親總會協辦的「親情中華·二胡

大舞台」非遺特色營開始招生啦。

在非遺特色營，小營員可以：

1.線上直播欣賞二胡演奏師精美絕倫的

二胡藝術演奏，領略各傳統民族樂器的曼妙

之音

2.觀看二胡宣傳片及有趣的二胡故事，

瞭解梅村二胡悠久的歷史文化及發展歷程

3.學習二胡初階演奏技巧，跟隨二胡教

學名師，從二胡的初步指法學起，激發傳統

樂器學習興趣

4.剪紙製作二胡，通過線上直播平台，

緊跟剪紙老師的教學與互動，從琴桿、琴弦

到琴筒、琴弓，全面瞭解二胡的基本構造。

快來報名參加「親情中華·二胡大舞台」

非遺特色營吧！

網上營活動具體信息

主講老師：

紀海軍，中國音樂家二胡學會會員，中

國民族管絃樂學會會員，江南影視學院音樂

舞蹈學院特聘二胡講師，鄧建棟藝術中心二

胡特聘教師。長年任教于鄧建棟藝術中心和

宜興市青少年活動中心，並在梅村二胡產業

園開設二胡演奏公益培訓課堂，致力于傳授

二胡的基本技藝、表演形式、表演藝術，幫

助學生全方位地提升音樂綜合素養，鼓勵更

多學生接觸二胡、學習二胡，更好地發揚二

胡文化。

演奏老師

馬雲飛：雷琴非遺傳承人、萬氏二胡第

三代非遺傳承人，致力于傳承發揚二胡這一

中國傳統樂器。馬老師以新時代網絡媒體為

平台，以風趣幽默的視頻形式，以二胡「說

話」的即興表演吸引了百萬粉絲並迅速爆

紅。通過對「流行音樂」與「非遺音樂」的

融合創新，保留傳統韻味的精妙之處也符合

現代的審美傳播，深受年輕二胡愛好者的青

睞。

黃國強剪紙集傳承與創作為一體，不

僅有花鳥剪紙、書籤剪紙，更多的是創作政

治性、教育性的剪紙，有廉政、紀念抗戰勝

利、建國70週年、建黨百年、廉政人物、廉

政故事、領袖論廉政等系列剪紙，利用剪紙

形式，宣傳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其創立

的「黃國強剪紙工作室」，在2018年還成為

了梁溪區首批非遺睦鄰點。

活動時間:2022.5.13-2022.5.15,共3次課，

每次課45分鐘（課程可回放）。

內容安排：5月13日介紹梅村二胡的歷史

進程及文化傳承，欣賞二胡藝術演奏；5月14

日介紹二胡製作工藝並學習二胡入門簡單指

法；5月15日學習剪紙二胡，進一步瞭解二胡

的結構與組成。

組織方式：營員在家長的陪同下各自居

家，活動由授課老師採用網絡直播課的方式

組織開展。

參營對像：海外華裔青少年學生、

熱烈歡迎全菲青少年踴躍報名參加。

聯繫方式:

校友聯秘書處:

黃玉芬:09178228188

加洛干市菲華商會
召開視頻月會

加洛干市菲華商會訊：本商會訂于二零二二年五月

十六日（星期一）下午八時在ZOOM舉辦第二十六屆理事會

第七次聯席會議，報告及討論有關會事項。屆時敬請各位

理事撥出寶貴的時間出席參加視頻會議。

請各位理事題前下載《Z00M》視頻軟件。會議ID代碼

與密碼將于開會前以信息與微信通知，敬請密切配合，以

利會務順利推展。

本商會訂于二零二二年五月十六日（星期一）下午八

時在ZOOM舉辦第二十六屆理事會第七次聯席會議，報告及

討論有關會事項。屆時敬請各位理事撥出寶貴的時間出席

參加視頻會議。

請各位理事題前下載《Z00M》視頻軟件。會議ID代碼

與密碼將于開會前以信息與微信通知，敬請密切配合，以

利會務順利推展。

菲律濱許氏宗親總會
《徵會歌》

菲律濱許氏宗親總會訊：本會成立於一九三三年，

八十九年來，先賢們篳路藍縷，艱苦創業，為聯絡宗親情

感，敦睦宗誼，為團結全菲許氏宗族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如今枝繁葉盛,宏基永固，會務昌榮，宗親在各行各業出類

拔萃，為了體現宗親會悠久的歷史，弘揚祖德，歌頌先輩

創業的艱辛，謳歌新時代許氏宗親的團結奮進，現決定向

全菲許氏宗親徵集「菲律濱許氏宗親總會會歌」歌詞。

一）歌詞內容必須原創，主題鮮明，意義深遠，節奏

明快，富韻律美。

二）格式：主歌二段，副歌一段。

三）徵集對象：全菲許氏宗親（非許氏宗親請勿投

稿）。

四）名次：一名。

五）奬項：獎金一份和奬牌一座。

六）截稿日期：即日起到2022年八月卅一日。

七）比賽細則：來稿請用word的格式電郵至郵箱（本

會郵箱info@phil-kho.org），為了公平起見，來稿請在稿件

的右上方寫上自己的手機號碼，請不要注明真實姓名。如

收到稿件本會將回覆收到，如未收到回覆，請致電8252-

0791，8252-0786查詢。八）評委：本會將聘請僑社著名文

化人士評審。評審結果將在各大華報上發表。

九）會歌將請著名作曲家譜曲。

華教中心收到咖啡會捐一萬比索
贊助葉繡寶基金住房補助受惠者

華教中心訊：“咖啡會”致電本中心，表示願意出資

一萬比索，贊助本年度葉繡寶基金住房補助受惠者。

數位菲華各界人士日常相聚，喝咖啡聊天，因此戲稱

老友聚會為“咖啡會”。他們通過菲華媒體得知佘瑪莉老

師的不幸遭遇，致電本中心瞭解具體情況。本中心主席黃

端銘向其告知了佘老師的遇害經過、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館

和菲華社團以及各界人士慰問佘老師家屬的情況，還介紹

了本中心針對菲律賓華語教師的福利專案。

 “咖啡會”得知佘瑪莉老師是“葉繡寶老師紀念基金

住房補助”的受惠者，當即表示願意出資一萬比索，贊助

本年度葉繡寶基金住房補助受惠者。本年度的住房補助受

惠者原有11位，由於佘老師不幸過世，現有10位；每位受惠

者本年度可多得1,000比索補助。“咖啡會”表示由於成員

的家境都不是非常富有，只能盡力而為，並表示今後將繼

續支持本中心的華語教師福利公益事業。

本中心代表全體菲律賓華教工作者向“咖啡會”表

示衷心的感謝。“慈善能招來吉祥鳥，仁愛可育出幸福

花”，愛心不論大小，只要我們涓流共匯，就足以湧成支

撐起菲律賓華教大業的江河；我們的點滴善舉，將用溫暖

護佑菲律賓華教工作者砥礪前行。

2000年8月1日，菲律賓華語教師協會副會長、嘉南中

學小學部中文主任葉繡寶被發現在其獨居的家中慘遭殺

害，華社震驚，同行悲痛。葉繡寶從事華文教育工作近40

年，敬業樂業，任勞任怨，人所共譽。為紀念葉繡寶老

師，治喪委員會決定將各方人士致奠賻儀餘款549,528.00比

索捐出，設立“葉繡寶老師紀念基金”，由本中心、菲律

賓華語教師協會和嘉南中學三方派出代表組成管理委員會

管理。管理委員會決定，為減輕華語教師的生活擔，使教

師安於職守，基金將作為補貼華校華語教師住房費之用，

併發動擴充基金勸募運動。

本年度住房補助名單如下：許秀瓊(中山)、黃麗妮(中

山)、陳勵勉(巴西中華)、莊莉莉(巴西中華)、莊麗華(中

正)、姚秀美(能仁)、吳禮智(普賢)、陳美莉(尚一)、黃瑛瑛

(基中)、黃淑珩(慧光)。

菲許氏宗親總會續辦各獎助學金
即日開始至七月十五日接受申請

菲律濱許氏宗親總會訊：本會一向注重族中在學子弟

之成績，為敦品力學，鼓勵後進，多年均持續不斷的舉辦

獎助學金，給年輕人一份獎勵，也給他們更多的機會鞭策

自己，奮發學習。

獎助學金之申請日期由即日起至七月十五日止（假日

或週日不辦公），辦公時間接受申請，逾期恕不受理。

現本會決定繼續舉辦由許自欽家屬為紀念故永遠名譽

理事長自欽宗長之英文中、小學獎學金，暨許鍾鑫家屬為

紀念故名譽理事長鍾鑫宗長令先尊許志品、令先慈葉雪治

之漢文小學獎學金，以及故顧問佛然宗長之漢文中學獎學

金。【獎學金申請條件】中小學：凡吾族子弟於二零二一

至二零二二年肄業於各學校英、漢文中小學各年級之成

績名列首、二、三名或總平均90分以上及操行列乙等以上

者，均給予獎勵。

【助學金申請條件】凡吾族族生品行端正，而因家

境清寒，父母難以負擔就讀，可呈學業成績表正本及影印

本一份，向本會申請填報，再經本會查證屬實者，將給予

幫助。本會將採取新時期新做法，接受傳真和郵件，也可

親自至本會會所：1146 NARRA ST., TONDO MANILA 2nd 

FLOOR申請報名。

請事先與本會辦公處的ROBERTO聯繫，請將所需檔

案資料，傳真或E-MAIL至本會。頒發日期將擇日再登報通

知。本會會所電話：8252-0791，8252-0786，傳真：8252-

7829

本會郵箱地址：info@phil-kho.org

蔡永寧大哥喜捐
北區進步黨福利

菲律賓中國洪門進步黨大岷北區支部訊：本支部蔡

名譽理事長永寧大哥令次媛麗玲小姐與伍泰安先生於二○

二二年五月八日晚吉時假東海皇宮酒家舉辦結婚喜宴，親

朋戚友，高朋滿座，同祝佳偶天成，永沐愛河。

永寧大哥平素熱心公益，關心支部福利，樂善好施，

欣逢喜事，特捐菲幣伍萬元，充作福利用途，仁風善舉，

殊堪欽式，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英山同鄉會就職
翁豐產捐獻南僑

晉江南僑中學菲律濱校友會訊：旅菲龍湖英山同鄉

會五月七日下午七時假座CCP富臨魚翅海鮮酒家舉行慶祝

第四十九連五十屆理監事就職典禮，本會外交主任翁豐産

學長就任該會理事長，殊堪慶賀，本會理事長許振基學長

應邀出席就職典禮，並在大會上致詞，翁豐産學長事業有

成，富有責任心，欣逢盛典，慨捐伍萬元作為本會福利，

仁風義舉，殊堪欽式，特藉報端，以予申謝。

蔡永寧喜捐養正福利
晉江安海養正菲律濱校友會訊：本會名譽理事長蔡永

寧學長令次媛麗玲小姐，與僑商伍澄英先生、伍陳珠麗女

士令長郎泰安君，於二○二二年五月八日下午二時假座聖

安頓紐天主教堂舉行隆重的結婚典禮，郎才女貌，美滿良

緣。是日下午七時假座東海皇宮酒家敬備喜筵招待親友，

本會由理事長偕同常務副理事長應邀代表赴宴，並向新人

致贈禮品，表達祝賀祝福！是晚，喜氣盈門，親友們共同

祝福這對新婚燕爾，百年好合，永結同心。

永寧學長一向熱心社會慈善公益，此次欣逢愛女出

閣喜慶，特獻捐本會菲幣伍萬元，充作福利用途，義舉仁

風，殊堪欽佩，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隴西總會在會所與網上同時召會
本總會訂於二○二二年五月十七日（星期二）下午七

時半，在本總會議事廳召開第八十八屆第十二次理事常月

會議，恭請理事們撥冗出席參加。

若有不方便或不能到會者，可通過互聯網視頻線上與

本總會理事們參與會議，共同商討各項會務等事宜。

屆時務希名譽理事長、常務顧問、正副理事長及全體

理事宗長準時參加會議，共謀獻策，增進會務。

菲律濱豐山同鄉會就職
獻捐濟陽清寒壹拾萬元

菲律濱濟陽柯蔡宗親總會訊：本總會所屬菲律濱豐山

（蓮塘）同鄉會，於客月假視頻網絡舉行其新屆理事就職

典禮，特函請本總會理事長蔡家安宗長監誓，以示尊崇總

會領導之心意，本總會理事長於應邀監誓之日，對該會數

十年如一日之愛護與奉獻，至切感謝，並勉其再接再勵，

一者發揚鄉賢愛族愛會愛祖先之素衷美德，再者表示其支

持總會，服務社會，奉獻犧牲精神。對該會新屆領導濟濟

多士，老少同心，青壯一德，合作團結，深感欣慰。

該會新屆理事長蔡清池宗長，壯年有為，幹練果斷，

尤值嘉獎，他是本總會現任第一副理事長蔡第泰宗長之令

哲嗣，虎父無犬子，殊值讚歎欣慶，就職之餘，特獻捐壹

拾萬元予本總會文教組清寒補助基金，增益該會先前所捐

獻，合共為陸拾萬元。該會慶典而不忘族中清寒族青，蔚

為該會傳統風標，合應予以公開表揚，以資激勵焉。

嗎加智菲華商會召開會議
嗎加智菲華商會訊：本會訂于二零二二年五月十二

日(星期四)下午八時假富華麗鮑翅海鮮酒樓FORTUNE 

MANSION SEAFOODS RESTAURANT  地址：1013-1015Maria 

Orosa Street.Ermita. Metro Manila. 召開第四十七連四十八屆第

一次理事會議，討論有關新屆會務各項事宜，屆時敬請全

體職員踴躍出席參加，共商會務，共策進行。

張顏總會周日召開
在會所、ZOOM同步視訊會議

菲律濱河源張顏同宗總會訊﹕本總會訂於五月十五日

(星期日)上午十時，將召開第七十五、七十六屆第三次理事

會會議，討論有關重要事宜。

我們將在張顏會所召開常月會會議，並同步ZOOM

視訊，敬請無法到會所開會的理事們提前下載好ZOOM 

MEETING軟件，屆時準時參加，會議帳號及密碼將預先發

於微信群組裡，或個別傳訊息通知。

   屆時務希各位常務顧問、諮詢委員及全體理事撥冗準

時出席參加會議是荷！

陳延奎紀念圖書館
五月十日重開閱覽室

陳延奎紀念圖書館訊：本圖書館於五月十日 (週二) 重

開閱覽室，其開放時間為週二至週日上午十點至中午十二

點、下午一點至五點。為了配合大樓的防疫措施，使用閱

覽室須遵循以下規則：

1. 出示證明已接種新冠疫苗加強劑（即第三針）。

2. 至少一日前打電話與館員約定來館日期及時間。

3. 每位讀者使用時間以兩小時為限。最後入館為下午

三點。

4. 本圖書館暫不接受團體參觀。

5. 進入圖書館須配合量體溫、全程戴口罩、簽到、保

持距離。有發燒或有上呼吸道感染或疑似症狀者，請勿入

內。

6. 館內不可進食，只可以喝水，但是水要自帶。喝完

後，恕不提供續杯服務。

7. 閱讀後，把圖書放在書車或桌上，不要歸還原位。

8. 摸圖書或是公共物品後，一定要洗手或用酒精擦手

消毒。

本圖書館為了保障讀者借閱安全，將不定時多次對書

籍、書架及桌椅等常接觸之公共物品表面進行清潔消毒。

本圖書館館址： 19th Flr., San Fernando Tower,

514 Plaza del Conde cor. Muelle de Binondo St.,

Binondo, Manila

電 話： 8243-9110

手 機： 0945-4262211

蔡家安永懷先堂懿德
壹佰萬元獻濟陽文教

菲律濱濟陽柯蔡宗親總會訊：本總會理事長蔡家第宗

長，一向熱心公益慈善事業，特別關懷清寒青少年學業，

在本總會設立“蔡故林碧心女士助學基金”，一者紀念其

令先堂林碧心太夫人，另者特別眷顧及族中喪父無怙清寒

子女之教育問題，而本總會設立助學金。每年資助大專及

中、小學生各五名。自去年擔任理事長以來，尤所關懷膚

切，迺特別捐獻壹佰萬元，以增益其原先捐獻之助學基

金，合計壹佰貳拾陸萬元，以其所孳利息，用供每年助學

金用途。

以理事長如此懷念先親當年養育恩的勞苦心懷，轉

化對族中弱勢子弟栽培教育之善舉，堪稱孝心不匱，義行

足式，合應登報宣揚，以示褒獎，而揚美德，並勵來茲而

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