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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蔡秀英

（晉江檀林鄉）
逝世於三月廿二日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
館（SANCTUARIUM 101-FLEUR DE LIS）靈堂
擇訂三月二十七日上午七時出殯

黃蔡幸君

逝世於三月廿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巴示殯儀館
新廈七號靈堂
爰訂三月廿六日上午十一時出殯

許榮旋

（晉江龍湖秀茂）
逝世於三月十七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巴示殯儀館
新廈二樓八號靈堂
爰訂三月廿六日上午八時出殯  

邱于堆

（石獅市錦尚鎮厝上鄉）
逝世於三月廿三日
現停柩於黎牙實備市聖彼得殯儀館靈堂
擇定三月廿六日（星期日）上午出殯 

c

訃告
施並忠

（晉江鈔厝鄉）
逝世於三月十九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207-Anthurium）靈堂
擇訂三月廿五日上午十時出殯  

陳茂萱

（晉江深滬）
逝世於三月十九日
現設靈於家鄉本宅
擇訂三月廿七日出殯   

洪我郁

（英崙）
逝世於三月廿二日
現設靈於計順巿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
儀館302號靈堂
擇訂於三月廿七日上午十時出殯 

蔡吳素華

（晉江市東石鎮洋宅村）
逝世於三月廿一日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IUARIUM 301-GUMAMELA靈堂
擇訂三月廿九日（星期三）上午十時出殯

柯躍安

（晉江羅山金塘）
逝世於三月廿一日
擇訂三月廿四日上午在計順市亞蘭禮沓
大街巴示殯儀館二樓H座靈堂設靈
越日三月廿五日上午七時在巴示火化堂
舉行荼毗 另訂期返故鄉安奉  

蔡王秋容

（石獅永寧下宅（霞澤））
逝世於三月廿二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205-ANGELICA）靈堂
擇訂三月二十七日上午十時三十分出殯

蔡榮館捐
三寶顏進步黨聯誼會

沓威沓威商會
三寶顏市訊：本市僑商蔡榮館先生令萱

堂不幸作古，慈竹風悽，哀悼同深。舉殯之

日，飾終令典，哀榮備至。蔡先生居喪不忘

公益善行，特捐洪門進步黨三寶顏支部，三

寶顏菲華聯誼會及沓威沓威商會各貳萬元福

利金，義舉堪作楷模，特藉報端言謝。

蔡榮館捐
中國商會西南棉蘭佬分會

華友聯誼會
中國商會西南棉蘭佬分會暨華友聯誼會

訊:本兩會蔡榮館副會長令萱堂不幸辭世，寶

婺星沉，軫悼同深。出殯之日，百馬素車，

極盡哀榮。蔡榮館副會長雖在居喪期間，猶

不忘社會公益，特獻捐兩會各貳萬元，以作

福利用途。仁風義舉，特藉報端表揚，並申

謝忱。

許志強捐校友聯福利
旅菲各校友會聯合會暨總商會訊: 許建

設主任志強學長令祖慈許府王月華老伯母，

不幸仙逝故里，享壽積閏一百有一高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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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奕明捐
莽原公所福利金 

菲律賓莽原公所訊：本公所副理事長

溫奕明同志令尊溫文墩老先生於前月壽終於

崇仰醫院，享壽八十有二高齡，哲人安仰，

老成凋謝，哀悼同深。，出殯之日，白馬素

車，飾終令典，極盡哀榮。

溫副理事長奕明同志事親至孝，秉承令

尊生前熱心公益，樂善好施之美德家風，雖

於守制期間，悲慟哀傷之際，猶不忘公益事

業，特捐菲幣伍萬元充作本會福利用途，仁

風義舉，殊堪欽式，特藉報端，並申謝忱。

許志強捐
石總福利金

菲律濱石獅市同鄉總會訊：本總會許副

秘書長志強鄉賢令祖慈許府王太君諡月華老

伯母，不幸於二月二十五日壽終於家鄉石獅

後花村本宅，享壽積閏壹佰有一高齡。寶婺

星沉，軫悼同深。出殯之日，白馬素車，極

盡哀榮。

許副秘書長志強鄉賢一向熱心社會公益

事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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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

申謝忱。

吳清泉捐
福建青年聯合會

菲律賓福建青年聯合會訊：本會常務顧

問吳清泉先生令德配吳府何晶晶夫人，不幸

於二零二三年三月四日下午三時二十二分，

壽終於崇基醫院，享壽五十八齡，寶婺星

沉，軫悼同深，出殯之日，白馬素車，飾終

令典，極盡哀榮。

吳常務顧問清泉先生平素一向熱心社會

公益事業，悲痛之餘，仍不忘公益善舉，特

獻捐本會福利金菲幣二萬元元，仁風義舉，

殊堪欽式，特藉報端，予以申謝忱。

吳清泉捐
菲華青商會福利金

菲華青商會訊： 本會常務顧問吳清泉先

生令德配吳府何晶晶夫人不幸於二零二三年

三月四日下午三時二十二分，壽終於崇基醫

院，享壽五十八齡，寶婺星沈，軫悼同深，

出殯之日，白馬素車，飾終令典，極盡哀

榮。

吳清泉先生平素熱心社會公益，事親至

孝，守制期間，不忘慈善，特捐本會菲幣壹

萬元，充作福利金用途，仁風義舉，殊堪欽

式，特借報端申謝，予以申謝忱。

許友清捐石總福利
菲律濱石獅市同鄉總會訊：本總會副

理事長許友清鄉賢令堂，許府李夫人碧良老

伯母，不幸於2023年3月7日仙逝，享壽積閏

九十有八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出殯

之日，白馬素車，極盡哀榮。

友清副理事長孝思純篤，秉承先人樂善

好施之美德，守制期間，仍不忘公益，特捐

本總會菲幣伍萬元，婦女委員會三萬元，充

作福利用途，仁風義舉，殊堪欽式，謹藉報

端，一併致以謝忱。

洪我郁逝世
菲華英林洪氏家族總會訊：本會家顧

問我郁宗長(原籍晉江巿龍湖鎮崙上村—英

崙)，不幸於二零二三年三月二十二日下午

二時二十分壽終於崇仁醫院，享壽積閏壹佰

高齡。老成凋謝，軫悼同深！現設靈於計順

巿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三樓三零二室靈

堂，擇訂於三月二十七日（星期一）上午十

時出殯，荼毗於聖國聖樂堂。

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

哀順變，並襄理飾終事宜。

菲華英林保生大帝董事會訊：本會顧問

洪我郁善友(原籍晉江巿龍湖鎮崙上村—英

崙)，不幸於二零二三年三月二十二日下午

二時二十分壽終於崇仁醫院，享壽積閏壹佰

高齡。老成凋謝，軫悼同深！現設靈於計順

巿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三樓三零二室靈

堂，擇訂於三月二十七日（星期一）上午十

時出殯，荼毗於聖國聖樂堂。

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

哀順變。

菲律濱晉江巿龍湖鎮聯鄉總會訊：本會

洪顧問我郁鄉賢(原籍晉江巿龍湖鎮崙上村—

英崙)，不幸於二零二三年三月二十二日下午

二時二十分壽終於崇仁醫院，享壽積閏壹佰

高齡。老成凋謝，軫悼同深！現設靈於計順

巿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三樓三零二室靈

堂，擇訂於三月二十七日（星期一）上午十

時出殯，荼毗於聖國聖樂堂。

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

哀順變。

菲律濱六桂堂宗親總會訊：本會洪名譽

顧問我郁宗長(原籍晉江巿龍湖鎮崙上村—英

崙)，不幸於二零二三年三月二十二日下午

二時二十分壽終於崇仁醫院，享壽積閏壹佰

高齡。老成凋謝，軫悼同深！現設靈於計順

巿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三樓三零二室靈

堂，擇訂於三月二十七日（星期一）上午十

時出殯，荼毗於聖國聖樂堂。

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

哀順變。

許有恆丁母憂
菲律濱中正學院高中第卅六屆初中第

四十一屆級友聯誼會：本會名譽副理事長

許有恆級友令慈許府蔡秀英太夫人不幸於

二〇二三年三月廿二日晚上十時壽終内寢，

享壽積閏壹佰高齡。寳婺星沉，哀悼同深。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101

靈堂 (SANCTUARIUM 101 - FLEUR DE LIS)，

擇訂三月廿七日(星期一)上午七時出殯安葬於

華僑義山之原。

本會聞耗，經電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

順變。

張祖賢逝世
和記訊：僑商張祖賢先生（原籍晉江

張林鄉），亦即張安茹、菊茹令先尊，不幸

於二○二三年三月二十三日下午四時十四

分壽終於崇仁醫院，享壽六十六齡。哲人

其萎，軫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

沓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307-

ALSTROEMERIA）靈堂。擇訂三月二十九

日（星期三）下午一時出殯火化於聖國聖樂

堂。

曾謀龍遺孀逝世
和記訊：故僑商曾謀龍令德配，曾府

楊太夫人諡培瓊（原籍晉江御輦鄉）於二○

二三年三月二十三日下午四時零六分，壽終

於崇仁醫院，享壽積閏壹佰零四高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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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ORCHID）靈堂。出殯日期另訂。

林文輝急逝
計順市和記訊：僑商林文輝先生（石

獅市鴻山鎮東園村—錦林）亦即林敬涵、秋

帆賢昆玉令先尊，即王愛珍令夫君，即林雪

娥令胞弟、林文華、文明、文星、美心令胞

兄，故僑商林邦壽令長郎，不幸於二○二三

年三月二十二日，急逝於TANZA CAVITE，

享年六十三齡。

長才頓失，軫悼同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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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殯日期另

訂。

林德來喪長子
旅菲西濱同鄉會訊：驚悉本會理事林

德來鄉賢令長郎福益律師（ATTY. TECSON 

JOHN SO LIM），不幸於二○二三年三月廿
三日逝世，享壽四十有八齡。哲人其萎，軫
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巴示殯儀
館新廈樓下SUPERIOR靈堂。爰訂三月廿八日
在巴示火化堂火化。

本會聞耗，經特派員前往慰唁，襄理治

喪事宜。

張西平：如何在文明比較中揭示中華文明的現代意義？
　　中新社北京3月24日電　中共中央總書
記、國家主席習近平日前首提全球文明倡
議，他指出：“我們要共同倡導重視文明傳
承和創新，充分挖掘各國歷史文化的時代價
值，推動各國優秀傳統文化在現代化進程中
實現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這對我們
重新認識東西方文明的價值十分重要。
　　長期以來，無論中國史研究還是歐洲史
研究，都以國別為單元展開。實際上各個文
明乃至國家的發展，除內因外，與外部文明
的交流互動也是其發展變化的重要原因。
　　梁啟超曾說，研究中國歷史可劃分為
“中國之中國”“亞洲之中國”及“世界之
中國”三個階段。著名史學家雷海宗先生曾
指出，世界史研究應注意中國與世界其他地
區的聯系和彼此間的相互影響，要注意中國
對世界人類文明發展的貢獻。當下學術界的
絲綢之路文化交流史研究、明清之際的中西
文化交流史研究都說明，我們需要對中西文
化關係重新界定，需要從世界文明史的角度
重新探究儒家文化的當代意義。

從長時段全球史重新理解東西文化關係
　　為什麼歐洲在19世紀領先於其他地區？
西方興起的原因何在？長期以來，“歐洲中
心主義”者認為這要歸於希臘文明或基督教
信仰，而歐洲以外的國家不具有這樣的文化
基因，例如中國的儒教與道教，因此祗有接
受希臘文明、基督教文明，落後地區和國家
才有希望。
　　真實的歷史是這樣嗎？非也。希臘是西
方文化之根，這是“歐洲中心主義”者常說
的話。但實際上，希臘文化的形成主要受埃
及文化、亞述文化等東方文化的影響。希

臘歷史學之父希羅多德（Herodotus）是波斯
人，祗不過後來定居在希臘。他認為，希臘
的紀念儀式、習俗都是從埃及搬來的。希臘
人是從埃及那裡學會了佔蔔術，並將他“在
埃及學到的許多東西幾乎原封不動地帶到了
希臘……希臘幾乎所有神的名字都來自埃
及”。為何希臘和埃及關係如此緊密？因為
希臘曾是埃及的殖民地。這有著充足歷史學
根據，在希臘悲劇中仍可找到大量近東的古
代語言殘存，如埃及語、古叙利亞語等。
　　儘管雅斯貝爾斯（Karl Theodor Jaspers）
提出了“軸心時代”，但人類古代文明源頭
中沒有希臘，而是埃及文明、兩河流域文
明、印度文明和中華文明。近東的亞述、蘇
美爾文化即古代美索不達米亞的居民創造了
世界上最早的輝煌的文明。希臘正是從東方
的兩河流域文明和埃及文明中學習到了文
字、文學、藝術、宗教、科學技術。英國當
代思想史學家J.J.克拉克在其著作《東方啟
蒙》中指出，巴比倫與亞述文明是西方的祖
先，東方是西方文化之根。
　　意大利的文藝復興最早是將由阿拉伯文
翻譯的希臘文獻重新回譯成意大利文，從中
發揮出新的思想。因此文藝復興是以歐洲文
化和阿拉伯文化的交流為起點。這說明在歷
史上巴格達曾處在全球經濟的中心，接受了
亞洲新思想並重新改造，然後傳播到伊斯蘭
教的西班牙地區，由此傳向歐洲。
　　四大發明是中華文明對世界文明的重大
貢獻。在古代中西文化交流中，中國四大發
明經過阿拉伯世界這個中介環節傳入歐洲，
進而對歐洲的發展產生重大影響，直接促進
了歐洲近代科學技術的產生發展，推動了歐

洲社會的變革。馬克思說：“火藥、指南
針、印刷術——這是預告資產階級社會到來
的三大發明。火藥把騎士階層炸得粉碎，指
南針打開了世界市場並建立了殖民地，而印
刷術則變成新教的工具。總的來說變成科學
復興的手段，變成對精神發展創造必要前提
的最強大的杠桿。”
　　歐洲啟蒙運動對中華文化的吸收則揭示
了儒家思想的世界意義。來華耶穌會士將中
國經典陸續譯成歐洲語言並出版後，啟發了
以伏爾泰為代表的歐洲啟蒙思想家，在歐洲
逐步形成了18世紀的“中國熱”。“漢風”
（Chinoiserie）這個詞彙的出現，反映了法國
當時對中國的熱情。
　　有些學者把歐洲文化稱為“自我成聖”
的歷史，似乎外來文化對歐洲的影響不足為
道，歐洲能在文化交流中發展，根本在於它
有極強的自我調整與發展能力。這樣的看
法，從長時段世界史來看是站不住腳的。

文明互鑒觀
是理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理論基礎

　　文化交流中，任何一種文化對異文化的
接受都有重新理解和解釋的問題，都有變
異、適應的問題。重新解釋後的異族文化已
經過解釋者的加工，解釋者依據自身文化結
構對外來文化進行過濾。這種過濾、解釋後
的異族文化與原本的異族文化已有較大不
同，這種“誤讀”“變異”，是有其自足性
的。當代解釋學大師伽達默爾（Hans-Georg 
Gadamer）說，偏見並非必然是不正確的或錯
誤的，並非不可避免地會歪曲真理。
　　伏爾泰對孔子的解釋正是在其“偏見”
支配下進行的，這是不可避免的。他在法國

高舉啟蒙旗幟，反對宗教迫害，反對非理性
的宗教狂熱，此時由耶穌會介紹到歐洲的儒
學正是一種宗教寬容的“儒教”，是一種視
道德理性高於非理性崇拜的學說，自然引起
伏爾泰的關注。這樣，孔子成了伏爾泰眼中
的孔子，中國宗教成了伏爾泰闡說後的中國
宗教。
　　伏爾泰理想的政治制度是開明君主制，
與古希臘的民主制、羅馬君主制完全不同。
在西方找不到思想武器，而當時法國貴族
制、僧侶階層嚴重阻礙社會發展。這時來華
耶穌會士介紹的中國政治體制——皇帝專權
和考試文官制度有機結合，使這個龐大國家
運轉良好、社會富足——給他們提供了一個
東方榜樣。孔子成為啟蒙思想家的理想，中
國政治制度成為他們的榜樣。
　　任何成熟文化的發展變革都是由自身內
在變革的需求推動，也都是在與外國文化的
交流中獲得知識、思想。啟蒙思想家借用了
部分儒家思想，但其所有達到的目的，確是
根據歐洲自身的文化傳統所決定。
　　中國文化在世界傳播過程中為歐美國家
吸收利用以求本身文化之發展，揭示了中國
文化的世界性意義；這也說明了中華文化在
世界各國的傳播會產生各類不同的變異，這
是文化交流與文明互鑒的基本規律。
　　19世紀成為西方主導的世紀，而中國在
列強的槍炮中倒下，從此開始百年“以西為
師”的時代。在苦難中融入世界的中國洗禮
了自己的精神世界，包容與學習使中國文化
完成了新陳代謝。
　　當下，中國開始以平等姿態擁抱世界。
如何對待自己的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