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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芳百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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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文輝（石獅市鴻山鎮東園村—錦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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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CTUARIUM211-LILY OF THE 
VALLEY靈堂
出殯日期另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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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祖賢
（晉江張林鄉）

逝世於三月廿三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
殯儀館（SANCTUARIUM 307-
ALSTROEMERIA）靈堂
擇訂三月廿九日下午一時出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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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楊培瓊
（晉江御輦鄉）

逝世於三月廿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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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福益
逝世於三月廿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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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黃美英
逝世於三月卄四日
現設靈於亞籣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三樓
311-lilac white靈堂
出殯日期另訂   

吳清泉捐石獅城隍廟
旅菲石獅城隍廟訊：本廟善信吳清泉令

德配吳府何晶晶夫人，不幸于二0二三年三月

四日下午三時二十二分，壽終于崇基醫院，

享壽五十八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出殯

之日，白馬素車，極盡哀榮。

吳清泉善信平素熱心社會公益，雖遇

喪偶之痛，猶不忘慈善，特捐本廟菲幣壹萬

元，充作福利用途。仁風義舉，殊堪欽式，

謹藉報端，予以褒揚，並申謝忱。

留成佳昆仲慨捐
英崙同鄉會文教

設立令先尊『留開乾鄉賢教育紀念基金』

旅菲英崙同鄉會訊：本會鄉僑留五一、

副理事長留成佳鄉賢暨賢昆玉令尊留開乾老

先生（原籍晉江巿龍湖鎮崙上村），不幸於

二零二三年元月十日凌晨二時十分壽終正寢

於香港本宅，享壽積閏壹佰高齡。德星遽

殞，軫悼同深！越二零二三年二月十八日晚

於香港紅磡萬國殯儀館地下孝恩堂設靈拜

祭，翌日出殯。殯禮之日，白馬素車，極盡

哀榮！留副理事長成佳鄉賢昆仲幼承嚴訓，

事親至孝，秉承先人生前熱心公益，關心鄉

僑子女文教事業，為人急公好義，樂善好施

之美德遺風，雖於守制期間，悲慟哀傷之

餘，猶不忘本會青少年下一代之文教福利，

特慨捐本會菲幣壹拾萬元，設立令先尊『留

開乾鄉賢教育紀念基金』，藉以嘉惠本鄉囊

螢映雪、發奮苦讀之莘莘學子，義舉仁風，

殊堪欽仰！本會敬領之餘，謹藉報端，予以

表揚，並申謝忱！

蔡榮館捐三寶顏仁澤宮
三寶顏仁澤宮董事會訊：本會蔡榮館董

事令萱堂不幸逝世，婺星匿彩，哀悼同深。

出殯之日，飾終令典，極盡哀榮。

蔡董事侍親至孝，守制不忘公益，特

獻捐本董事會貳萬元作為福利用途。仁風義

舉，特藉報端表揚，並申謝忱！

劉金杯喪偶
菲華南安劉林同鄉會訊：本會榮譽理事

長金杯鄉賢令德配，亦即會醫劉理基令先慈

黃太夫人美英不幸於二0二三年三月卄四日上

午十一時卅分壽終於St. Luke’s Medical Center

醫院，享壽八十有五高齡，寶婺星沉，哀悼

同深。現設靈於亞籣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三

樓311 Lilac White靈堂，出殯日期另訂。

劉金杯喪偶
菲律濱放勳堂聯宗總會訊：本會文教主

任金杯宗長令德配，亦即會醫劉理基令先慈

黃美英太夫人不幸於二0二三年三月卄四上午

十一時卅分壽終於St. Luke's Medical Center醫

院，享壽八十有五高齡，寶婺星沉，哀悼同

深。現設靈於亞籣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三樓

311(Lilac White)靈堂，出殯日期另訂。

林文輝逝世
旅菲石獅錦林聯鄉會訊：本會名譽理事

長林文華鄉賢令胞兄林組織主任文輝鄉賢，

不幸於二零二三年三月廿二日逝世，享壽

六十有三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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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靈堂。

本會聞耗，經派員慰言其家屬，勉其節哀順

變，並襄理有關事宜，訂三月二十九日 上午

九時出殯，安葬於武六幹岷里拉紀念墓園，

本會爰訂於三月二十七日(星期一)下午七時

半，在其靈前舉行鄉祭致奠禮，屆時，凡本

會理監事著會服務希撥冗出席參加祭禮及越

日送殯儀式，共表哀悼，而盡鄉誼為荷。

佛光會免費養生經絡拳課程圓滿 菲律賓學員受益良多期待再續
　　由國際佛光會菲律賓協會主辦，國際佛
光會菲律賓督導委員會承辦的六場「線上免
費經絡拳初階班」，從2月3日開始，特別邀
請專家宣印學派Tapping全美首席老師葉建松
講師為大家授課並示範，六堂課圓滿結束，
學員們表示受益良多，期待葉建松老師有機
會能夠親臨菲律賓授課，讓大家得到更多的
養生知識。
　　3月24日晚上最後一堂課「打氣任脈、督
脈保健法/調節自律神經平衡感」，共有60幾
位學員上線參加，由督導委員會副督導長蔡
鳳嬌致歡迎詞，協會副秘書長施美齡主持。
　　葉老師說，任脈、督脈一前一後貫穿著
身體的全部，影響著整個人的精神面貌和健
康。人的亂想，也是慾望的一種表現，有求
皆苦，慾望高，行不通，任脈就會出現問
題，產生阻塞影響腦、胸、腹以及內臟，經
過丹田再延續到督脈，從而加大影響層面。
任、督兩脈不通，就會造成氣不足，氣不順
自然運不通，也會影響整個人的精神狀態甚
至社交障礙。氣順，人才會快樂，所以要保
持兩脈陰陽平衡，心情就會快樂，自然運就
通順，人也會由內而外地展現出自信。

　　葉老師用佛法的道理詮釋，任脈、督脈
的順暢全在一呼一吸之間，所以修行是每天
都要做的，而且可能不是只有一輩子，更會
是三世。所以每天都要保持快樂的心情，讓
自己的任、督兩脈保持永遠暢通，這才是健
康，也是修佛的必要。
　　菲律賓佛光山萬年寺住持妙凈法師感謝
葉建松老師短短的幾堂課，就讓菲律賓佛光
人的經絡活躍起來。也感謝葉老師對佛光家
庭的關照和關心，期許有一天葉老師能夠到
菲律賓來再續課程，打打拳、拍拍經絡，為
光明大學正在開始成長的苗子注入養分。葉
老師精力充沛的狀態以及氣色，都是大家學
習的目標和典範。
　　學員李雄才感謝葉老師提供的簡單養生
之道，他每天利用3至5分鐘跟著老師的方式
練習，慢慢漸入佳境，得到很好的體驗；學
員龔迎迎讚歎葉老師幽默風趣的授課方式讓
她覺得輕松自在，自己也利用早上傍晚的時
間堅持練習，發現身體的血液循環好多了，
睡眠也自此有了改善。學員高麗輝已經退
休，經過上課每天練習，發現身體的柔軟度
進步了，也領略到要有健康的身體才有美好

的生活。
　　學員詹曼鈴則一直有膝蓋問題，自從參
與課程便有每週鍛鍊的習慣，現在膝蓋也得

到了改善；還有學員施美齡的睡眠問題也得
到了改善，因為她每天晚上睡覺之前都做腳
底按摩，睡眠質量也提高了好多。

彭梅：因《狂飆》再火的《孫子兵法》為何被譯為「戰爭的藝術」?
　　中新社濟南3月25日電　　紅遍中國大
江南北的掃黑除惡電視劇《狂飈》再次帶火
了中國古典軍事名著《孫子兵法》。兔年新
春，不同版本的《孫子兵法》銷量飈升，成
為“爆款圖書”。這部擁有兩千多年歷史的
“兵學聖典”，被翻譯成20餘種語言，暢銷
全球。
　　《孫子兵法》常被譯成“The Ar t  o f 
War”（戰爭的藝術），背後有何深意？書
中哪些思想為各國讀者接受和認可？近日，
臨沂市博物館副館長、銀雀山漢墓竹簡博物
館館長彭梅就上述問題接受了中新社“東西
問”專訪。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臨沂銀雀山漢墓竹簡博物
館的“鎮館之寶”《孫子兵法》竹簡，是如
何被發現的？
　　彭梅：“位居世間最小名山，館藏天下
第一兵書”，是對銀雀山漢墓竹簡博物館的
最好概括，體現了銀雀山漢墓在中國考古史
上的崇高地位和《孫子兵法》竹簡兵書的珍
貴價值。
　　舊臨沂城南約一公里處，有兩座隆起小
山崗，東崗為金雀山，西崗為銀雀山。據考
古證明，這裡是一處規模較大的漢代墓地。
　　1972年4月，臨沂地區衛生部門在銀雀山
基建施工時偶然發現了1號、2號漢墓，隨即
報告了文物組。工作人員經過發掘，發現兩
座漢墓均為長方形竪穴，椁室基本完整，為

一棺一椁。1號墓竹簡在邊箱北端隨葬漆木器
和陶器的間隙中被發現，由於長期浸泡於泥
水中，又受其他隨葬器物擠壓，竹簡已經散
亂，表面呈深褐色，竹簡編繩早已腐朽。部
分簡上還可以看到些許痕跡，其中用墨書寫
的字跡，除了個別文字難以辨認，絕大部分
都很清晰。
　　出土竹簡隨即被送到北京，中國國家文
物局成立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對竹簡
進行整理、釋讀和保護。竹簡共計4974枚，
整簡每枚長27.6厘米、寬0.5-0.9厘米、厚0.1-
0.2厘米，簡上的文字全部用毛筆蘸墨書寫，
每簡的字數多少不一。整簡每枚多達40餘
字，字跡有的端正；有的潦草，非出於一人
之手，主要為《孫子兵法》《孫臏兵法》
《六韜》《尉繚子》等竹簡兵書。
　　大量珍貴竹簡兵書在銀雀山漢墓出土，
轟動海內外。截至目前，銀雀山漢墓竹簡博
物館接待海內外觀眾500餘萬人次，美國、馬
來西亞、柬埔寨、朝鮮等近百個國家的高級
軍官、軍校學員專程到館內參觀。國內外眾
多軍事院校將《孫子兵法》列入教學課程，
足見這部軍事名著在世界範圍內的影響力。
　　中新社記者：《孫子兵法》竹簡的學術
研究價值主要體現在哪些方面？
　　彭梅：銀雀山漢墓竹簡的出土，為研究
中國先秦和漢初的政治、經濟、軍事、書
法、簡册制度等提供了極其珍貴的實物資
料，它的學術研究價值體現在以下幾個方

面：
　　一是銀雀山竹簡本《孫子兵法》的出
土，解決了《孫子兵法》源流相關爭議。
《孫子兵法》與失傳近兩千年的《孫臏兵
法》同墓出土，澄清了關於孫子其人其書的
千古論爭，證實《史記》等有關孫武、孫臏
各有其人、各有其書記載的真實性，也證實
了《孫子兵法》原本確為13篇，而非曹操删
削82篇而成的13篇。
　　二是銀雀山竹簡本《孫子兵法》是現存
最早版本，為《孫子兵法》文本研究提供了
校勘資料。《孫子兵法》版本眾多，《武經
七書》《十一家注孫子》是兩個最主要的版
本，兩版之間存在很多異文，由於缺乏佐證
資料，難以確定孰是孰非。從字體推斷，簡
本《孫子兵法》書寫時間應在秦朝到西漢文
景之間，比傳世的宋本要早1000多年，雖然
出土時有所殘缺，但是在校勘傳世本方面仍
有重要作用。
　　三是銀雀山竹簡本《孫子兵法》為研究
中國文字發展與書法藝術提供了重要資料。
《孫子兵法》簡書用毛筆蘸墨書寫，字體介
於秦隸與漢隸之間，字形趨於方形或扁方
形，筆畫伸縮有致，橫畫呈微波，已顯露出
蠶頭燕尾、一波三折的書法特點，字體自然
隨意，秀勁清麗，為研究中國文字發展與書
法藝術提供了實物資料。
　　銀雀山竹簡出土後，博物館出版多部學
術研究成果，在世界範圍內掀起研究《孫子

兵法》的熱潮，推動形成了獨樹一幟的銀雀
山兵學文化。
　　在銀雀山漢墓竹簡博物館承辦的第三屆
《孫子兵法》國際研討會、銀雀山漢墓竹簡
出土30周年紀念大會暨國際學術研討會等學
術活動中，中外專家學者圍繞“《孫子兵
法》與經濟發展戰略”“《孫子兵法》的史
學價值”“銀雀山兵學與取勝之道”等主題
進行交流，充分肯定《孫子兵法》中蘊含的
軍事戰略思想。
　　《孫子兵法》《孫臏兵法》竹簡還先後
在韓國、日本等國家展出；《孫子兵法》
竹簡參加了中國“全國對外文化交流成果
展”，其學術研究價值和軍事戰略思想引起
國外關注。
　　中新社記者：《孫子兵法》為何在國外
被稱為“戰爭的藝術”，哪些思想被世界普
遍接受和高度認可？
　　彭梅：《孫子兵法》被稱為“戰爭的藝
術”，究其原因，在於這部兵書充滿了樸素
的唯物論和辯證法，它對世界的影響既有共
性又有個性。
       共性是孫武的軍事思想蘊含普適性的智
慧；個性則是運用孫武思想，各國須與自身
實際相結合，靈活運用。
　　《孫子兵法》包含全面的戰略戰術原
則，被世界各國廣泛借鑒。《計》篇為《孫
子兵法》首篇，在全書中具有統攬全局，提
綱挈領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