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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戴嘉玲
(石獅前坑）

逝世於九月廿五日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
館（SANCTUARIUM 211-LILY OF THE 
VALLEY）靈堂
出殯於十月一日下午三時

流芳百世

訃  告
吳家亨
(泉州城內）

逝世於九月廿八日
現停柩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三
樓302靈堂
出殯於十月四日上午八時

趙俊平
(廣東省汕頭市）

逝世於九月廿九日
現設靈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301-GUMAMELA)靈堂
出殯於十月四日下午三時

吳身雙家屬捐
旅菲錫里公益所福利 
旅菲晉江錫里公益所訊：本公益所故

鄉僑吳身雙令先德配，亦即本公益所副聯絡

主任傳恩，鄉僑吳傳嘉，傳善，明珠賢昆玉

令萱堂，吳府施明月夫人，不幸於二○二○

年九月十二日壽終內寢，寶婺星沉，軫悼同

深。飾終令典，白馬素車，極盡哀榮。

其哲嗣賢昆玉平素熱心社會公益事業，

樂善好施，尤對本公所特別愛護，在守制期

間，特獻捐本公益所菲幣三萬元充作福利用

途，仁風義舉，殊堪欽式，特藉報端，以予

表揚，並申謝忱。

吳家亨逝世
菲律濱中國洪門進步黨總部訊：本總

部常務理事吳家亨大哥不幸于二零二零年

九月二十八日晚上八時四十分壽終于ASIA 

HOSPITAL ALABANG,  享壽吉十高龄，哲

人其萎，軫悼同深。现設靈于計顺市亞蘭禮

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302-

CATTLETA ）靈堂,擇訂于二零二零年十月四

日(星期日)上午八時出殯，火化于聖國聖樂

堂。因新冠疫情肆虐，一切從簡。

本總部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

節哀順變，並襄理飾终事宜，以表哀思，而

盡洪誼。

菲律濱中國洪門竹林協義總團訊：本總

團常務理事吳家享大哥，不幸于二零二零年

九月二十八日晚上八時四十分壽終于ASIA 

HOSPITAL ALABANG,  享壽吉十高龄，哲

人其萎，軫悼同深。现設靈于計顺市亞蘭禮

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302-

CATTLETA ）靈堂,擇訂于二零二零年十月四

日(星期日)上午八時出殯，火化于聖國聖樂

堂。因新冠疫情肆虐，一切從簡。

本總團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

節哀順變，並襄理飾终事宜。

吳家亨逝世
菲華聯誼會大岷北區分會訊：本分會

副理事長吴家亨同志（原籍泉州城內），不

幸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八日下午八時四十

分，壽終於ASIA HOSPITAL ALABANG醫

院，享壽七十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

現設靈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

館三樓302靈堂，擇訂於十月四日（星期日）

上午八時出殯火化於聖國聖樂堂。

本會聞耗，經派員前往慰問其家屬，因

疫情期間，不方便在其靈前舉行獻花祭禮，

勉其家屬節哀順變。

吳家亨逝世
菲律賓絲竹尚義社總社暨四聯樂府訊：

本總社名譽副理事長吴家亨同志（原籍泉

州城內），不幸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八

日下午八時四十分，壽終於ASIA HOSPITAL 

ALABANG醫院，享壽七十高齡，哲人其萎，

軫悼同深，現設靈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

街聖國殯儀館三樓302靈堂，擇訂於十月四

日（星期日）上午八時出殯火化於聖國聖樂

堂。

本總社聞耗，經派員前往慰問其家屬，

因疫情期間，不方便在其靈前舉行獻花祭

禮，勉其家屬節哀順變。

菲律濱讓德吳氏宗親總會訊：本總會家

會員家亨先生（原籍泉州城內），不幸於二

零二零年九月二十八日下午八時四十分，壽

終於ASIA HOSPITAL ALABANG醫院，享壽

七十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現設靈停

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三樓302

靈堂，擇訂於十月四日（星期日）上午八時

出殯火化於聖國聖樂堂。

本總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

節哀順變，並襄理飾终事宜。

菲 律 濱 中 國 洪 門 進 步 黨 大 岷 北 區 支

部訊：本支部吳決策委員家亨（原籍泉州

城內），不幸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八日

下午八時四十分，壽終於ASIA HOSPITAL 

ALABANG醫院，享壽七十高齡，哲人其萎，

軫悼同深，現設靈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

街聖國殯儀館三樓302靈堂，擇訂於十月四

日（星期日）上午八時出殯火化於聖國聖樂

堂。

本支部聞耗，經派員前往慰問其家屬，

因疫情期間，不方便在其靈前舉行獻花祭

禮，勉其家屬節哀順變。

菲華聯誼總會大岷北區分會訊：本會

吳副理事長家亨同志（泉州城內）同志，不

幸於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八日下午八時四十

分，壽終於ASIA HOSPITAL ALABANG醫

院，享壽七十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

現設靈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

館三樓302靈堂，擇訂於十月四日（星期日）

上午八時出殯火化於聖國聖樂堂。

本會聞耗，經派員前往慰問其家屬，因

疫情期間，不方便在其靈前舉行獻花祭禮，

勉其家屬節哀順變。

吳家亨逝世
菲華桃園堂總堂訊：本總堂諮詢委員吴

家亨昆仲（原籍泉州城內），不幸於二零二

零年九月二十八日下午八時四十分，壽終於

ASIA HOSPITAL ALABANG醫院，享壽七十

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現設靈停柩於

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三樓302靈

堂，擇訂於十月四日（星期日）上午八時出

殯火化於聖國聖樂堂。

本總堂聞耗，經派員前往慰問其家屬，

因疫情期間，不方便在其靈前舉行獻花祭

禮，勉其家屬節哀順變。

菲律濱長和郎君社訊:本社常務顧問吳

家亨同志不幸於2020年9月28日晚8時40分寿

终於(asia hospital)醫院，享寿70高龄，哲人其

萎，轸悼同深。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

館(sanctuarium 302--cattleya)靈堂，擇訂10月4

日(星期日)上午八時出殯，火化於聖國聖樂

堂。

本社聞耗，經派員前往慰唁其家属，勉

其節哀順变。

泉州公會訊：本會青年委員吳端寶令

尊吳副會長家亨（原籍泉州城內），不幸于

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八日下午八時四十分，

壽終于ASIAN HOSPITAL 醫院，享壽七十高

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現停柩計順市亞

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三樓302靈堂，擇訂于

十月四日（星期日）上午八時出殯火化于聖

國聖樂堂。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

勉其節哀順變，並藉表哀思。以盡鄉誼。

王則造遺孀逝世
旅菲龍塘四鄉聯合會訊：本會故理事

王則造鄉長令德配王衙吳碧霞太夫人（原

籍石獅市水頭村——龍塘四鄉）亦即本會

副監事長王英追、麗霜賢昆玉令慈，於二O

二O年九月二十九日下午五時五十分壽終於

PROTACIO HOSPITAL醫院，享壽積閏壹百零

叁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現停柩於計

順市亞蘭禮沓大街巴示殯儀館舊廈樓下B座靈

堂，出殯日期另訂。

本會聞耗經即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

哀順變。

王英追丁母憂
旅菲峰山校董會訊：本會永遠榮譽董事

長王英追學長令萱堂吳碧霞老伯母，於二O

二O年九月二十九日下午五時五十分壽終於

PROTACIO HOSPITAL醫院，享壽積閏壹百零

叁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現停柩於計

順市亞蘭禮沓大街巴示殯儀館舊廈樓下B座靈

堂，出殯日期另訂。

本會聞耗經即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

哀順變。

楊漢源逝世
菲律濱董楊宗親總會訊：本會楊名譽

理事漢源宗老先生，不幸於二０二０年九月

二十八日下午一時十分，逝世於崇仁醫院，

享壽八十有八高齡。老成凋謝，軫悼同深。

現停柩於計順市阿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二

樓二０六號靈堂，出殯日期未訂。

本會聞耗，經派員前往襄理飾終事宜，

並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

趙俊平逝世
菲華新聯公會/總商會訊：本會名譽理事

趙俊平先生(原籍廣東省汕頭市)，即本會婦女

委員會名譽主任王娜女士令夫君，亦即本會

會長趙啟平先生令胞弟，不幸於二0二0年九

月二十九日下午一時四十三分逝世於崇基醫

院，享年五十六齡。英才痛失，軫悼同深。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301-GUMAMELA)靈堂，擇

訂十月四日(星期日)下午三時出殯，火化於聖

國殯儀館聖樂堂。本會聞耗，經函電慰唁家

屬，勉其節哀順變，並致奠輓聯幛儀，共表

哀悼，而盡會誼！

趙俊平逝世

菲律賓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訊：本會委

員趙俊平先生 (原籍廣東省汕頭市)，不幸於

二0二0年九月二十九日下午一時四十三分逝

世於崇基醫院，享年五十六齡。英才痛失，

軫悼同深。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

國殯儀館(SANCTUARIUM 301-GUMAMELA)

靈堂，擇訂十月四日(星期日)下午三時出殯，

火化於聖國殯儀館聖樂堂。

本會聞耗，經函電慰唁家屬，勉其節哀

順變，共表哀悼，而盡會誼！

趙俊平逝世
菲律賓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訊：本會委

員趙俊平先生 (原籍廣東省汕頭市)，不幸於

二0二0年九月二十九日下午一時四十三分逝

世於崇基醫院，享年五十六齡。英才痛失，

軫悼同深。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

國殯儀館(SANCTUARIUM 301-GUMAMELA)

靈堂，擇訂十月四日(星期日)下午三時出殯，

火化於聖國殯儀館聖樂堂。

本會聞耗，經函電慰唁家屬，勉其節哀

順變，共表哀悼，而盡會誼！

王娜喪偶
菲華新聯公會/總商會婦女委員會會訊：

本會名譽主任王娜女士令夫君趙俊平先生(原

籍廣東省汕頭市)，即本總會名譽理事，亦

即總會會長趙啟平先生令胞弟，不幸於二0

二0年九月二十九日下午一時四十三分逝世

於崇基醫院，享年五十六齡。天妒英才，壯

志未酬，哀悼同深！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

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301-

GUMAMELA)靈堂，擇訂十月四日(星期日)

下午三時出殯，火化於聖國殯儀館聖樂堂。

本會聞耗，經已派員慰唁家屬，勉其節哀順

變，並襄助飾終事宜，同表緬懷，而盡姐妹

情誼！

趙俊平逝世
計順市和記訊：僑商趙俊平先生（廣

東省汕頭市），即趙凱達，楷泉，凱美賢昆

玉令尊，亦即趙慶平，啟平，漢平，燕君，

楚君，慧君，秀君，佩君令胞四弟，趙偉

平令胞四兄。不幸於二0二0年九月二十九日

下午一時四十三分逝世於崇基醫院，享年

五十六齡。天妒英才，壯志未酬，哀悼同

深！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

館(SANCTUARIUM 301-GUMAMELA)靈堂，

擇訂十月四日(星期日)下午三時出殯，火化於

聖國殯儀館聖樂堂。

菲律濱廣東僑團總會訊：本會副理事

長趙俊平先生，不幸於二0二0年九月二十九

日下午一時四十三分逝世於崇基醫院，享年

五十六齡。

英才痛失，軫悼同深。現設靈於計順市

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301-GUMAMELA)靈堂，擇訂十月四日(星期

日)下午三時出殯，火化於聖國殯儀館聖樂

堂。

本總會聞耗，經函電慰唁家屬，勉其節

哀順變，共表哀悼，而盡會誼！

「人情月餅」成「甜蜜負擔」？
——中秋節月餅浪費觀察

　　新華社北京9月30日電　即將到來的中秋節是進入常態化

疫情防控階段、消費逐漸回暖後的重要傳統佳節，不少消費

者和企業提前許久採購和定制禮盒月餅，用專屬節日的「通

貨」走親訪友、維繫客戶關係。然而，記者在中秋節前調查

發現，隨著「人情月餅」越來越多，「買太多、送不完、吃

不掉」的月餅讓不少人承受著「甜蜜負擔」，成為浪費環節

不可小視的一部分。

「買太多、送不完、吃不掉」

　　「小餅如嚼月，中有酥與飴。」月餅既是中秋團圓不可

少的美食，又是節日期間走親訪友、禮尚往來必備的人情

禮。艾媒諮詢發佈的《2019中國月餅市場與消費者行為研究

報告》顯示，去年我國月餅產量約36.4萬噸，銷量13.8億個，

幾乎人手一塊。不少受訪者表示，採購的月餅太多，收到月

餅也不少，真正吃的卻非常有限。

　　家住北京市豐台區的王麗就面臨這個問題。由於年底要

舉辦婚禮，婚宴酒店以中秋優惠活動為由，在簽訂婚宴場地

的同時贈送了價值6000元的月餅，共計34盒。「此外，我父

母單位也各發了一盒，這麼多月餅哪吃得完，送也送不出

去。」

　　不到9月底，市民李薇家中的禮盒月餅就已經堆成了「小

山」，這些月餅絕大部分是她所在公司的合作企業寄來的，

有的連快遞包裝都沒有拆開。「很多禮盒都是定制的，帶有

公司LOGO，沒法再轉手送人。」李薇說，他和家人覺得月

餅過於甜膩並不愛吃，只是為了有過節氣氛才幾個人分一塊

吃。「扔掉覺得可惜，不扔掉又非常佔地方。」客戶的「好

意」表示竟成了負擔。

　　《2019中國月餅市場與消費者行為研究報告》顯示，去

年，中國消費者購買月餅的意願達60.4%，其中打算買來送人

的佔比超過三分之一，而不打算購買月餅的消費者中，有近

一半的人也因為公司或好友贈送而在中秋節得到月餅。

　　供需間的「失衡」在今年中秋節或更為明顯。記者調查

發現，受疫情影響，食品行業上半年的整體表現低迷，糕點

類產品因其非剛需屬性使銷售壓力更加明顯，不少糕點企業

將今年中秋節視為企業彌補損失的絕佳時機，加大了月餅的

產量。

「消費」過度，「消化」不良

　　近年來，從大量網民對「五仁月餅」的爭議，到對高校

食堂月餅「黑暗料理」的調侃，都反映出民眾對月餅這一傳

統美食的態度逐漸發生變化，其原因是什么？記者進行了採

訪。

　　——高油高糖讓部分消費者望而卻步。在口味熱度上，

傳統蛋黃、豆沙、蓮蓉等是消費者購買食用的首選，但其弊

端是月餅的含糖量、含油量較高。中國中醫科學院廣安門醫

院食療營養部主任王宜表示，月餅含油脂、蔗糖較多，即使

低脂、低糖仍存麵粉等成分，過量食用易致胃滿、腹脹，引

起消化不良，老年人、兒童更不宜多吃。

　　——奇葩口味拿來「搞怪」。記者調查發現，一些商家

為了博眼球，生產銷售不符合大眾口味的月餅。在某電商

平台上，一款售價約60元，包含「韭菜、香菜、辣條、豬大

腸」四種口味的搞怪月餅禮盒引發關注。

       部分消費者表示，購買這款月餅主要是想送給朋友「開

個玩笑」。記者梳理髮現，近年來，月餅口味的推陳出新越

走越偏，泡麵、酸菜、山楂、螺螄粉等口味月餅層出不窮。

一位餐飲業內人士表示，這種嘩眾取寵的做法是繼月餅「過

度包裝」後的又一不良「變種」。口味創新頻繁，真正食用

者寥寥。

　　——粗製濫造，最終只能「送」入垃圾桶。北京市市場

監督管理局日前對全市大型超市、生產企業、餐飲單位等各

環節生產、經營的月餅產品開展食品安全監督抽檢，共監督

抽檢月餅236批次，其中兩批次不合格，最終只能銷毀。有業

內人士指出，月餅抽檢過程中發現的問題主要涉及超範圍或

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劑、微生物超標、質量指標不合格和標

簽不規範等。

少一些人情「買賣」 請把「本色」還給月餅

　　如今，月餅幾乎成為社交工具。受訪專家表示，生產

商、商家、消費者各方都應理性思考月餅的真正含義，把

「本色」還給月餅。

　　——月餅也可效倣「小份菜」，月餅也能更健康。在踐

行「光盤行動」、拒絕餐飲浪費的大背景下，不少餐飲企業

推出了「小份菜」，月餅也可以通過「變小」來減少浪費。

據了解，今年已經有不少月餅做「小」了。有消費者表示，

未來月餅生產企業如果能在「減量、減糖、減油」方面做更

多嘗試，或許會讓月餅得到更充分的正向反饋。

　　——少些人情「買賣」，多些「清爽」交往。中國社會

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宋煜表示，雖然饋贈月餅習

俗早已形成，但如今這項習俗卻有些變味，從注重情感「異

化」為注重形式，禮品功能也被不斷放大。

　　——理性消費，避免浪費。受訪專家表示，消費回暖後

的首個中秋節，不少消費者難免會出現「報復性消費」行

為，建議消費者理性消費、避免浪費。

       從個人來講要培養節約習慣，從社會來看要營造浪費可

恥、節約光榮氛圍。同時，在購買月餅時，一定要仔細核對

各種產品生產細節，以免買到「三無」產品或假冒偽劣產

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