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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刊詞
中國人民抗日戰從一九三一年到一九四五年，整整

十四年，始終以大無畏的英雄氣魄，投身於中國現代史上
最偉大，最壯烈的反侵略鬥爭，驚天地而泣鬼神！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本偷襲美國遠東海空軍基地珍
珠港，爆發太平洋戰爭；接著對菲律濱及其他東南亞國家
發動進攻，實行軍事佔領及法西斯統治。東南亞各國人民
奮起反抗，堅持三年多的戰鬥。

海外華僑支持祖國抗日戰爭，並與東南亞各國人民

並肩作戰，抗擊日本侵略軍，立下不朽功勳。
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九日，菲律濱華僑抗日游擊支隊

（華支）在中呂宋建立，與菲律濱人民並肩作戰，展開了
華僑在異國他鄉進行有組織的武裝鬥爭新局面。華支戰士
用生命和熱血在菲島寫下壯麗的詩篇。華支的光榮史蹟是
華僑史的重要組成部份，是菲律濱歷史的一部份，也是世
界反法西斯史的一部份。

八十年過去了，我們不會忘記戰爭的殘酷，人民的苦
難，我們不會忘記光榮犧牲的同志，我們永遠不會忘記中
菲人民在戰爭中建立的深厚友誼，生死與共，互相支持；
並希望能激勵後輩，代代傳承，發揚光大！

中菲友好交往延續千年，始終堅持和平共處，共同發

展。中國「一帶一路」倡議與菲律濱「大建特建」規劃

深度對接。目前已完成十六個合作大項目，另十餘個項目

尚在進行中。

面對新冠肺炎疫情，兩國互相支援，破解疫情背景下

發展的困局；並合力促進經濟復蘇。中國已成為菲律濱第

一大貿易夥伴及第二大外來投資源地。

中國與東盟已互為最大貿易夥伴，雙向投資達三仟億

美元。東盟四國外長相繼訪華，雙方肯定需要更好對接發

展，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維護南海和平規定，把南

海建成為友好合作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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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在菲律濱舉辦紀念菲律濱華僑抗日
游擊隊（簡稱華支）成立75週年之際，華支
老戰士李康希和呂水涯提議：「今後每年國內
華支成員或其後裔集中的城市輪流舉辦華支成
立紀念活動」，並得到國內北京·福州、廈
門、泉州、廣州、香港等地的菲律濱歸僑聯誼
會的積極響應。這次北京首次舉辦紀念活動得
到主管單位--北京市僑聯的指導和幫助，並得
到了北京新四軍研究會和中國華僑歷史學會的
大力支持，共同聯合主辦了這次紀念菲律濱華
僑抗日游擊支隊成立76週年報告會。

七十多年前，當日本侵略菲律濱之時，
為了保衛菲律濱人民和僑民的生命財產，旅菲
華僑於1942年5月19日成立了菲律濱華僑抗日
游擊隊，成為當時抗擊日寇的重要抗日力量。
他們中的許多人獻出了自己年輕的生命。他們
的鮮血撒在了菲律濱這片熱土上，為抗日戰爭
立下了不朽的功勳，用生命與鮮血譜寫了中菲
友誼的光輝篇章，展現了中華民族在國家存亡
的危難時刻，奮起抗爭，不屈不撓的英雄氣
概。他們的英勇事跡至今依然值得我們緬懷、
學習和紀念。

2018年5月17日，在中國華僑歷史博物
館舉辦了紀念菲律濱華僑抗日游擊隊成立76
週年紀念報告會。這次參加活動的領導有：北
京市僑聯副主席蘇泳，北京市僑聯社會工作部
部長陳贊興，菲律濱華支老戰士、菲律濱「華
支」決策委員呂水涯先生，北京新四軍研究會
會長張曉龍、常務副會長王小戩、副會長兼秘
書長楊抗美、前副會長劉華蘇將軍、戈繼軍，

中國華僑歷史學會秘書長張秀明、副秘書長巫
秋玉等。參加活動的僑聯領導有福州（省直）
陳駿、廈門潘國慶、泉州鄭平沙、廣州謝伯毅
等。還有中國華僑歷史博物館領導、北京市僑
聯菲律濱歸僑聯誼會的會員、中國華僑歷史學
會會員以及北京市其他歸僑聯誼會成員共計
100餘人參加了此次會議。

值得感動的是近90歲高齡的菲律濱華支
老戰士呂水涯不顧長途旅行的勞累，親自帶
隊，從菲律濱來到北京參加這次會議；年過
90的北京市菲僑聯的抗日老戰士呂青女士，
儘管身體不好，但仍在子女的陪同下參加了此
次會議；還有菲律濱華支老戰士許文明、李述
治夫婦，他們也分別是93歲和92歲高齡。

會議開始後，蘇泳副主席、呂水涯先
生、張曉龍會長、北京市菲律濱歸僑聯誼會、
華支後代代表王為先、福州（省直）菲律濱聯
誼會副會長陳峻等分別緻辭。

致辭結束後，北京市僑聯菲律濱歸僑聯
誼會副會長兼秘書長戴慧荃向呂青、呂水涯、
許文明、李述治四位華支老戰士敬獻鮮花。

中國華僑華人歷史研究所理論政策研究
部主任巫秋玉，北京新四軍暨華中抗日根据地
研究會石蘇蘇、北京市僑聯菲律濱歸僑聯誼會
副會長許呈亮分別作了專題報告。

巫秋玉主任運用大量的史實，說明海華
僑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和抗日戰爭中的一股不
可缺少的重要力量。菲律濱華僑以各形式支持
抗戰，如捐款、捐物，為抗戰提了重要的物質
基礎。有許多熱血華僑青年然決然離開家園奔
赴抗戰前線。他們中的不少人獻出年輕的生
命，鮮血撒在他們所眷戀的那片熱土上。

石蘇蘇女士的報告則從菲律濱華僑與新
四軍之間的淵源角度，舉例說明，當年加菲律
濱華僑回國慰問團的華僑，目睹了日本法西斯
蹂躪我國人民的悲慘情景就後，有的華僑毅然

決然地留在祖國參加新四軍投身到祖國抗日第
一線，為祖國的抗戰勝利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
勳。不少這些新四軍的菲律濱華僑的後代或親
屬都來參加了此次會議。

許呈亮副會長介紹了父親許敬誠、兄長
許呈煒在我國和菲律濱從事抗戰活動的感人故
事。這些故事反映了菲律濱華僑高尚的家國情
懷，將個人的命運與國家命運緊密地結合起
來。他們經受了戰爭年代血與火的考驗，是菲
律濱華僑的傑出代表，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精
神財富，值得我們繼承與發揚。

專題報告會結束後，呂水涯老前輩向中
國華僑歷史博物館捐贈文物。

北京市菲律濱歸僑聯誼會副會長兼秘書
長、菲律濱歸僑、新四軍老戰士戴旭民之女戴
慧荃向中國華僑歷史博物館捐贈了父親戴旭民
的遺物——一條保存了約七十年的新四軍軍用
馬褡子。會議在熱烈的《菲律濱華僑抗日游擊
隊之歌》和《新四軍軍歌》中圓滿結束。

報告會接受後，北京市菲律濱聯誼會與
外地的兄弟聯誼會進行了座談，並組織與會者
參觀了中國華僑歷史博物館，組織到懷柔九公
山鐵軍紀念園拜謁為國捐軀的新四軍及華僑英
烈。

通過此次活動，與會者一致認為，緬懷
華支先輩光輝業績，就是弘揚革命先輩艱苦奮
鬥、不折不饒的革命精神和熱愛祖國、熱愛人
民、無私奉獻的家國情懷，傳承中菲兩國人民
的友誼。這次活動，不僅加強國內外菲僑聯友
之間的友好往來，也意識到作好新時期僑務工
作的重要意義。開展民間外交，發揮好歸僑僑
眷的橋樑和紐帶作用，共同為中菲兩國經濟社
會的發展和提高中菲兩國人民的福祉貢獻自己
的力量。

紀念華支成立76週年報告會在京舉行

夏日的祝福
陳淑華

夏日，鮮花盛開；夏日，歌聲嘹亮。夏
日的北京，處處似火的熱情，迎接著奧運的
即將到來。這個夏日在菲律濱的馬尼拉，我
們的僑胞，又有了一個了不起的創舉展示給
世人，他們捐資籌建的由錢其琛題名的《菲
律濱華僑抗日紀念館》舉行了落成典禮。在
北京我們以無比激動的心情，深深的祝福他
們。

在我心中，菲律濱的僑胞永遠像夏夜晴
空的群星，熠熠閃光，明亮璀璨。他們在我
國歷史上始終是與祖國同呼吸、共命運。遠
的且不說，從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
事變到1945年中國抗日戰爭勝利，僑胞們
堅持不懈地以各種方式支援和參加抗日鬥
爭，不少人英勇捐軀。尤其是太平洋戰爭爆
發後，菲律濱華僑組織抗日武裝及團體，
積極投身保衛第二故鄉的戰鬥。菲律濱華僑
支隊等組織與僑居地人民，盟國軍隊一起有
力地打擊法西斯勢力，建立了豐功偉績，用
鮮血和生命為自己贏得了在僑居地應有的地
位，這段不能忘記的歷史，已永載史冊。
在我書櫥裏，就有《菲律濱華僑抗日英魂
錄》、《菲律濱華僑愛國丹心錄》（龔陶怡

編）、《許立同志追思紀念刊》、《一個特
殊的群體》等書。在我書桌玻璃板下放著在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展品華支隊旗的照
片······這些珍品會讓我永遠記住這
段不尋常的歷史，記住那些其德其情感人至
深的人們。他們的人生價值感動了別人，也
為人生的意義譜寫了新曲。

為了讓這光輝的歷史永駐人間，去年夏
日，一位老歸僑去菲律濱探親回京時，帶來
一信，要我轉交錢其琛同志，寫信者是菲律
濱華支退伍軍人總會秘書長曾錦泉先生。信
的大意：自「九、一八」事變以來，具有反

帝愛國傳統的菲律濱華僑，掀起轟轟烈烈的
抗日救國運動，宣傳、捐獻或回國支援祖國
抗戰；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更與菲
律濱人民並肩作戰，共同抗擊日本侵略軍，
在城市組織了抗日地下團體，在農村組織
游擊隊，與日偽鬥爭三年多。為菲律濱的抗
日戰爭以及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做出了貢獻。
為了紀念這一段不朽的歷史，緬懷犧牲的烈
士，也為了教育後一代，繼建立《菲律濱華
僑抗日烈士紀念碑》之後，在同一地點，興
建《菲律濱華僑抗日紀念館》，特請錢老為
館名題字，以示隆重。信的內容，令人感
動。我想，這個「任務」，無論如何我得去
完成，也算為紀念館的興建盡點力。經過一
番聯絡，我們這位平民領導曾經是安徽鳳陽
教育部五七幹校的同學，不顧剛從美國訪問
回來的辛苦和忙碌，很快寫好字，並由他夫
人也是我們幹校的同班同學周寒瓊同志轉給
我，拿到題字我興奮地像完成神聖使命似
的，以最快速度用fax傳給參加籌建紀念館的
呂水涯先生。

2007年，在北京充滿生機的初夏，和風
拂綠，柳絲依依，令人感到心靈的愉悅和充
實。此時此刻，菲律濱朋友送來了印有菲律
濱華僑抗日紀念館正面照片的請柬和呂先生
的信函。知道紀念館將在五月二十日舉行落

成開幕典禮，並已通過我駐菲律濱使館邀請
錢其琛和夫人蒞臨主持剪綵。（未能出席已
表示謝意和祝賀）。在這一天同時舉行紀念
華支成立65周年慶典，馬尼拉的僑胞期待北
京的朋友們能光臨。當我拿到請柬時，真心
動，很想去和僑胞們共用成功建館的歡樂，
看看紀念館的全貌，參觀館內陳列的有關菲
律濱華僑抗日的文物資料，據呂先生信仲介
紹，有一百多件各種實物、書刊、地圖、油
畫··.··令人信服地記錄了這一特定的歷
史時期的大脈絡，同時也借此表達了大家對
為抗日戰爭做出犧牲的先烈們的緬懷，還有
就是讓子孫後代能從中得到教育。

近日，我又收到了許立同志的女兒許呈
亮從菲律濱馬尼拉參加慶典時親自拍攝的VCD
光碟，見到那落成典禮熱烈、祥和、團結友
愛的氣氛，同時，也看到了熱愛生活、熱愛
和平的僑胞們，付出極大的努力後，把紀念
館建成了，展示在大家的面前了，這是多麼
了不起的事啊！紀念館屹立在菲律濱的土地
上，讓大家更清楚地看到了近代日本軍國主
義發動的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給中國人
民和東南亞各國人民帶來的深重苦難。前事
不忘，後世之師。牢記這段歷史，是為了阻
止悲劇重演，是為了開創美好的未來。讓我
們共同祈禱世界和平，永久和平。

並肩作戰禮贊
林勞青

一九四五年一月廿六日，華支在友軍配
合下，從日寇手中解放了內湖省省會仙沓古
律士社。

此戰役從上午八時持續到下午六時；最
艱巨的是爭奪天主教堂鐘樓的戰鬥。該建築
堅固，敵人居高臨下，佔有利地形。副班長
蔡天送機關槍手在衝殺時被敵人擊中，不幸
犧牲，指導員蔡奕慈為救護蔡天送，在跳過
牆角時，也被擊中而犧牲。受傷的有班長楊
仁芳、許玉生，機槍手徐越來、宋啟星、衛
生員徐火。全體指戰員決心消滅敵人，為犧
牲和受傷的戰友報仇。

大隊長鄭顯玉最後決定用火攻，下令火
燒鐘樓，一位華商自動獻出兩桶汽油。火攻
時，火焰濃煙迫使敵人逃出鐘樓而被華支戰
士擊斃。

這次解放仙沓古律士戰鬥中，當地居民
表現相當勇敢。他們自動給戰士送水送食，
並組織救護隊，搶救傷兵，協助戰區老幼撤
退等，充分展現出軍民魚水情。幾個菲律濱
農民，更是同仇敵愾，當發現逃敵藏在蘆葦
叢中時，馬上拿起武絡刀，奔向敵人，把敵
人殺死在田中。

為紀念這段光輝的歷史，經當
地原抗反華支成員莊銘勳的努力及
社議會的支持，一座抗日紀念碑屹
立在仙沓古律士廣場。

二○○八年，華支退伍軍人
總會議決重修紀念碑。經設計、施
工，至二○○九年年底，工程基本
上完成，並訂於二○一○年二月
十二日舉行落成典禮，暨國家歷史
署頒發碑誌揭幕儀式。

新紀念碑以紅色大理石為基
座，上站立並肩的兩尊九呎高戰士
雕塑，象徵菲中人民並肩作戰，抗
擊日寇侵略軍，生死相依，不怕犧
牲，用鮮血澆灌菲律濱的沃土，迎
接新生。

紀念碑正面縷刻著三種文字：
中文：菲律濱華僑抗日游擊支隊；
英文：二次世戰菲中游擊隊；菲文：內湖省
二次世戰游擊隊。尚有歷史署頒發的碑誌及
中英文字記載仙沓古律士戰役。整體突出菲
中人民共同抗日，結下深厚友誼的主題。

仙沓古律士抗日紀念碑蘊藉著一種精
神，伸延著一種信念，傳遞著一種力量，寄
託著一種奉獻！

紀念碑落成典禮，恭請中國駐菲特命
全權大使劉建超為貴濱兼主講人。出席貴濱

尚有內湖省省長羅沙洛，國家歷史署行政主
任描道維，仙沓古律士市長麥卡拉示，大使
館李欽峰參贊兼總領事。以及華社主要團體
諸負責人，菲退伍軍人總分會代表，當地商
會負責人，國防部仗儀隊及樂隊，學校師生
等。華支成員乘一大旅游車早就到了會場。
出席人數達五百餘人。

是日上上午十時，祥獅獻瑞，舞龍武
術，鑼鼓喧天，大會開始。接著，樂隊演
奏，剪綵，揭碑，大使及各主辦單位獻花，

大使致詞，李康希代表華支向各有關單位及

個人頒贈紀念品（小型紀念碑），尚有歌舞

文藝節目，攝影留念。

中午，當地菲華商會假中華學校大禮堂

宴請全體來濱及工作人員。

菲華商總尚致賀函，其中寫著：宏揚二

戰貴會諸位英雄抗日輝煌歷史，標誌華人與

菲律濱人民並肩作戰之親密合作偉大成就，

永垂青史。

1942-2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