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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海巡安 慰藉侨心

绵延不绝的巡安队伍、庄严肃穆的祭
典仪式、清雅悦耳的钟磬之声、端庄曼妙的
八侑舞蹈、独具闽南风味的十音八乐……
经过两天一夜的海上航行，妈祖文化再次
在异域友邦焕发光彩。

“湄洲妈祖跨洋越海地来了，真是千年
等一回！”菲律宾西河林氏宗亲总会理事长
林莹笙激动地说，天下妈祖，祖在湄洲，湄
洲妈祖巡安菲律宾，慰藉了所有在菲华侨
华人的心。

“第一次看到湄洲妈祖和妈祖祭典，现
场人山人海，场面宏大庄严，整个华人区几
乎万人空巷。”刚参加完妈祖祭祀大典的旅
菲华侨刘传伏表示，能够亲身经历如此盛大
的国际文化交流活动是人生幸事。

“‘帆船髻，大海衫，红黑裤子寄平安’，
小时候听奶奶讲过妈祖的打扮，很高兴在
现场看到这样打扮的湄洲女性。”菲律宾
华人钟进德表示，参加巡安活动加深了他
对妈祖文化的认识。

记者看到，在此次湄洲妈祖巡安过程
中，菲律宾马尼拉华侨华人和侨团通过各
种方式参与并支持巡安活动。

“我们配合菲律宾西河林氏宗亲总会，
联合制作了本地分灵妈祖巡街的花车，并
组织了一支表演舞龙舞狮和菲律宾当地土
风舞的文艺演出队伍。”菲律宾六篮堂总会
理事长林乘福语气里满是自豪。

旅菲华人林英辉不仅自己全程参与迎
接妈祖巡安活动，还叫来 22 岁的儿子林树

泓到现场做巡安活动志愿者工作。“希望儿子
在参与的过程中体会‘立德、向善、大爱’的妈
祖文化，成为一个有爱心的人，也能把中华文
化好好传承下去。”林英辉表示，不忘根脉是
他这一代华侨华人共同的愿望。

“湄洲妈祖千年走一回，给菲中文化交
流开出一条坦途。”菲律宾慈航禅寺董事长
洪庄严表示，菲律宾境内有近 300 万华侨
华人，妈祖文化在菲华侨华人间世代相传，
氛围浓厚而独具特色，湄洲妈祖巡安活动，
汇聚了侨力，凝聚了侨心，也架起菲中友谊
桥梁。

“这是湄洲妈祖第一次乘邮轮走海路
出境巡安，意义非凡。”中国莆田湄洲妈祖
祖庙董事长林金赞表示，菲律宾是海上丝
绸之路的重要一站，跟随妈祖出境巡安的
人们，可以在航行中体会老一代华侨华人
沿海上丝绸之路“下南洋”谋生的艰辛，是
对老一代华侨华人艰苦奋斗精神的缅怀。

瓣香丝路 播撒大爱

10 月 22 日，当妈祖驻跸菲律宾马尼拉
中国城花园口后，湄洲妈祖祖庙一行和菲
律宾慈航禅寺工作人员一起到当地佩德
罗·格瓦拉小学开展慈善捐赠活动。

“希望把‘立德、大爱、行善’的妈祖精
神播撒在海上丝绸之路上，惠及更多人。”
林金赞表示，海水所及有华人，华人到处有
妈祖。东南亚是世界华侨华人最集中的地
区之一，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咽喉。

“妈祖在菲律宾有很多称呼，‘阿婆’
‘阿妈’‘姑母’等，非常亲切。”林莹笙介绍

到，在菲律宾西河堂林氏宗祠里供奉着5个
神灵的牌位：比干、坚公、禄工、妈祖和祖
妈，妈祖对大多数菲律宾华人而言，与其说
是神灵，不如说是祖先。

“妈祖具有亲和力强、包容性强、正能
量强的特点。”林金赞表示，这是妈祖文化
历久弥新的重要原因。

“灵妃一女子，瓣香起湄洲”“至今大海
上，无处不馨香”，千百年来，妈祖一直被奉
为“海上女神”，其急公好义、行善大爱的精
神口口相传、广播远扬。妈祖精神也伴随着
一代又一代华侨华人的足迹而散布到世界
各地。

“妈祖文化一直扮演着‘海上丝绸之
路’文化使者的角色，既促进了中菲两国的
民间交流，也增进了人们对‘合作包容’和
谐海洋观的认同。”菲华各界联合会主席蔡
志河表示。

“妈祖文化，饱蕴着中华儿女对维护世界
和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期盼，是联结海
内外中华儿女的精神纽带。”菲律宾友好基金
创办人、旅菲华侨许明良介绍说，“一带一路”
促进了妈祖文化的传播，目前“一带一路”沿
线乃至全世界40多个国家和地区分布有上万
座妈祖宫庙，信众3亿多人。

守正出新 凝聚共识

护驾巡安品味地道妈祖文化、坐豪华
邮轮饱览大海风光、出国旅行领略异域风
景、重走海丝路体会先辈下南洋的历程
……此次应菲律宾马尼拉慈航禅寺邀请，
湄洲妈祖祖庙组织了 2300 多人的随驾队

伍，越洋跨海，声势浩大。
“首创‘妈祖文化+旅游+邮轮’的新模

式，是此次湄洲妈祖巡安菲律宾活动的亮
点。”林金赞表示，为适应新时代华侨华人
的文化需求，创新妈祖文化的传播方式至
关重要。

2009年9月，“妈祖信俗”被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
录。2016年3月，妈祖文化写入“十三五”规划
纲要。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
分，历经千年的妈祖文化愈加兴旺。

巡安、分灵、建庙，近年来，随着海外华
侨华人对妈祖文化的需求不断增加，妈祖
文化加快了“出海”的步伐。

“妈祖文化在海外的繁荣兴盛与中国
综合国力的提升密不可分，一方面是中国
大力弘扬传统文化，为妈祖文化的传承和
发展提供了机遇；另一方面海外华侨华人
对中国传统文化更自信了，大家都愿当妈
祖文化宣传员。”许明良表示。

抓住妈祖文化当前发展的重要历史机
遇期，传播妈祖文化，湄洲妈祖祖庙不断探
索新方法，开创新模式，寻找新出路。

正月初三祁年典礼、正月妈祖闹元宵、
农历3月“天下妈祖回娘家”、农历6月海峡
论坛·妈祖文化活动周、农历九月初九海祭
妈祖典礼、公历11月世界妈祖文化论坛暨。
湄洲妈祖文化旅游节，六大品牌活动正让湄
洲岛成为游人如织的旅游胜地，也让妈祖文
化成为一张更亮丽的名片。

“未来，我们将开发手机壳、妈祖油画
等一系列有趣好玩的妈祖文创产品，吸引
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喜爱妈祖文化，也将妈
祖文化的新风吹向海外。”林金赞说。

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揭牌

近日，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敦煌莫高窟
揭牌仪式在敦煌研究院举行。甘肃省侨联党组书记、主
席丁红星宣读了中国侨联关于敦煌莫高窟被认证为“中
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的批复，敦煌研究院党委书
记、院长王旭东致辞。

揭牌仪式前，丁红星与王旭东进行了座谈，丁
红星表示，“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是侨联组
织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窗
口，是侨联组织凝聚侨心、为侨服务的重要平台。
敦煌莫高窟是世界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
文化的代表，更是向海内外推介展示中华文化的重
要窗口和桥梁。

奥地利浙江商会赴山东考察

近日，在山东泰安市侨联的牵线联络下，奥地利浙
江商会名誉会长温怀钦带团赴泰安考察合作项目。泰安
市委统战部副部长、侨联主席刘华热情接待了温怀钦一
行，并全程陪同考察活动。

考察团先后参观考察了泰安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徂徕山汶河景区设施及医养项目、徂汶景区医养项目、
徂徕山温泉城等项目，温怀钦一行就徂徕山-汶河沿岸
医疗养老健康项目与当地负责人员进行了深入地商讨并
达成合作意向。

中国侨联调研华侨文化宣传工作

近日，在福建厦门集美大学、集美中学百年校庆之
际，中国侨联副主席齐全胜一行到集美区、思明区考察
调研华侨文化宣传工作。

在厦期间，齐全胜还出席了第十届中国文化软实
力研究高层论坛暨第二届嘉庚论坛，并在致辞中指
出，新时代侨界发扬光大嘉庚精神，需要讲好中国故
事，让世界深入了解中国；需要各尽所能、各展所
长，助力国家发展；需要维护民族大义，促进祖国统
一、民族团结；需要大力弘扬中华文化，推动中外文
明交流互鉴。

（以上均据中国侨网）

菲律宾各界华侨华人欢天喜地迎妈祖

千年等一回：湄洲妈祖跨海巡安
本报记者 贾平凡文/图

菲律宾各界华侨华人欢天喜地迎妈祖

千年等一回：湄洲妈祖跨海巡安
本报记者 贾平凡文/图

10月25日，福建厦门国际邮轮码头，锣鼓喧
天，彩旗招展，人声鼎沸。伴随着欢呼声，在经历
了两天一夜的海上航行之后，福建湄洲妈祖在众人
的拥簇下“走下”歌诗达大西洋号邮轮，结束了为
期6天的巡安菲律宾马尼拉的旅程。

10 月 20 日至 25 日，“妈祖下南洋 重走海丝
路”湄洲妈祖巡安菲律宾马尼拉活动如期举行。据
悉，这是湄洲妈祖一千多年来首次以坐邮轮、走海
路的方式出境巡安。所到之处，受到菲律宾华侨华
人的热烈欢迎。

侨 界 关 注
近日，嘉华集团主席吕志

和博士莅临清华大学，宣布捐
赠2亿元人民币，兴建清华大学
生物医学馆两座全新大楼，为
师 生 提 供 优 质 科 研 及 教 学 设
施，助力生命科学、医学及药
学的研究与创新可持续发展。
为感谢吕博士对清华大学发展
的热忱关怀和重要贡献，清华
大学将全新大楼冠名为“吕志
和楼”。

10 月 25 日，在清华大学举
行的签约仪式上，清华大学党
委书记陈旭教授、副校长杨斌
教授分别代表清华大学和清华
大学教育基金会，与吕志和签
署捐赠协议，并向吕志和颁赠
捐赠证书和互赠礼物。

吕志和在致辞时表示：“清
华大学矢志培养具有世界视野
和社会意识的一流人才，立德
树人的办学宗旨与我本人秉持
的理念不谋而合，故促成这次
支持生物医学馆捐赠的决定。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医学
院、药学院乃是中国顶尖的前
沿科研学术机构，我期待这份
心意能推动清华大学进一步的
学术研究和应用，并且为科研
创新精神等软实力的提升带来
鼓励作用。”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
任张晓明、全国人大常委会原
副秘书长乔晓阳、中央统战部
侨务事务局副局长于建明、外
交部驻澳门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原特派员胡正跃
以及嘉华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吕慧瑜，清华
大学医学院党委书记洪波、药学院党委副书记刘清
飞、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秘书长袁桅以及嘉华集团
多名高级管理人员，与 150 名清华师生共同见证此
重要时刻。

作为旅美华侨，吕志和一直热心于生物医学和
教育事业的发展。2015 年，他在香港创办了“吕志
和奖—世界文明奖”。作为一年一度的国际跨界创新
奖，该奖项旨在表彰为推动世界文明发展做出贡献
的人士或团体，从而促进世界资源可持续发展，提
升人类福祉及宣导积极正面人生观并提升正能量。
2017 年，清华大学校友、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
员会副主任解振华获得“吕志和奖─世界文明奖”
之“持续发展奖”，并将奖金全部捐赠给清华大学，
设立“全球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基金”，以支持绿色
低碳发展和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发展相关专案及
成立奖学金，全力推动预防气候变化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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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 情 乡 讯

近日，中国侨联“亲情中华”艺术团
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莲花剧场奉上精彩
的杂技、歌舞表演，让上千名华侨华人以
及当地观众大饱眼福。

图为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莲花剧
场，演员表演集体空竹。

新华社记者 唐 璐摄

“亲情中华”
斯里兰卡慰侨
“亲情中华”
斯里兰卡慰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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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是被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著名爱国
侨领陈嘉庚先生的故里。在这里，厦门大学、集美大学
成为陈嘉庚一生爱国爱乡、倾资兴学的历史见证。

金秋时节，时值集美大学百年校庆和陈嘉庚诞辰144
周年，遍布全球各地的陈嘉庚后裔组成访问团，回到家
乡参加纪念活动。

“爷爷的精神，至今仍是一笔宝贵的无形资产。”陈嘉
庚长孙陈立人也从新加坡赶来。回到厦门看到厦门大学、
集美大学的发展，他为爷爷的办学之举深深感动。

1913年，陈嘉庚怀抱“教育兴国”“兴学报国”的信
念，回乡创办集美学村。历经百年风雨沧桑，由陈嘉庚
毕生倾资创办的厦门大学、集美大学现已成为中国知名
高校。

“我出生后两周，爷爷就已回到祖国；长大后，我才从
父辈口中、从与亲朋好友的交往中，了解到爷爷一生倾资
兴学的家国情怀。”说起儿时的记忆，1951年出生于新加坡
的陈立人最深刻的印象是，爷爷向家里要钱，“是为了家
乡，为了祖国，去办学，去修路，去造福家乡人。”

不只是办学，陈嘉庚还积极支持抗战。2015年9月1
日，陈立人作为陈嘉庚的家属代表，获颁“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胜利 70周年纪念章”。陈立人说，“对有这样的爷
爷感到无比的骄傲。”

“爷爷对国家的兴盛、社会的进步、民生的改善有全
方位的研究和思考。”陈立人说，爷爷不仅自己出资兴
学，也影响周边的人士。

如今，厦门大学以陈嘉庚之名命名，创办嘉庚学

院，传承陈嘉庚教育兴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崇
高理念；许许多多海外华侨华人更是以陈嘉庚为榜样，
捐资兴学助学，蔚然成风。

陈嘉庚族亲陈六使的嫡孙、马来西亚拿督陈锡远
表示，受陈嘉庚精神的感召，其祖辈先人陈文确、陈六
使兄弟大力支持陈嘉庚筹款抗战，并长期资助陈嘉庚在
家乡创办文教事业。

“这种家风一代传承一代。”如今，在陈锡远家族中，4个
兄弟担任集美大学的校董，对家乡教育发展奉献绵薄之
力。

陈锡远此次率领由 20 人组成的后裔团，回来参
加陈嘉庚诞辰纪念活动。他表示，他们乐于继承嘉
庚精神，“家乡有任何项目需要支持，就回来出力。”

自 1998 年以来，陈立人家族后裔也屡屡组团回乡参
访，今年是第九次。

而陈立人近年来每年十几次回到中国，“爱 （祖籍）
国的脚步不能停歇”“我要发扬陈嘉庚精神，为中国发展
贡献更多的力量”。

（来源：中国新闻网）

陈嘉庚后裔回乡寻根
杨伏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