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訃  告

蔡天券
（石獅祥芝祥漁村）

逝世於六月二十六日
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310-PRIMROSE靈堂
出殯於七月二日上午十一時

盧王燕妮
（石獅沙美）

逝世於六月二十五日
停柩於家鄉
出殯於七月一日

林張瓊綿
逝世於六月二十七日
停柩於家鄉柳山村本宅
出殯於七月一日

施性鑨
逝世於六月二十五日
停柩於家鄉
出殯於七月二日

陳吳文清
（晉江深滬東垵）

逝世於六月二十七日
停柩於家鄉
出殯於七月二日

流芳百世

蔡麗雅捐
石光校友會福利 

旅菲石光中學校友會訊：本會名譽副理

事長蔡麗雅學姐令萱堂蔡府施太夫人諡秀辇

（石獅市大仑村），於二○二二年六月十七

日壽終於家鄉本宅，寶婺星沉，轸悼同深。

出殯之日，白馬素車，飾終令典，極其哀

榮。

蔡麗雅學姐孝思純篤，秉承令先慈慈悲

为怀、乐善好施之美德，守制期間，不忘慈

善公益，尤為關心本會，特捐菲幣伍萬元，

作为本会福利用途。仁風善舉，殊堪嘉許，

特藉報端，予於表揚，並申謝忱。

吳祚據昆玉
捐豐山福利

菲律濱豐山（蓮塘）同鄉會訊：本會

理事吳祚據暨鄉親吳祚恭、美珠、美華、美

黎賢昆玉令萱堂吳府王嫦姑太夫人（長相）

不幸於公元二○二二年六月二十日下午一時

零六分壽終內寢於家鄉祖宅。享壽八十五高

齡。出殯之日，白馬素車，飾終令典，極盡

哀榮。

吳祚據暨賢昆玉幼承祖訓，樂善好施，

雖在守制期間，仍不忘公益福利，特捐獻菲

幣五萬元，充作本會福利用途。仁風義舉，

堪稱殊式，謹藉報端，聊申謝忱。

王遠東捐
羅聯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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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商會訊：本會理事王遠東鄉賢令慈王衙莊

碧珠太夫人，不幸於二○二二年六月二十一

日上午十一時十二分逝世於故里，享壽九十

有一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出殯之

日，白馬素車，備極哀榮。

遠東鄉賢素向熱心社會公益，孝思純

篤，於守制期間，特獻捐本會菲幣貳萬元，

充作福利基金用途，義舉仁風，殊堪欽佩，

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王守財捐
石總福利金

菲律濱石獅市同鄉總會訊：本總會王常

務理事守財鄉賢令尊王志炳老先生，不幸於

月前壽終於紅衣主教醫療中心，享壽積閏壹

佰晉壹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出殯之

日，白馬素車，極盡哀榮。

王常務理事守財鄉賢事親至孝，慹心社

會公益事業，秉承令尊樂善好施之美德，關

心本總會會務。守制期間仍不忘行善，特撥

出菲幣三萬元獻捐本總會充作福利基金。仁

風義舉，殊堪欽式，特藉報端，予以表揚，

並申謝忱。

楊萬芳丁母憂
旅菲金曾楊氏同鄉會訊：驚悉本會理事

楊萬芳鄉賢暨麗雅，麗端，麗映賢昆玉令萱

堂楊府許淑娥老太夫人，不幸於二零二二年

新曆六月二十八日早上八點十五分，壽終於

本宅，享壽積閏九十高齡，噩耗傳來，哀悼

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

儀館，設靈於三０一室。出殯日期訂於新曆

七月四日。同鄉會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

節哀順變，並敬獻輓聯花圈致祭於靈前，以

表哀思，而盡鄉誼。祝愿淑娥老太夫人一路

走好。

李謀培逝世
和記訊：僑商李謀培老先生（原籍晉

江科任鄉）亦即僑商李鴻行、安娜、珊差賢

昆玉令尊，不幸於二○二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下午六時壽終正寢，享壽八十有六高齡。老

成凋謝，軫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

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101-

FLEUR DE LIS）靈堂。擇訂七月七日（星期

四）上午十一時出殯火化於聖國聖樂堂。

楊萬芳昆玉丁母憂
佳勤軸店訊：僑商楊萬芳、麗雅、麗

端、麗映賢昆玉令萱堂楊府許太夫人諡淑

娥，係故僑商楊子柏老先生令先德配（祖籍

福建石獅金曾路頭村）不幸於公元二○二二

年六月二十八日上午二十八分壽終內寢，享

壽九十高齡，慈竹風淒，蓮花化生，現停柩

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三樓

三○一靈堂301 GUMAMELA SANCTUARIUM 

QC。擇訂七月四日（星期一）上午十時出殯

火化於聖國天人樂聖堂。

施性鑨逝世
旅菲晉江群峰校董會洎聯誼會訊：本

兩會施故名譽董事長、名譽會長游城，施顧

問游遠鄉賢令尊，亦即施副董事長、副會長

金杯、本校董會副秘書長、聯誼會副監事長

施金漢賢昆仲令祖父，本校董會常務顧問、

本聯誼會榮譽會長施性鑨鄉彥（群峰村龍

寮），痛於公元二零二二年六月二十五日戍

時，於故里壽終正寢，享壽八十有七高齡。

老成凋謝，哀惜良深。現設靈堂於家鄉本

宅，擇訂於西曆七月一日舉辦中齋祀禮，越

西曆七月二日（星期六）上午九時，移柩龍

寮本里老人會埕地，舉行祭奠儀式，旋後出

殯。

本兩會聞耗，將特馳電函予以慰唁其

家屬，勉其節哀順便，並致送花圈，藉表哀

悼，而盡鄉誼。時逢疫情防控，山海遠隔，

本兩會也僅能藉此遙奠 英靈安息也！ 

施金杯丁祖父憂
旅菲晉江華峰同鄉會訊：本鄉會施故理

事游城令尊，亦即施理事金杯賢昆玉令祖父

施性鑨老先生（群峰村龍寮），痛於公元二

零二二年六月二十五日戍時，於故里壽終正

寢，享壽八十有七高齡。哲人其萎，哀悼同

深。現設靈堂於家鄉本宅，擇訂於西暦七月

一日舉辦中齋祀禮，越西暦七月二日（星期

六）上午九時，移柩龍寮本里老人會埕地，

舉行祭奠儀式，旋後出殯。

本會聞耗，將特馳電函予以慰唁其家

屬，勉其節哀順便，並致送花圈，藉表哀

悼，而盡鄉誼。

時逢疫情防控，山海遠隔，本會也僅能

藉此遙奠英靈安息也！

翁建安丁憂
菲律濱晉江市羅山新塘靈源各鄉聯合會

/總商會訊：本會理事翁建安鄉賢令尊翁府四

代大父文獻老先生（靈源街道英塘社區大梧

塘村），不幸於二○二二年六月三十日（農

曆六月初二日）早晨一點半逝世於故里，享

年七十有九高齡，現停柩於大梧塘村本宅，

訂於二○二二年七月六日（農曆六月初八）

出殯火化。

本會聞耗，全體理監事深表哀悼，特專

函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本會及理事

長並向其靈前致獻花圈，藉表哀思，而盡鄉

誼。

王仁壽喪偶
和記（巴示）訊：僑商王仁壽先生令德

配，王衙楊美雅夫人（原籍永寧下宅），亦

系王明發先生令慈，不幸於二○二二年六月

廿九日下午二時十一分，壽終於MCU醫院，

享壽六十有六。現停柩於加洛干C-3拉羅瑪聖

彼得殯儀館二樓二一二號靈堂。爰訂七月三

日（星期日）上午八時出殯，於拉羅瑪火化

堂火化。

（圖片說明）上圖左起：莫燕濤、陳潔、張七文，中圖左起：鄭潔珊、黃端銘、蒙淑，
下圖：開班儀式現場。

廣西幼兒教育線上研習班舉行開班式
華教中心組織二十多位華語教師參加

華教中心訊：6月28日上午9時，中國國

務院僑務辦公室主辦，廣西壯族自治區僑務

辦公室承辦，廣西華僑學校協辦的“2022年

華文教師線上研習班‘中文+幼兒教育’專

題”舉行開班儀式。

廣西黨委統戰部副部長陳潔、廣西僑辦

僑務事務處處長莫燕濤、廣西華僑學校黨委

書記張七文、廣西華僑學校副校長覃志堅、

印尼華教總會主席鄭潔珊、本中心主席黃端

銘等以及來自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泰

國、越南、老撾、柬埔寨、澳大利亞、荷蘭

的華教工作者出席了儀式。

儀式由莫燕濤處長主持。她稱贊本中心

是專業的民間華文教育組織中心，長期致力

在菲律賓推廣華文教育，與中國多家單位密

切合作，積極促進菲律賓華人華僑與當地主

流社會的融合。

張 七 文 書 記 指 出 廣 西 華 僑 學 校 建 校

六十二年來始終秉承為僑服務的辦學宗旨，

每年有近五百名來自東盟各國的留學生到學

校就讀。他指出本次研習班在課程設置上著

重於提升學員在幼兒教育方面的教學技能，

授課老師都是中文教育及幼兒教育方面的知

名專家。張書記表示研習班力求多角度地開

拓學員視野，更新理念，以進一步提高海外

華校的教學水平，助推華校事業的發展。他

希望大家能夠通過此次研習班提高中文與幼

兒教育的能力和水平，收獲更多的自信和快

樂。

鄭潔珊主席向廣西華僑學校對海外華文

教育的大力支持表示最衷心的感謝。她認為

幼兒教師是孩子的啟蒙老師，對孩子的成長

有著很大的關系，希望通過此次研習班能夠

提升海外幼兒教師的專業水平。

黃端銘主席指出此次研習班的培訓內容

都是經過精心策劃的，非常實實在在的，是

目前最為急需的內容，具備了前瞻性和整體

觀。他認為系統、正規的幼兒教育才能夠根

據幼兒身心發展特點進行多方面的教育，才

能實現“人人都享有實現他自己的潛力和創

造他自己的未來的權利”的願景。黃主席期

待學員們以良好的素質和能力，支撐和促進

海外幼兒教育朝著科學、健康的方向發展。

他感謝廣西僑辦和廣西華僑學校不久前舉辦

“海外華文學校骨幹教師線上培訓班”為海

外華教工作者提供了一個“學習中文教學技

能，感受中華文化魅力”的優質平臺。

廣西華僑學校老師蒙淑代表授課教師發

言。她認為此次研習班是中外華文教師友好

交流、教學相長的平臺，也是未來進一步開

展中華語言文化交流的良好開端。蒙老師表

示她們的授課一定會從學員們的需求出發，

以問題為引領，以結果為導向，高標准完成

任務。

陳潔副部長認為華文教育事業是一項

有著光榮曆史和遠大前途的事業，是維系數

千萬海外僑胞與祖籍國聯系和親情的重要紐

帶，是促進中外經貿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

她贊揚參訓的學員們都是發展海外華文教育

事業的重要力量，表現出緊跟時代發展，不

斷更新知識，掌握最新動態的可貴精神。陳

副部長指出此次研習班內容豐富，涵蓋面

廣，讓學員們能夠進一步掌握最前沿的幼兒

教育相關知識。她希望大家能夠學有所成，

學有所獲，培養出更多更優秀的學生來傳播

和弘揚中華優秀文化，為架起中外友好交往

的橋梁和紐帶做出積極的貢獻。

本次線上研習班為期18天，於7月15日

結束。僑中總校、僑中分校、近南、景祥愛

心、淡描戈培青、羅申那同和、獨魯萬鳴

遠、宿務中華的20多位華教工作者參加了此

次研習班。

中國成語與立陶宛
鍾藝

中國成語與立陶宛有關係嗎？

有！許多中國的成語連用在今時今日的立陶宛身上，都

顯得十分貼切。

閣下不信，不妨聽我累說。

立陶宛，位於東歐，與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合稱“波羅

的海三國”；面積65200平方公里，人口370萬，首都維爾紐

斯市。堪稱“彈丸之國”或“蕞爾小國”。

最近一段時期，立陶宛可謂“露臉”了。放著“安居

樂業”的生活不過，為“阿諛奉承”美利堅帝國，是“鬼迷

心竅”，不惜“粉墨登場”；一面“顛倒黑白”、“混淆是

非”，盡往中國身上潑污水，並與台灣當局“勾肩搭臂”、

“眉來眼去”，一派“咄咄逼人”，另一面，率先抵制俄羅

斯的金融、貿易，近日，更宣佈限制俄羅斯對境外“飛地”

加里寧格勒地區的鐵路運輸業務。加里寧格勒地區是俄羅

斯海軍波羅的海艦隊的總部。一派“氣焰囂張”、“飛揚跋

扈”之態。

面對兩個擁核的大國，為甚麽立陶宛敢如此“上竄下

跳”、“肆無忌憚”地挑釁呢？

答案很簡單，無非是“狐假虎威”，自恃背後有個“大

靠山”——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目前，“北約”擁有三十個

會員國，6月28日開始正在西班牙的馬德里市舉行“高峰會

議”，計劃拉開“新冷戰”的帷幕。英國外長伊莉沙白·特

拉斯“大言不慚”地說：北約組織應成為一個“全球的北

約”。一時之下，“群魔亂舞”。

俄羅斯人民是個“戰鬥的民族”。“睚眦必報”。俄

羅斯聯邦安全會議副主席梅德韋傑夫向立陶宛提出警告：

“（俄羅斯）將採取非常強硬的報復措施。”對立陶宛這類

“妄自尊大”的“跳梁小丑”。俄羅斯“嗤之以鼻”。刹

時，情勢“劍拔弩張”、“一觸即發”。對於俄羅斯來說，

立陶宛根本是“城狐社鼠”，“不堪一擊”。在中國的眼

中，也是“蚍蜉撼樹”。

世人多半認為：“今日烏克蘭，明日立陶宛”。烏克蘭

的執政者與“北約”成員國“狼狽為奸”、“沆瀣一氣”，

逼迫俄羅斯的安全；結果，是“弄巧成拙”，招來戰火，搞

得自己“焦頭爛額”，國士“滿目瘡痍”，百姓“流離失

所”、“哀鴻遍野”，情勢“有目共睹”。

俗語說：“前車可鑒”。如今立陶宛若不能“迷途知

返”、“改弦易轍”，執意“人鄰為壑”，堅持反俄，必然

“惹火燒身”。屆時，“抱恨終天”，純屬“咎由自取”。

中正29-34聯誼會免費為級友驗血
菲律濱中正學院高中第廿九屆、初中第卅四屆級友聯

誼會訊：本會為促進級友間之互助與顧及級友們之健康，

決定為本會級友及其配偶舉行義診，由本會會醫陳美玉醫學

博士（DRA. TAN BEE GIOK）免費為級友們及其配偶檢查

身體，檢驗骨質。同時抽血以檢驗CBC、FBS、BUN、URIC 

ACID、SGPT、SGOT、CREATININE、CHOLESTEROL、

TRIGLYCERIDE、URNALYSIS等。費用由本會負擔。

地點：中正學院。

日期：七月三日（星期日）。

時間：上午六時半至九時。

屆時務希全體級友把握良機，陪同配偶準時參加，並於

驗血前，勿飲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