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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進強捐
菲華布商公會福利金
菲華布商公會訊：本會名譽理事長蔡進

強先生令尊翁蔡天賞老先生 ( 籍貫金井鎮塘

東村) 于2021年1月5日逝世，享壽九十有高

齡，老成凋謝，同深哀惋！

蔡名譽理事長幼承庭訓，秉承先人遺

志，熱心公益，于守制期間，捐款菲幣三萬

披索，作為本會福利金，仁風義舉，特藉報

端報道，並申謝忱。

華峰施文俊
捐潯江福利

旅菲潯江公會訊：本會華峰鄉族親施

文俊宗賢令德配，即族親施純釗，純善，惠

娟，碧嬋暨賢昆玉令慈--施林寶月夫人(晉江

華峰首峰圭庵寮)不幸於客月仙逝，婺星韜

彩，軫悼同深！飾終令典，白馬素車，哀榮

備至！文俊先生鶼鰈情深，以善行義舉向賢

妻表達懷念，特獻捐菲幣兩萬元(二萬元)予本

會，作福利用途，仁風廣被，殊堪欽佩，謹

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王海諒捐
沙塘同鄉會福利金

菲律濱晉江沙塘同鄉會訊：本會王海諒

鄉賢，也即國彬、海堤、海澄、寶珠賢昆玉

令慈王府丁惠千夫人，不幸於公曆二○二一

年一月十二日晚七時四十五分仙逝於故里，

享壽八十有二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

出殯之日，白馬素車，極盡哀榮。

王海諒鄉賢孝思純篤，秉承令慈生前

樂善好施之美德，守制期間，猶不忘慈善公

益，特獻捐菲幣壹萬元，充作本會福利用

途，仁風義舉，殊堪欽式，特藉報端，予以

表揚，並申謝忱。

莊忠平捐青陽震福會
菲律濱青陽震福聯誼會訊：本會名譽

顧問忠平宗長令先慈莊府陳太夫人諡秀容，

不幸於月初逝世，寶婺星沉，軫悼同深。忠

平宗長賢昆仲秉承庭訓，哀痛之餘，不忘公

益，特捐獻菲幣伍仟元充作本會福利用途。

仁風義舉，殊堪欽式，謹藉報端，予以表

揚，並申謝忱。

蔡志向丁憂
菲律賓福建青年聯合會訊:本會名譽副

會長蔡志向先生令尊蔡永德老伯父不幸于

二0二一年一月十六日凌晨二時仙逝，享

壽七十有一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

現設靈于TUGUEGARAO CITY 格加勞市

ORTIZ MEMORIAL CHAPEL ING.殯儀館，

擇訂于一月二十日上午九點出殯，安葬于

TUGUEGARAO CITY土格加勞市華僑義山。

本會聞耗，致電慰唁，勉其家屬節哀順

變，致奠花圈、籍表哀思，以盡會誼。

蔡泉通丁母憂
旅菲僑聲中學校友會訊：本會名譽理事

長蔡泉通學長令慈蔡府葉玉蘭太夫人于2021

年1月17日上午9時多壽終于家鄉東石玉井。

距生于1928年，享壽九十有三高齡。現停柩

于東石本宅設靈。擇訂1月21日火化。本會聞

訊已函電慰唁，勉其節哀順變。並派人襄理

飾終事宜。

蔡泉通丁母憂
菲律濱晉江同鄉總會、菲律濱晉江商會

總會訊：本會理事蔡泉通鄉賢令慈蔡葉玉蘭

太夫人，痛於二零二一年元月十七日上午逝

世于故鄉，享壽九十有三高龄。寶婺星沉，

軫悼同深。现停柩于東石玉井蔡府本宅設

靈。擇訂於元月二十一日出殯。本會聞耗，

即函電慰唁，望其節哀顺變。

旅菲晉江東石鎮聯鄉會、菲律濱東石

商會訊：本會副理事長蔡泉通鄉賢令慈蔡葉

玉蘭太夫人，痛於二零二一年元月十七日上

午逝世于故鄉，享壽九十有三高龄。寶婺星

沉，軫悼同深。现停柩于東石玉井蔡府本宅

設靈。擇訂於元月二十一日出殯。本會聞

耗，即函電慰唁，望其節哀顺變。

旅菲東石鎮蔡氏聯誼會訊：本會諮詢

委員蔡泉通宗長令慈蔡葉玉蘭太夫人，痛於

二零二一年元月十七日上午逝世于故鄉，享

壽九十有三高龄。寶婺星沉，軫悼同深。现

停柩于東石玉井蔡府本宅設靈。擇訂於元月

二十一日出殯。本會聞耗，即函電慰唁，望

其節哀顺變。

蔡志向丁憂
旅 菲 華 僑 工 商 聯 總 會 訊 ： 本 會 顧

問 蔡 志 向 先 生 令 尊 蔡 永 德 老 伯 父 不 幸 於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六日凌晨二時仙逝，享

壽七十有一高齡。哲人其萎，轸悼同深。

現設靈於TUGUEGARAO CITY土格加勞市

ORTZMEMORIAL CHAPEL ING.殯儀館，

擇定於一月二十日早上九點出殯，安葬於 

TUGUEGARAOCITY土格加勞市華僑義山。

本會聞耗，限於疫情，無以趨吊，經致

電慰唁其家屬，並致奠花圈，表示沉痛哀悼

和深切慰問。以盡會誼。

故許新民遺孀逝世
菲律濱忠義堂總堂訊：本總堂故許新民

昆仲令德配許府董太夫人瓊英義老伯母，不

幸於二○二一年元月十六日下午三時四十六

分，壽終於紅衣主教醫療中心，享壽八十有

三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現停柩於計

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201號靈堂，

擇訂於元月廿一日（星期四）早移柩於ST. 

MARTHA MEMORIAL HOMES BAGAS ROAD 

DAET CAMARINES NORTE設靈。擇訂於元

月廿五日（星期一）上午九時出殯，安葬於

北甘馬仁省華僑義山之原。

旅菲晉江石龜許厝同鄉會訊：本會故

常務顧問新民令德配，亦即本會理事許沛澤

暨賢昆玉令先慈，於二○二一年元月十六日

下午三時四十六分，壽終於紅衣主教醫療中

心，享壽八十有三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

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

館201號靈堂，擇訂於元月廿一日（星期四）

早移柩於ST. MARTHA MEMORIAL HOMES 

BAGAS ROAD DAET CAMARINES NORTE設

靈。擇訂於元月廿五日（星期一）上午九時

出殯，安葬於北甘馬仁省華僑義山之原。

本會聞耗，致電慰唁，勉其家屬節哀順

變。

蔡志向丁憂
菲律濱忠義堂總堂訊：本總堂副監事

長蔡志向昆仲令先尊蔡永德義老伯，不幸於

二○二一年元月十六日凌晨二時逝世，享

壽七十有一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

現設靈堂於TUGUEGARAO CITY OR TIZ 

MEMORIAL CHAPEL INC殯儀館，擇訂於元

月廿日（星期三）上午九時出殯，安葬於

TUGUEGARAO CITY土格加勞市華僑義山之

原。

董倫釵遺孀逝世
和記訊：故僑商董倫釵令德配，亦即

僑商董欣卿，欣恭，欣波，秀南，碧珍賢昆

玉令先慈，董府施太夫人諡招治（原籍石獅

永寧沙堤）於二○二一年一月十八日早五時

二十分壽終於崇基醫院，享壽七十有八高

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

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303-CALADIUM）靈堂，擇訂一月廿五日

（星期一）上午十時出殯火化於聖國聖樂

堂。

董欣恭丁母憂
菲律賓永寧鎮聯鄉總會．總商會訊：

本聯鄉總會．總商會副秘書長董欣恭鄉賢令

萱堂董府施招治義伯母，不幸於二零二一年

一月十八日上午五時二十分，壽终於崇基醫

院，享壽七十有八高龄，寶婺星沉，哀悼同

深，現設靈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

殯儀館（SANCTUARIUM 303-CALADIUM）

靈 堂 ， 擇 訂 於 一 月 二 十 五 日 （ 星 期 一 ）

上 午 十 時 出 殯 ， 火 化 於 聖 國 聖 樂 堂 。 

      本總會聞耗，經派員前往慰問其家屬，勉

其節哀順變。因新冠疫情期間，不方便前往

靈前舉行獻花祭禮儀式，致奠花圈、輓聯，

藉寄哀思。

「救援不停，就有希望」
——直擊山東笏山金礦爆炸事故救援關鍵細節

       新華社濟南1月18日電　「望救援不停，

我們就有希望，謝謝你們了。」這是17日

晚，山東棲霞笏山金礦井下傳來的紙條上的

文字。

　　17日13時55分許，離事故發生已近7天，

救援人員終於打通了一條從地面至部分被困

人員所在巷道的鑽孔，並於當晚收到來自井

底的紙條，再次證明有被困人員倖存。

　　共同守望，從未放棄。百倍努力，終有

奇跡。當前救援人員正全力以赴，打通更多

生命通道，以儘早營救出被困人員。

第一次敲擊5下，井下回應5下；
第二次敲擊9下，底下回應9下

　　17日13時55分許，山東棲霞笏山金礦爆

炸事故救援現場，3號鑽孔貫通。這時，所有

大型設備已停止工作，大家屏氣凝神，注視

著救援人員敲擊鑽桿，靜聽聲音。

　　「當、當、當……」，救援人員用鐵錘

敲擊鑽桿。

　　「啾、啾、啾……」，順著近600米的鑽

桿傳回來的敲擊聲變了聲調，一時間讓現場

人員難以辨認。

　　「再確認一下，多敲幾下！」站在一旁

的指揮員說。救援人員用鐵錘再次敲擊鑽

桿。「啾，啾，啾……」，迴響再次傳來。

　　「有回音了！」指揮員大聲喊道。一瞬

間，人群中響起掌聲與歡呼聲。

　　井下傳來的「生命迴響」讓現場救援人

員激動不已。警戒線內，一名警察被霧氣打

濕的眼鏡，沒能遮擋住他奪眶而出的淚水。

　　國家應急救援隊大地特勘隊總工程師杜

兵建說，當時向井下發出了兩組信號，第一

組信號是敲擊了5下，井下回應了5下，表明

底下有人回應了；第二次我們敲了9下，底下

也回應了9下。專家當時認為，這有兩種可

能，一種是他們同步回應，一種表示他們井

下9個人都在。

　　唸唸不忘，必有迴響。1月10日14時笏

山金礦發生爆炸，22人被困井下。據此前官

方通報，其中9人被困在離井口648米的「五

中段」，13人被困在離井口698米的「六中

段」。

　　自11日晚，政府開始大規模調集救援力

量，12日上午已調集9支隊伍投入救援，後又

從陜西榆林、安徽淮南等地火速調集國際最

先進鑽機，從千里之外日夜兼程趕赴現場。

目前，共有15支隊伍、532名救援人員、388

台套救援裝備進駐現場救援。

　　打通生命通道，是救援人員一致的目

標。救援採取「兩條腿」並行的方式進行，

一方面加快清理回風井井筒障礙物，打通原

有通道；另一方面，加快地面打鑽，打通另

一條生命通道。現場共佈置了6個鑽孔，其中

有用於前期輸送給養的直徑219毫米的鑽孔，

17日下午率先打通的3號鑽孔即為這種鑽孔。

井下有人拽鋼絲繩，
微微的顫動被精確捕捉。
輸送的營養液特意用熱水溫過

　　「哎哎，拽了嗎？他們拽繩了嗎？」

「他們應該是拽繩了！」

　　17日22時18分左右，經過緊張的下放套

管作業，打通的3號鑽孔內套管安裝完畢。鋼

絲繩吊著手電筒、營養液、藥品、紙筆等補

給向下輸送。為避免溫度太低，營養液特意

用熱水溫過。

　　好幾雙手一起拽著纖細的繩索，100米，

200米，300米，400米，460米，510米……捆

綁了給養物資的鋼絲繩，在現場救援人員的

共同配合下，緩緩送到井下。大概過了30分

鐘，鋼絲繩下到鑽孔底部。

　　22時46分左右，下方有人拽了鋼絲繩。

微微的顫動被精確捕捉：「拽了！他們拽繩

了，現在我感覺到第三下了。」像是醫生終

於摸到了生命的脈搏，消防隊員們激動地喊

了起來。

　　一根繩索，牽動著井上與井下。井下人

員獲得了給養，是對井上救援人員最大的安

慰和鼓勵。18日淩晨，救援人員又向井下投

送了營養液等物品，放在繩索上的營養液及

藥品全部被取走。

       在現場的營養專家程振倩介紹，給礦工

提供了低濃度的少量全營養製劑，平均每個

人1800毫升，約600千卡熱量補給，可以堅持

20小時。

　　另外，指揮部還投放了膏藥、消毒紗

布、維生素等藥品。據救援指揮部副總指揮

陳飛介紹，至18日17時，先後2次投放給養、

1次投放藥品，兩批給養能夠滿足井下人員兩

天的生存需求。

紙條部分被水浸濕，略顯潦草的字，
是對生命奇跡有力的確認

　　17日晚，通過3號鑽孔向井下輸送給養

後，抽出的鋼絲繩帶回一項重要收穫——紙

條。

　　從井下隨繩索傳遞上來的紙條雖部分被

水浸濕，但仍能辨認出內容：我們在井下

22人，但在五中（五中段）只有11人，六中

（六中段）1人，4個受傷，另有十人情況不

明。現在大家體力透支嚴重，急需胃藥、制

（止）痛藥、醫用膠帶、外用消炎藥，另有3

人有高血壓，急需降壓藥，我車上有兩種，

請把藥帶下來。由於井下空氣不流通，炮煙

濃度大。現在井下水特別大。

　　在紙條的最後，寫信人寫道：「望救援

不停，我們就有希望，謝謝你們了。」

　　這樣一封字跡略顯潦草的信，是對生命

奇跡最有力的確認。同時，信中透露出井

下大量信息，其中井下12人位置確定，但也

有10人情況不明！這讓救援人員既欣喜又心

焦。

　　全力以赴，再接再厲。18日5時3分許，

用於聯繫「六中段」被困人員的1號鑽孔貫

通，打至預定位置。救援人員持續敲擊鑽

桿，但未得到回音；至18日17時，仍未有井

下信息。救援指揮部表示，將通過1號鑽孔，

繼續開展生命探測等工作。

　　同時，救援工作也遇到不少困難，包括

回風井井筒內障礙物堆積量大、清理難度

大，鑽孔面臨複雜地質條件，井下水位上漲

等。

　　一分希望，萬分努力。陳飛表示，將不

惜一切代價，窮盡一切手段，發揚連續作戰

過硬作風，同時間賽跑，爭分奪秒做好救援

工作，力爭達到最理想的救援效果。

中國東極「百年魚市」在嚴冬中釋放熱能
　　新華社哈爾濱1月18日電 進入農曆臘

月，位於中國東北端的黑龍江省撫遠市區，

清晨的戶外溫度達到零下30攝氏度以下。在

城區中心一條街的「東極魚市」上，商戶江

濤一家早早起床，打開商鋪的大門，按照客

戶前一天發來的訂單一個個裝箱打包。

　　「今天發了2萬多塊錢的貨。有山東的、

內蒙古的、上海的，十多個地方，都是常

年的老客戶。」江濤一邊攏賬一邊與記者攀

談。

　　街市兩側，很多商戶也像江濤家一樣，

早早起來開始忙碌。儘管室外已經滴水成

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導致客流減少，但

「東極魚市」的生意依然紅火，在嚴冬中釋

放著熱能。不少人忙得頭上冒著熱氣，眉毛

上挂著霜花。

　　撫遠市原名「伊力嘎」，赫哲語意為

「金色的魚灘」。這裡地處黑龍江、烏蘇里

江交匯處，有豐富的魚類資源，水產業一直

是地方財政收入的主要支柱。從黑龍江畔的

一個小漁村演變成如今的邊陲重鎮，撫遠市

的成長軌跡和文化根脈都留下太多與魚相關

的印記。

　　據相關史料記載，撫遠魚市早期自發形

成，已有百餘年歷史。近年來當地政府順勢

而為，就地升級改造建起了「東極魚市」。

如今，這個魚市不僅是聲名遠揚的魚類交

易集散地，而且成了外來旅遊者的「打卡

地」。

　　在「段家魚行」門前的雪地上，並排擺

放著幾十種冰凍魚類。穿著厚厚棉服、手機

上貼著「暖寶寶」的姜雪蓮在網絡直播平台

上不停向「粉絲」們介紹各種魚的價格、特

點和烹飪方法。

　　姜雪蓮說，她已經在這條街上直播賣魚

幾年了，現在有3萬多粉絲。她幫助多家魚行

推銷，從中賺取小額差價。有一次，她連續

在戶外直播了五六個小時，雖然很冷，但是

收穫不錯。

　　「誠信魚行」老闆鄧秀梅告訴記者，每

年春節前這段時間都是銷售旺季，今年受疫

情影響，外來遊客減少，銷售量下降了一

些，主要是靠固定客戶。

　　「生意不如前幾年好做了，但是還可

以。買主一般都是酒店、市場的批發零售商

戶。價格比前幾年降了一些，大家一起把困

難日子熬過去。」鄧秀梅說。

　　在鄰近魚市的一家快遞公司門店裡，工

作人員正在把幾十個裝著各種魚的包裹裝車

準備發運。

「用腳底板走出百姓安心路」
——哈爾濱道外區7000多名網格員的一線故事

　  新華社哈爾濱1月18日電　隆冬臘月，每

天上午9時，67歲的孟學斌出現在小區單元

門口。他背著噴壺，從一樓爬起，一層層消

毒。新刷的樓梯很亮，樓道墻壁上張貼著各

類宣傳標語，這些都是他帶著居民一起佈置

的。「在這住一天，就要守好一天。」孟學

斌是一名公安部門退休幹部，家住黑龍江省

哈爾濱市道外區民強街道文化社區。兩年多

以來，他走家入戶，成為群眾的貼心人、帶

頭人，還有個令他自豪的名字——網格員。

　　2019年以來，哈爾濱市道外區探索以

「網格+黨建」，引領基層社會治理，在下轄

22個街道、40個農村，建立起360個網格黨支

部，共招募7000多名網格員。

　 　 這 支 隊 伍 包 括 黨 員 組 成 的 「 先 鋒 部

隊」，網格長、樓棟長、單元長組成的「主

力部隊」，市政、公安、綜合執法等力量組

成的「聯合部隊」，還有人大代表、政協委

員、志願者組成的「機動部隊」。其中，有

還在上大學的「95後」，也有白髮蒼蒼的古

稀老人。

　　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網格員迎來大考，

也成為基層疫情防控的生力軍。宣傳疫情防

控知識，發放消毒物資，社區卡口24小時值

守，為隔離人員購置蔬菜水果……他們奔波

在樓梯上下，來往于樓宇之間，用腳底板走

出百姓安心路。

　　「我們社區只有12名工作人員，以前忙

得腳打後腦勺，恨不得一個人拆成幾個人

用，現在網格員幫了我們忙，事多也不怕

了。」道外區南直街道先鋒社區主任由玉清

說。

　　道外區是哈爾濱市老城區之一，老舊小

區面臨很多治理難題。為了方便居民聯絡，

依託網格員建立「解事」微信群，發佈消

息、收集信息更加快速及時。

　　南馬路街道南坎社區臨近文教用品、調

料等批發市場。以往，小區內經常停放著不

少「僵屍車」，車裡堆積著商戶的各類物

資，既堵住消防通道，存在安全隱患，又影

響小區環境和居民生活。去年夏天的一天，

一名網格員將問題發到了微信群裡。

　　「馬上就辦。」很快，社區工作人員、

物業公司、城市管理局、交警等多部門一起

行動，給一些「僵屍車」貼上了封條，並通

知車主儘快處置。幾天之後，小區內20多輛

「僵屍車」被全部清走，道路兩側變得井然

有序、乾凈整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