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訃告
陳幼端

逝世於十一月廿九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
館（SANCTUARIUM 311-312）靈堂
擇訂於十二月三日（星期六）下午一時
出殯

林碧玉
（原藉晉江深滬南春）

逝世於十一月廿四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
館樓下101（SANCTUARIUM RM-101 
#739 G.Araneta Ave., Q.C.）靈堂
擇訂於十二月三日上午十一時出殯

施天示（晉江市金井鎮山蘇村）

逝世於十一月廿七日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
館（Sanctuarium 304-AMBROSIA）
靈堂
擇訂十二月三日上午八時出殯   

胡鼎謨（安溪上智）

逝世於十一月廿八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
國殯儀館（SANCTIARIUM 201-
GLADIOUS）靈堂
擇訂十二月四日上午十時出殯

蔡新國家屬捐
三王府董事會

紅奚禮示市朱邢李三王府董事會訊：本

會蔡名譽董事長新國先生，不幸於二○二二

年十一月二日凌晨一時，壽終於紅衣主教桑

托斯醫療中心，享壽八十高齡，哲人其萎，

軫悼同深。出殯之日，自動參與執紼者眾

多，白馬素車，哀榮備至。

蔡名譽董事長新國先生生前樂善好施，

慈善為懷，任內盡心盡責，推動會務發展，

每年適逢佛誕千秋，組織活動，善男信女

發，拈香頂禮，香火鼎盛，是日舉辦晚宴，

音樂興趣者，紛紛登台獻唱，熱鬧非凡。其

家屬現任紅奚禮示市菲華商會理事長蔡明豐

先生，本市善男蔡明熙先生，蔡明和先生賢

昆仲，秉承先人典範，在守制期間，不忘本

會慈善事業，特捐菲幣貳萬元，充作慈善福

利用途，似此仁風義舉，特藉報端，予以表

揚，並申謝忱。

蔡新國家屬慨捐
紅市菲華青年會

紅奚禮示市菲華青年會訊：本會常務

顧問蔡新國先生，亦即本市菲華商會現任理

事長蔡明豐先生令先尊，不幸於二○二二年

十一月二日凌晨一時，壽終於紅衣主教桑托

斯醫療中心，享壽八十高齡，哲人其萎，軫

悼同深。出殯之日，自動參與執紼者眾多，

白馬素車，哀榮備至。

蔡新國常務顧問生前熱心教育，關心下

一代成長，注重學習中文，培養青年成為具

有中華文化氣質的菲律濱公民，青年是未來

的希望，是華社各團體的接班人，青年是未

來的希望，是華社各團體的接班人，青年朝

氣蓬勃，希望寄託在你們身上。其家屬蔡明

豐先生、蔡明熙先生、蔡明和先生賢昆仲，

秉承先人的優良傳統，在守制期間，不忘本

會開展各項有益活動，特捐本會活動基金菲

幣貳萬元，敬領之下，謹藉報端，予以表

揚，並申謝忱。

蔡阿莉捐僑聲
校友會福利金

旅菲僑聲中學校友會訊：本會理事蔡阿

莉學姐令堂蔡府張太夫人烏渡，11月24日不

幸逝世于故鄉，寶婺沉輝，同深軫悼。老太

夫人一生相夫教子，懿範可風。出殯之日，

白馬素車，極盡哀榮。蔡阿莉學姐平素熱心

會務，者番悲痛之餘，仍不忘公益，特捐本

會福利金菲幣二萬元，仁風義舉，殊堪欽

式，謹藉報端表揚，並申謝忱。

許文匯文貴昆仲捐
菲烈山五姓福利金

菲律濱烈山五姓聯宗總會訊：本會已故

宗親許澤漢令德配——許府蔡太夫人諡連雪

（晉江市龍湖鎮龍玉村），不幸於二○二二

年十一月十五日凌晨四時五十五分，壽終內

寢，享壽八十高齡。寶婺沉光，軫悼同深。

出殯之日，白馬素車，極盡哀榮。

其哲嗣許文匯、文貴賢昆仲秉承庭訓，

愛護關懷支持族會，者番遭逢此事，化悲痛

為義舉，特別捐獻本會菲幣三萬元，充作福

利用途。仁風義舉，殊堪欽式，特藉報端，

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曾憲宗家屬捐
致公黨第一支部福利金

菲律濱中國洪門致公黨第一支部訊：本

支部曾仲裁主任憲宗大哥，不幸于二○二二

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下午四時零九分逝世于崇

仁醫院，享壽八十有吉高齡。雁行失序，軫

悼同深。出殯之日，白馬素車，極盡哀榮。

曾仲裁主任憲宗大哥生前熱心社會公益

事業，關心本支部黨務。其哲嗣幼承庭訓，

守制期間仍不忘行善，特撥出菲幣三萬元獻

捐本支部充作福利基金，仁風義舉，殊堪欽

式，特藉報端，並申謝忱。

蔡阿莉捐
菲華聯誼總會福利

菲華聯誼總會訊：本總會蔡常務理事阿

莉同志令萱堂蔡府張烏渡老太夫人，慟于二

零二二年歲次壬寅年農曆十一月初一日淩晨

辭世于家鄉，享壽九十高齡。壽終內寢，軫

悼同深。出殯之期，白馬素車，極盡哀榮。

全體聯誼同仁深表哀悼！

蔡阿莉同志自幼秉承令先慈樂善好施美

德，歷來愛護支持聯誼事業，尤為關心本會

福利工作，特于守制期間獻捐本總會菲幣二

萬元充作福利基金。仁風義舉，殊堪欽式，

特藉報端，致申謝忱。

蔡阿莉捐
校友聯福利

旅菲各校友會聯合會暨總商會訊: 本會

蔡參議委員阿莉學姐令萱堂蔡府共和顯妣七

代大母烏渡張氏老太孺人，不幸于西元2022

年歲次壬寅年農曆十一月初一日淩晨4時30分

仙逝，壽享九秩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

其哲嗣孝思純篤，秉承庭訓，守制期間,不忘

公益，特撥菲幣貳萬元，作為本會福利金之

用。仁風義舉，殊堪欽式，謹藉報端，以予

表揚，並致謝忱。

蔡阿莉捐
校友聯2017/2018團

校友聯2017年京津冀回國訪問團/2018

年海外僑胞故鄉行訊：本兩團蔡阿莉學姐令

萱堂蔡府共和顯妣七代大母烏渡張氏老太孺

人，不幸于西元2022年歲次壬寅年農曆十一

月初一日淩晨4時30分仙逝，壽享九秩齡。

寶婺星沉，軫悼同深。其哲嗣孝思純篤，秉

承庭訓，守制期間,不忘公益，特捐獻本團菲

幣貳萬元作為福利用途，仁風義舉，殊堪欽

式，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許文匯許文貴
捐龍玉同鄉會 

旅菲晉江龍玉同鄉會訊:本會故顧問許澤

漢令德配,亦即本會許文匯名譽理事長,許文貴

秘書長,麗錦,美金令先慈母許蔡連雪不幸于二

0二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凌晨四時五十五分壽終

內寢,亨壽八十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殯

禮之日,白馬素車,極盡哀榮。 

許文匯名譽理事長,許文貴秘書長一向熱

心社會公益,守制期間,不忘公益事業,特捐菲

幣壹拾萬元,充作本會教育基金。仁風義舉,殊

堪欽式,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施文恒家屬捐
菲華各界聯合會

菲華各界聯合會訊：本會委員施文恒先

生不幸于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二日逝世，享壽

七十有六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飾終

令典，備盡哀樂。其眷屬孝思不匱，秉承庭

訓，事親至孝，受制期間尤不忘本會公益，

特捐菲幣兩萬元，充作本會福利用途。孝道

仁風，殊堪欽式，特借報端予以表揚，並申

謝忱！

蔡阿莉委員捐
菲華各界聯合會

菲華各界聯合會訊：本會委員蔡阿莉

女士令萱堂蔡府張烏渡老太夫人不幸于二零

二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逝世於家鄉，享壽

九十高齡。慈雲失仰，軫悼同深，飾終令

典，備盡哀樂。蔡阿莉委員孝思不匱，秉承

庭訓，事親至孝，受制期間尤不忘本會公

益，特捐菲幣兩萬元，充作本會福利用途。

孝道仁風，殊堪欽式，特借報端予以表揚，

並申謝忱！

曾憲宗家屬捐
惠總福利金

菲律濱惠安公會總會訊：本總會曾常務

理事憲宗，不幸於二○二二年十一月廿六日

辭塵，哲人其萎，軫悼同深，殯禮之日，白

馬素車，極盡哀榮。

曾憲宗鄉賢平素樂善好施，熱心社會

公益事業，其哲嗣孝思純篤，秉承庭訓，居

喪期間，特捐菲幣五萬元充作本總會福利用

途，仁風義舉，殊堪欽式，特藉報端，予以

表揚，並申謝忱。

陳挺港顧問家屬特捐
媯汭宗親總會教育基金

菲華媯汭五姓聯宗總會訊:本會顧問陳挺

港宗長（原籍晋江羅山梧桐）亦即宗親陳楠

萍、順萍、燦萍、慧萍、毓萍、鑽萍賢昆玉

令尊，不幸於二O二一年十一月七日逝世，

享壽積閏九十有六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

深。殯禮之日，白馬素車，極盡哀榮。

陳挺港宗長生前熱心社會公益，關心族

運，樂善好施，其令哲嗣秉承先人庭訓，於

守制期間，特獻捐菲幣伍拾萬元，併入「陳

故顧問挺港先生教育紀念基金」，前捐獻菲

幣伍拾萬，合計壹百萬，

設立「陳故顧問挺港先生陳 美 珠 夫 人

教育基金」。關懷本族教育事業，仁風義

舉，殊堪欽式，特藉報端，予於表揚，並申

謝忱。

施能綿喪偶
旅菲臨濮總堂訊：本總堂族親施能綿先

生令德配施府陳幼端夫人，即族親施友財暨

施美莉、施美容賢昆玉令萱堂，不幸于二0

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凌晨四時二十六分壽

終內寢，享壽六十三齡。慈雲失仰，寶星韜

彩，哀悼同深， 現停柩于計順市亞蘭禮沓大

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311-312）靈

堂，擇訂于十二月三日（星期六）下午一時

出殯，安葬于恆安紀念墓園之原。

本堂聞耗，經派員慰唁家屬， 勉其節哀

順變。

高火炮丁憂
菲律濱永寧同鄉總會訊：本總會康樂主

任高火炮鄉賢令尊高積拔先生，不幸於二○

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下午六點逝世，享壽

六十九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現停柩

於石獅市永寧鎮南門本宅。出殯日期另訂。

本總會聞耗，經電慰唁高火炮鄉賢，勉

其節哀順變，以表哀思，而盡鄉誼。

曾憲宗逝世
旅菲各校友會聯合會暨總商會訊: 本會

曾顧問憲宗學長不幸于二零二二年十一月

二十六日下午四時零九，壽終于崇仁醫院，

享壽八十有七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

現停柩設靈堂于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

儀館(SANCTUARIUM 102 ROSE GARDEN)靈

堂，擇訂于十二月一日(星期四)上午七時出

殯，安葬于恆安紀念墓園之原。

本會聞耗，經致電慰唁其家屬，勉其節

哀順變，藉表哀悼，以盡窗誼。

施友財丁母憂
世界福建青年菲律賓聯會訊：本會文

教主任施友財令先慈施府陳幼端夫人，不幸

於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廿九日凌晨四時二十六

分壽終內寢，享壽六十三齡，寶婺星沉，軫

悼同深。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

殯儀館(SANCTUARIUM 311-312)靈堂，擇訂

十二月三日(星期六)下午一時出殯，安葬於恆

安紀念墓園之原。

本會聞耗，陳幼端夫人往生極樂世界，

駕返瑤池，經函電慰唁其家屬，表示沉痛哀

悼和深切慰問。施友財孝思純篤，必定哀痛

逾恆，敬祈以情制禮，望陽眷屬人等節哀順

變。

胡鼎謨逝世
和記訊：僑商胡鼎謨老先生（原籍安

溪上智）亦即僑商胡能法，能福，能添，能

富，能貴，能全，能來，仁仁賢昆玉令尊，

不幸於二○二二年十一月廿八日下午四時

三十一分壽終於崇仁醫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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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CTIARIUM 

201-GLADIOUS）靈堂，擇訂於十二月四日

（星期日）上午十時出殯火化於聖國聖樂

堂。

菲華新市場聯合總會暨防火會訊：本會

副監事長胡鼎謨老先生，不幸於二○二二年

十一月廿八日下午四時三十一分壽終於崇仁

醫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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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CTIARIUM 201-GLADIOUS）靈堂，

擇訂於十二月四日（星期日）上午十時出殯

火化於聖國聖樂堂。

本會聞耗，經致電慰唁其家屬，勉其節

哀順變。凡本會職會員，務希自動前往其靈

前致奠，並參加送殯執紼行列，同表哀思，

而盡會誼。

高積拔逝世
菲律濱永寧同鄉總會訊：本總會康樂

主任高火炮鄉賢令尊高積拔先生，不幸於二

○二二年十一月廿九日下午六時逝世，享壽

六十九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現停柩

於石獅市永寧鎮南門本宅。出殯日期另訂。

本總會聞耗，經致電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

順變，以表哀思，而盡鄉誼。

加強服務保障 滿足群眾急需：各地抗疫暖心舉措掃描
　　新華社北京12月1日電　保障生活必需品
供應、暢通社區居民購藥渠道、為特殊患者
制定健康安全保障方案……各地各部門堅決
貫徹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全力做好人民群
眾生產生活服務保障，努力解決好群眾的實
際困難，更好回應群眾合理訴求，力求最大
程度保護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最大限
度減少疫情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

保障好生活物資供應
　　11月29日5時，重慶市巴南區魚洞街道仙
池村的菜地裡，一群身著「紅馬甲」的保供
工作人員正在採摘新鮮的包菜。再過幾個小
時，這些包菜將與其他蔬菜一起，分裝為一
個個蔬菜包運往重慶中心城區。
　　本輪疫情期間，重慶市通過電商平台、
團購和代購等方式努力解決居民無法出門買
菜的問題。
　　全力做好人民群眾生產生活服務保障，
盡最大努力為老百姓提供方便，是高效統籌
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要求。
　　「建立生活物資保障工作專班，及時制
定完善生活必需品市場供應、封閉小區配
送、區域聯保聯供等預案」「做好重要民生
商品儲備」「優化封閉區域終端配送，明確
生活物資供應專門力量」……二十條優化措
施就加強疫情期間的生活物資供應保障作出
明確規定。
　　商務部指導支持各地特別是疫情較重地
區做好生活必需品市場保供，持續開展每日
生活必需品量價監測，建立完善「紅綠燈」

分級預警機制，強化市場監測預警，及時採
取針對性保供舉措。組織投放中央儲備肉，
增加市場供應。
　　遼寧瀋陽組織三大果蔬批發市場和大型
連鎖超市、生鮮連鎖企業、生豬屠宰企業等
進行產銷對接，多渠道補充肉菜貨源。瀋陽
市發展改革委新聞發言人劉耀國11月29日介
紹，全市批發市場目前有蔬菜商業庫存7100
噸，每日新增上市3800噸；生豬屠宰企業日
均上市生豬6400頭左右，可以滿足市民日常
消費需求。
　　在新疆和田地區，政府將藥品列為物
資保供第一序列，建立藥品配送「綠色通
道」，採取「線上訂藥+社區取藥+無接觸式
配送」方式，確保群眾用藥及時。針對部分
群眾需要的心腦血管類、糖尿病類和哮喘類
等特殊藥品，當地實行「居民報需求、專班
找貨源、社區送到家」的全流程快辦機制，
有效解決特殊藥品的供應問題。
　　青海省西寧市城西區桃李路社區，工
作人員排查轄區老年人、孕產婦、殘疾人
等特殊群體底數。社區黨委書記于群群介
紹：「排查底數是為了更精準的服務，特殊
群眾有需求時，社區能及時了解情況，通過
代買、上門配送等服務，解決群眾‘後顧之
憂’。」
　　為加強城市運力保障，北京市優化保供
配送人員白名單制度，最大限度將涉及城市
保供並且符合防疫健康條件的配送人員納入
白名單，白名單人員憑微信小程序上的電子

版「北京市保供人員通行證」，可在全市通
行配送。

滿足看病就醫需求
　　11月24日中午，太原市第四人民醫院。
伴著一聲嬰兒清亮的啼哭聲，一個健康的寶
寶在穿戴著全套防護用具的醫護人員幫助
下，順利誕生了。
　　三天前，已懷孕超過38周的栗女士因核
酸檢測陽性，被轉入醫院治療，經檢查診斷
為無症狀感染者。由於存在提前分娩的可能
性，醫院與省、市衞生健康委協商溝通，成
立了由省、市婦幼產科、新生兒科、麻醉科
和本院醫護人員組成的醫療救治團隊，協力
確保母子平安。
　　從要求為老年人、有基礎性疾病患者、
孕產婦、血液透析患者制定健康安全保障方
案，到強調暢通社區和醫院、藥店聯繫渠
道，二十條優化措施指導各地切實滿足疫情
處置期間群眾基本生活需求，保障看病就醫
等基本民生服務。多地採取措施，確保新冠
病毒感染者救治、疫情期間居民尤其是特殊
患者就醫順利及時。
　　吉林大學中日聯誼醫院國家緊急醫學救
援基地（吉林省）24小時為急危重症患者開
闢綠色通道，無論是否有核酸報告都無條件
收治；福州市臨時增設「紅黃碼」人員就醫
保障專線，由福建省和福州市派醫療系統專
人進駐成立工作組，24小時傾聽需求、答疑
解惑、協調處置，解決「紅黃碼」患者就診
難題。

　　鄭州市中心醫院抽調組建了一支198人的
隊伍進駐鄭州航空港區醫學觀察點，為患者
測量生命體徵，為特殊患者檢查血糖、心電
圖等，並在護士站旁設「觀察區」用於集中
收治特殊患者，還為14歲以下兒童、65歲以
上老人、孕產婦等患者建立專項工作台賬。
　　在復旦大學附屬眼耳鼻喉科醫院浦江院
區，突發性耳聾患者小美（化名）原本應于
11月27日第三天接受輸液治療，可她的隨申
碼卻突然顯示為「紅碼」。
　　突發性耳聾患者的治療不能間斷。醫院
立即啟動應急預案，將小美安置於單人應急
診室進行治療，同時對其進行核酸採樣。事
後，醫院根據相關防疫要求做好了消殺工
作。
　　新冠肺炎定點醫院上海市公共衞生臨床
中心對有基礎疾病的輕症老年患者注重心理
疏導和飲食管理，為有孩子的家庭聚集病例
設置家庭病房，為低齡無陪護的幼託兒童安
排護工24小時陪伴看護；北京地壇醫院結合
不同群體的特點實施分類心理干預，特別是
針對「一老一小」、孕產婦等特殊患者，制
定了「一人群一策略」關愛措施。

解決好急難愁盼問題
　　雪越下越大，長春市寬城區華大天朗國
際小區居民李曉霞一開門，外面站著兩個穿
著防護服的供熱檢修人員。
　　11月28日上午接到李曉霞的報修電話
後，長春市供熱集團慶豐分公司的檢修人員
姜豐和同事便立即趕來排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