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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滨华侨抗日游击支队(华支)建军八十周年纪念特刊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菲律濱特命全權大使        題公元二○二二年五月十九日

菲律濱華僑抗日游擊支隊成立77週年紀念大會在閩舉行
5月21日，慶祝新中國成立70週年暨菲

律濱華僑抗日游擊支隊（簡稱「華支」）成
立77週年大會在福州舉行。省僑聯主席陳式
海、省人大常委會華僑工作委員會主任陳雄、
省政協農業農村委員會主任劉宏偉、省僑聯副
主席張瑤，省委統戰部和省僑聯相關幹部以及
來自菲律濱「華支」老戰士後裔與全國各地
菲律濱歸僑聯誼會會員等200人出席。陳式海
說，華僑在辛亥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
新中國建設及改革開放過程中作出巨大貢獻，
希望福建省直菲律濱歸僑聯誼會繼續團結各地
菲律濱歸僑聯誼會，傳播友誼，增進中菲兩國
情誼。

今年89歲的菲律濱「華支」老戰士呂水
涯，此次也來到福州，他說「華支」隊伍從
1942年成軍至今已77年，在不同歷史時期做
出了不同的貢獻，也見證了中華民族從站起
來、富起來，直到強起來的歷史性飛躍。他表
示，華僑華人在「一帶一路」中發揮著不容忽
視的力量，他們不只是「紅娘」，也是「新
娘」；不只是促進者，也是參與者。希望年輕
一代能繼續發揚「華支」精神和優良傳統，不
忘初心，與時俱進。

福建省菲律濱歸僑聯誼會會長洪文比在
會上總結，此次大會旨在傳承「華支」精神，
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導
下，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推動中菲兩國友誼
健康發展。

本次大會由福建省僑聯指導，菲律濱
「華支」退伍軍人總會主辦，福建省直菲律濱
歸僑聯誼會、菲律濱「華支」退伍軍人後裔聯
誼會承辦。發言者尚有：華支後裔聯誼會會長
李毓俊、華支後裔聯誼會名譽會長楊旭陽、菲
中和平發展促進會會長施逸川、石獅菲華歸僑
經濟發展促進會會長蔡青鋒、北京市僑聯菲律

濱歸僑聯誼會會長戴慧荃、廈門市菲律濱歸僑
聯誼會秘書長潘國慶、菲律濱福州總商會會長
林偉照、福建省新四軍研究會副會長馮小朗、
華支後裔代表王青青、華支後裔代表鄭建中、
華支後裔代表洪友仁，嘉濱：廣州市菲律濱歸
僑聯誼會會長任傑、泉州市菲律濱歸僑聯誼會
會長鄭平沙。

 21日上午，紀念菲律濱「華支」成立77
周年圖片展開幕，此次圖片共展出158張歷史
照片和連環畫作品，分為「走進新時代，邁出
新步伐」「崢嶸歲月，浴血奮戰」「友好往
來，共敘情誼」「華支精神，代代相傳」「圖
說華支連環畫」五個部分，展示了「華支」隊

員在抵禦日本侵略菲律濱戰爭中浴血奮戰的英
姿。22日上午，為緬懷「華支」先烈，與會
者前往福州文林山革命公墓，向安葬在公墓的
「華支」前輩獻花。叢林中，誕生了一支由當
地華僑華人組成的驍勇善戰的抗日游擊隊伍--
菲律濱華僑抗日游擊支隊（簡稱「華支」）。
他們以機動靈活的游擊戰術粉碎日寇的一次次
掃蕩，沉重地打擊了日本侵略者，有力地配合
反法西斯戰爭取得全面勝利。

1945年7月4日，菲律濱全境光復。「華
支」戰士們堅持戰鬥3年4個月，轉戰菲島14
省，作戰260餘次，殺傷俘日軍2000餘人，犧
牲77人。「華支」的英雄們以崇高的獻身精

神和頑強的鬥爭意志，為中華民族贏得了榮
譽。菲律濱軍隊諾若捷少校在呈報司令部的檔
中，高度讚揚這支華僑抗日隊伍：「華支的官
兵都是中國公民，按義務來說，他們可不必擔
負直接抗敵的責任。可是，他們自始至終同我
們並肩作戰，一直堅持到最後勝利。」

目前，安放在文林山革命陵園內的華支
老前輩共有22位。其中，華支總隊長王漢傑
也長眠於此。部分名單如下：

王漢傑、郭剛、邵達明、魏文基、許良
楓、顏青、劉維川、林青、吳洋、鄭顯玉、吳
錦南、楊靜桐、陳培玉、高明軒、張春發、呂
守真。

華支聯合有關單位向英烈獻花致敬紀念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七十五週年

5月20日廣州菲律濱歸僑聯誼會主辦的紀
念菲律濱華僑抗日游擊支隊成立79周年回顧
會在廣州黃埔長洲島舉行，來自北京、福州、
泉州、廈門、香港的菲律濱華僑抗日游擊支隊
後裔和各地菲律濱歸僑聯誼會代表出席了會
議，會議由廣州菲律濱歸僑聯誼會會長任傑首
先致辭，廣州菲律濱歸僑聯誼會副會長張曉菲
主持。

會議由菲律濱華僑抗日游擊支隊領導人
許敬誠的女兒許呈亮重點回顧了父親許敬誠、
舅舅李永孝、母親李錦蓉組織菲律濱華僑抗日
救亡，和組織成立菲律濱華僑抗日游擊支隊的
歷史，

會議播放了紀念抗日戰爭70周年中央電
視台採訪菲律濱華僑抗日游擊支隊政委余志堅
的3集紀錄片，

會議由謝柏毅回顧了父親謝振凱，從20
年代參加菲律濱工人運動、菲律濱華僑抗日游
擊支隊的貢獻，在菲律濱從事地下工作的付出
與貢獻。

會議由菲律濱華僑抗日游擊支隊廣東大
隊長的女兒謝冰回顧了台山籍的謝清（謝生生
平。

會議播放了菲律濱華支退伍軍人總會呂
水涯代表，菲律濱華支退伍軍人後裔聯誼會李
毓俊代表錄製的發言。

到會的北京、福州、泉州、廈門的代表
作了發言，回顧和展望了傳承華支前輩的精
神，致力推動中菲關係和平發展的前景。

菲律濱華僑社會是支援祖國抗戰最積
極、最熱烈的海外華僑社會之一。菲華社會不
僅為祖國抗戰事業提供大批物資援助，而且派
出許多優秀兒女回國參戰。另一方面，祖國的
抗日戰爭也對菲華社會產生了深刻影響。在民
族意識高漲的情況下，大批菲華青年踴躍參加
各種社會活動，同時湧現了許多進步團體。他
們在聲援祖國抗戰的同時，也大大增強了自身
的凝聚力。所有這一切，都為太平洋戰爭爆發
後菲律濱華僑的抗日武裝鬥爭奠定了堅實的社
會基礎。

菲律濱華僑抗日游擊支隊（簡稱華支）
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由旅居菲律濱的其華僑
組成的抗日武裝隊伍。它在日本帝國主義佔領
菲律濱期間與之進行了艱苦卓絕4的鬥爭，為
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作出了貢獻。在3年
零4個月時間裏，華支對日作戰260餘次，殲

敵2020餘人。華支建軍時僅有52人，全盛時
也不過700餘人。人數如此之少的華僑抗日戰
士，取得了輝煌戰績。

菲律濱華僑左翼抵抗運動的最高領導
人、華支的主要領導人，許敬誠，1925年定
居菲律濱，

1938年廖承志在香港建立八路軍辦事處
後，許敬誠與廖承志及其助手連貫建立了密切
聯繫，並在他們的幫助下在菲開展工作。

廣東中山南朗籍的華支的主要領導人李
永孝（李炳祥），1905年出生於菲律濱，
1922年回中國讀書，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
期間他擔任過蘇聯顧問鮑羅廷的英語翻譯，
1927年與夫人王亞璋返回菲律濱。在華支的
組建乃至以後的活動中都發揮了極其重要的領
導作用。

廣東省開平縣潭溪鄉騰龍里人謝振凱同
志又名謝煜堃、謝坤，他1926年當選菲律濱
南甘馬仁省工人協會主席，後來發展了菲律濱
多個粵籍華僑工人組織。在這個期間他出席了
全菲工人協會代表大會，出席了華僑工人協會
代表大會。1928謝振凱同志經過多年工人運
動的鍛煉與考驗，1938年謝振凱同志在李永

孝（李炳祥）同志帶領下，被派去菲律濱人的
海員工會工作了近兩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
謝振凱全力投入武裝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游擊
戰爭。1942年全力配合許立、李炳祥（李永
孝）同志保證了華支領導人交通安全，保證了
華支在阿拉悅建立游擊根據地的最初三個月的
給養。

廣東台山籍的蔡建華（余志堅）華支政
治主任。1919年6月出生於菲律濱，2歲由父
親帶回到家鄉廣東省台山縣三八鎮家鄉余志堅
1937年12月參加工作，歷任菲律濱馬尼拉市
華僑抗日義務隊副隊長，福建新四軍第二支隊
政治部菲律濱華僑回國服務團班長，皖南新四
軍教導隊支部書記；於1938年參加菲律濱華
僑救國義勇隊（後改稱菲律濱華僑回國隨軍服
務團），留在新四軍工作，以後重返菲。

廣東台山籍的謝清（謝生）1919年4月出
生1934年到菲律濱謀生，先後做過麵包店學
徒、雜貨店雜工、汽水廠洗瓶工人和家私店
木工。1942年3月，參加了菲律濱人民抗日軍
（簡稱「民抗軍」）。同年5月19日「菲律濱
華僑抗日游擊支隊」（簡稱「華支」）成立，
任華支二大隊即廣東大隊大隊長。

會議期間各地聯誼會代表發表了熱情洋
溢的發言，合唱了《華支隊歌》，會在議結束
後參觀了廣州國家檔案館，並在廣州國家檔案
館合影留念。

元月廿六日（星期日）農曆大年初二，
內湖省仙沓古律示社天空晴朗，陽光燦麗，
菲律濱國家歷史署聯合仙沓古律示社政府，
華支退伍軍人總會，舉辦紀念第二次世界大
戰勝利七十五週年，及華支游擊隊進攻仙
沓古律示社戰役七十五週年紀念，上午八
時，仙沓古律示社市府大廣場，華支抗日游
擊隊紀念碑前，聚集了來自各方面的代表及
軍隊四百餘人，軍隊軍容整齊威猛，精神抖
擻，其他人士也都身穿描籠禮服，甚是亮麗
好看，從馬尼拉乘巴士專往的華支退伍軍人
總會一行十七人，由決策委員呂水涯，陳素
美，後裔聯誼會會長李毓俊，楊旭陽，呂培
松，王美琪，蔡工川，尤瑞英，李峻碧，吳
丹紅及華支後裔二代青年代表等，華裔青年
聯合會創會會長洪玉華，會長王培元，陳祖
從醫師，來自北京大學東南亞系菲律濱語專
業三名交流生，胡昕怡，郭宸嶺，凌嘉鴻。

菲律濱國立大學二戰歷史專家扶西教授十八
人，內湖省省長代表，仙沓古律示社長仙魯
易示，國家歷史署亞禮描洛女士，退伍軍人
辦事處代表，內湖省菲華商會董事長丁健
文，理事長李孫明，內湖省中華學校代表及
學生，後備軍人辦事處代表，社政府各級員
工，區長，里長，軍樂隊等四百餘人，陣容
齊全壯觀。八時正，紀念儀式開始，在三軍
儀仗隊帶領下，高舉國旗，軍旗，主禮嘉濱
排列一行，軍樂隊奏響菲律濱國歌，祈禱完
畢，儀仗隊向天鳴槍，像是在喚醒在天烈士
們英魂，告知他們，大家聚集一起向他們追
思致敬，跟著各機構代表向烈士獻花，華支
由呂水涯代表獻花，陳素美敲鐘追思，跟著
由一菲律濱青年歌手獻唱一首美妙動聽菲語
歌曲，傳得全場熱烈掌聲。內湖中華學校的
學生們也演唱悅耳好聽的歌曲，接著由省
長代表致歡迎詞，歷史署亞禮描洛女士接

著介紹華支的抗日史及功蹟，華支後裔會
長李毓俊講話，李會長講的一口流利標準的
菲英語。他講述七十五年前，日本侵略菲律
濱華支隊員如何不分國籍不分彼此，組織游
擊隊抵抗侵略者由五十二人開始，逐漸擴大
隊伍，南北四處出擊，大小戰鬥數百次，進
攻仙沓古律示時，殲敵二百餘人，華支也有
犧牲傷亡，戰爭勝利後，華支隊員投身重建
國家的隊伍，平時不忘社會公益，致身於慈
善工作好志愿防火，義診等等，於二O一0
年由華支集款捐建「仙沓古律示社華支抗日
戰役紀念碑」同年在仙沓古律示社捐建二間
校舍，可以說，華支同仙沓古律示社情誼深
厚，牢不可破，如今華支後裔們已全身融入
菲律濱大社會，扎根融入菲律濱，他們不會
忘記父輩的偉大精神，將全心全意為建設菲
律濱國家作出新的貢獻，接著仙沓古律示社
長也發表了情深意重的講話，他云：為了今

天的日子，他特別搜集了華支的歷史資料，
他深深地為當年華支戰士那種不分國籍，不
分膚色，挺身保衛菲律濱的偉大精神而感動，
與菲律濱人共患難，攜手抵抗侵略者，為保衛
菲律濱的自由，不畏犧牲，貢獻自己寶貴的生
命。為解放仙沓古律示社，奮不顧身而戰鬥，
仙沓古律示社的人民應該世世不忘華支的恩
情，因為華支，人民今天才能安康樂業，他呼
籲如今時代，大家應該不分你我，同聲同氣為
人類創造更好的環境，不要戰爭，使全人類都
能夠過安祥、美好、快樂的日子！」語意深
重，聽者莫不動容稱同，紀念儀式在莊嚴歡樂
聲中順利結束，隨後，由華支作東假社政府大
樓宴請全體嘉濱，餐後大家在依依不捨中互道
珍重，再見聲中分手，歸途中大部分華支人都
還在深深追憶當年先輩烈士們的無數英勇事
蹟，同時莫不感到身為華支人華支後裔而驕
傲！

圖片說明：左上小圖為李毓俊講話。左圖：儀仗隊舉旗儀式。中圖：呂水涯代表獻花，右圖：全體嘉賓合影。

紀念華支成立79週年回顧會在廣州舉行
黃溪連大使與華社代表向烈士紀念碑獻花。

華支總會暨後裔聯誼會歡迎中國海軍艦艇訪菲。

圖為中國駐菲律濱大使館臨時代辦孫向陽參觀圖片展。
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洎抗日戰爭勝利六十週年

歷史圖片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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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支總會歡迎宋濤大使蒞臨指導。

    圖為中國駐菲大使館
臨時代辦賀湘琦與李康
希，呂水涯等華支老戰

士及其家屬合影。

華支後裔聯誼會成功舉辦紀念華支建軍八十週年
「抗日前輩浩氣長存 英雄後代不忘初心」精彩講座

五月十九日，菲律濱華僑抗日游擊支隊將迎來八十週年生
日。

八十年前的今天，華支先輩為抗擊日本略者，為保家衛
國，拿起刀、槍，走上戰場，組織建立了一支前所未有的華僑
抗日游擊支隊、與菲律濱人民並肩作戰。在三年多的抗日戰
爭中，華支游擊支隊轉戰南北十四個省、市、地區；參加戰鬥
二百六十多次，殲敵兩千餘人，也犧牲了七十多名優秀戰士，
為反法西斯、為菲律濱的和平作出了巨大的貢獻。華支戰士為
了追求和平，用鮮血和生命譜寫了光輝的歷史篇章。

作為華支的後代，我們永遠敬仰和緬懷我們英勇的先輩。
由于受到疫情的影響下，各種社團紀念活動受到限制。我

們決定用網絡上線的形式舉行紀念活動。經過半年多的努力，
我們克服了各種挑戰與困難，成功地邀請到了菲律濱三所最高
學府的三位資深歷史學家，于四月三十日在網絡上舉辦了一場
研討會。菲律濱國立大學UP教授Dr.Ricardo Jose 講解了題為
「菲律濱為何捲入第二次世界大戰；」菲律濱拉剎大學 DLSU 
教授 Dr.MarcelinoMacapinlac Jr.講解了題為「華支在內湖省的

戰蹟」；聖道杜瑪示UST教授 Dr.AugustoDeviana 講解了題為
「華支抗日游擊支隊獲政府的認可與肯定」。三位歷史學家提

供了珍資大量珍貴資料，圈文並茂，內容豐富；網絡研討會吸
引了三百多名社會各界人士，學校師生，華支後裔青年一代的
熱烈參與。直到網絡上名額爆滿，還有很多人在等候、登入網
絡線上，氣氛熱烈。研討會取得了空前的成功，效果超出了我
們的預期，華支的事跡，受到了很多人的關注，華支精神感動
了人們。

作為華支的兒女，我們將更努力堅守前輩們的初心，牢記
我們今天的使命，以父輩為榜樣，熱愛和平，服務社會，以我
們的實際行動作好中菲兩國人民友誼的橋樑與紐帶，讓華支的
事跡給更多菲律濱人民認識與瞭解，把華支精神發揚光大。努
力吧，同志們！

昔日英雄熱血灑千島，
今朝中菲友誼花盛開！

菲律濱華支退伍軍人總會
菲律濱華支後裔聯誼會

2022年五月三日

左圖為後裔向14位碩存慰安婦贈送愛心。右圖到災區施賑雪中送炭。 2015年華支舉辦第2次世界大戰珍貴照片展覽。 2012年華支錄製華支歷史記錄片。

後裔李天嬌詩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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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華支75週年，中國菲律賓歸僑拜訪李天先老前輩。

1942-2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