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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美中華文化走進中菲人文之驛
<上接頭版>

黃大使表示，前不久，2023年全國兩會

在京勝利閉幕，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全

票選舉習近平同志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億萬

中國人民將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

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圍，踔厲奮發、勇毅前

行，為實現中共二十大確定的目標任務而共

同奮鬥。近日，習近平主席在中國共產黨與

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上首次提出全球文明倡

議，強調要共同倡導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

共同倡導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共同倡導重

視文明傳承和創新、共同倡導加強國際人文

交流合作。全球文明倡議意蘊深刻、內涵豐

富、體系完整，為推動文明交流互鑒、促進

人類文明進步貢獻了中國智慧。在新的征程

上，我們期待菲方與中方一道，落實好兩國

元首重要共識，持續深化交流與合作，攜手

推進兩國現代化進程，維護好中菲友好的大

方向，共同維護地區和平與安寧。

徐永吉副秘書長表示，本次活動以「茶

香琴韻·和合共融」為主題，詮釋中華文明世

界大同、和合共生的理念，展示中華優秀傳

統文化魅力，讓精美中華文化走進中菲人文

之驛，走進菲律濱民眾，必將進一步夯實中

菲友好民意基礎，推動中菲人文交流深入發

展。近30年來，國際儒學聯合會在推動人類

多樣文明交流互鑒、促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傳承創新、開展國際人文交流和友好往來、

促進漢學家交流和中國學研究等方面做了大

量工作，國際影響力不斷擴大。希望未來能

與包括「中菲人文之驛」在內的菲律濱有

關方面進一步探索合作，做中華優秀傳統文

化的傳承者、世界文明多樣性的維護者、不

同文明對話的踐行者，為促進世界和平與發

展、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力量。

楊華鴻主席表示，「中菲人文之驛」自

啟動以來，通過主題講座、文化專欄、徵文

比賽等豐富多彩的形式，品味中華文明的盛

宴，感知今日中國的巨變，掀起了一股「中

菲人文之驛」熱潮。「中菲人文之驛」將始

終致力於加強中菲兩國人民之間的互動和交

流，促進文化的融合和創新，增進兩國人民

之間的友誼和理解，為兩國人民搭建一個相

互瞭解、相互尊重、相互學習的平台。

林國宵主席表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

中華民族的根和魂，只有更加深刻理解其當

代價值和時代意蘊，我們才能更好構築中國

精神、中國價值、中國力量。傳播中華文化

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和深遠歷史意義，是我們

全體中華兒女的神聖使命。旅菲各校友會聯

合會一定會為傳播中華文化、為促進中菲兩

國的經貿合作與人文交流作出更大貢獻。

現場氣氛隆重熱烈，中菲兩國文化界、

教育界人士濟濟一堂。在主題活動環節，中

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長鄭筱筠作

「最美中國時序錄——二十四節氣之中華文

明密碼」主題講座。

講座深刻闡述了二十四節氣的知識體系

及實踐，介紹其作為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

植根於農耕文明，融匯先進的農學思想、悠

久的重農傳統，以及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文

化理念，承載著華夏文明生生不息的基因密

碼。在宋代點茶技藝與現代茶藝展示環節，

廣州茶藝非遺傳承人們為大家展現了古典主

義茶美學在當代的活化與應用，研磨茶粉、

投茶入盞、分次注水、以筅擊拂，一招一式

韻味十足。中國藝術研究院「藝苑國風」演

奏小組帶來《茉莉花》《絲路駝鈴》《送我

一隻玫瑰花》《燭影搖紅·宿雨初干》等曲目

民樂表演，時而低回婉轉，時而高亢明快，

充分展現了中國民樂的音韻美和中國傳統文

化的意蘊美，在場嘉賓聽絲竹、賞國粹，久

久陶醉其間。

來自中國人民大學世界民俗文化研究

所的藝術家和非遺傳承人們帶來內容豐富、

古色古香的民俗文化展示並作現場演示，指

尖下的藝術創作流淌著中國民俗文化和非物

質文化遺產的魅力與活力。活動現場反響熱

烈，與會嘉賓紛紛表達對「中菲人文之驛」

更多精彩活動的期待。

使館王玉磊公參、李薇參贊、熊勝參

贊、季凌鵬參贊，菲律濱絲綢之路國際商會

創會會長蔡聰妙、菲律濱宋慶齡基金會創會

會長陳祖昌先生、菲律濱中國商會常務副會

長侯世煉，各主辦協辦單位代表，中菲兩國

文化界、教育界人士及在菲留學生代表等千

餘人線上線下出席。

旅遊部長希望取消
中國公民簽證配額

本報訊：旅遊部長弗拉斯科於週五在菲

律濱簽證改革融合會議上表示，菲律濱必須

取消對中國公民實施的簽證配額，因為在重

新開放邊境後，中國的排名已從菲律濱的第

二大市場降至第七位。

根據旅遊部的數據，1月至3月，菲律濱

的中國遊客人數正在「緩慢增長」。

旅遊部負責人在一份聲明中說：「必須

取消對中國公民實施簽證配額。」

弗拉斯科說，由於目前的配額限制，預

計將發放的簽證數量將會減少，如果不立即

解決獲取簽證的挑戰，菲國將損失約25.1億

美元的收入。

她補充說：「航空公司和包機運營商

已經與我們聯繫，對目前的限制表示嚴重關

切。據他們說，由於乘客人數少，他們可能

無法增加航班頻率，機票和旅行套餐可能變

得太貴，因此沒有競爭力。」

據弗拉斯科稱，2019年菲律濱駐華使領

館處理了約150萬份面向中國市場的簽證，

平均每天處理508個，有時甚至達到每天2704

個。她透露：「然而，與我們接洽的多家航

空公司向我們提出，菲律濱駐中國領事館已

發佈簽證申請公告，將每天接受的簽證申請

限制在 60 至 100 人左右。」

「如果我們的目標是 200 萬中國人來菲

律濱觀光，這是旅遊部的預期目標，那麼，

我們每天需要簽發 1136 個簽證，相等於一年

簽發總共 180 萬個簽證，這與2019年簽發的

150萬個簽證相差不遠。」

根據旅遊部門的數據，中國超過14億的

人口為菲律濱帶來了巨大的機遇，特別是考

慮到2019年的數據，有1.6億中國公民出國旅

遊，使中國成為全球出境遊客最多的國家。

弗拉斯科說：「到2024年，中國出境旅

遊將超過2019年的水平，因此，菲律濱需要

抓緊時間來確保中國公民進入菲律濱的便利

性。」中國是菲律濱在2019年的第二大國際

遊客來源國，入境人數超過170萬人次，旅遊

收入達23.3億披索。

商總代大圓滿閉幕
今日選正副理事長

<上接頭版>
緊接著是選舉理事會成員，由SGV會

計事務所分發選票並用電腦計票，主席團監

票。

晚上開票後，順利選出188名理事，但理

事會目前法定人數只有168人，新增的20人需

等待證券署（SEC）批准才能正式上任。

新屆理事今日上午9時在商總7樓大禮堂

舉行宣誓儀式，據悉將由名譽理事長李永年

監誓。緊接著是選舉董事。

下午3時由新屆董事會選出正副理事長和

司庫、稽核。

168名當選理事名單如下 ：陳永栽、林

育慶、李永年、董尚真、蔡聰妙、陳本顯、

黃禎潭、莊前進、張昭和、黃年榮、陳俊

禮、施東方、施偉廉、吳啟發、施超權、黃

奇昭、呂安盾、王連僑、林榮輝、施清瑋、

施梓雲、洪健雄、李天榮、許學禹、蔡榮

衛、戴亞明、陳章成、楊長江、丁偉都、戴

國安、潘振興、李棟樑、蔡建成、王清涵、

許天恩、施嘉年、蔡黎景、葉芳楓、洪文

檀、戴福安、蔣曉瑋、洪逢駿、許友清、許

扁、陳炳清、李月西、洪聰曉、黃天從、吳

彼得、黃淑賢、柯維漢、蔡繼敦、陳世傑、

顏碩良、柯志超、洪肇堅、黃俊人、呂君

恆、蔡哲人、王書侯、戴向榮、王家煙、張

年習、林志文、盧垂順、黃太陽、蔡永達、

許友忠、林育緯、盧連興、許煥東、戴從

容、許煥燃、戴逸凡、施祥雲、劉振偉、許

贊逢、吳飛騰、施天祥、王婉貞、溫奕明、

柯順慶、吳永堅、許讚良、林水真、吳良

順、莊聯祿、蔡旺烈、林莉莉、施金郎、周

經偉、高維澤、黃子文、柯智超、許振基、

施玉璽、蔡青樺、王詩滬、許萬旭、洪香

泉、蔡玉龍、許家福、張孟哲、顏德慶、蔡

春長、林佳億、陳明健、柯遵堅、洪金銘、

許勝利、施天乙、莊安裕、王振國、許自

更、施金燦、施振謀、陳清雷、施丁華、洪

維謀、許冠文、陳長善、許澤恭、王良善、

黃清泉、許燦榮、許澤力、侯澤炎、施永

嘉、施清膽、詹獻協、鄭啟楠、洪一龍、洪

德順、劉家寶、許偉念、施純永、陳國鑫、

蔡威凱、鄭國賓、李佳昇、孫明強、吳昭

輝、馬榮聰、蔡榮利、蔡威波、洪連燈、陳

築時、施純午、周宗典、龔詩育、蘇禮順、

洪火煜、蔡宗俊、施議興、黃書榜、施良

泉、莊亞燕、林志成、施欣獎、周挺、蔡清

宗、蔡維新、余益勤、伍代順、陳世局、陳

文章、許江河、李呈峰。

馬尼拉市正計劃依城市條例
把一些人行道改建為停車位

<上接8版>
根據其職權，馬尼拉交通和停車局可以

建立、運營、維護和／或管理車站、停車設

施、自行車道，包括收取使用者費用。

Joel Chua補充說：「只要在條例中，那

就是法律規定的。 如果你想問問題，你可

以，但你必須首先質疑授權城市提供停車位

的條例。」

馬尼拉市議員蕾．拉古納贊同維亞耶的

說法，即地方政府可以想出創造停車位的方

法。蕾．拉古納說：「有些描籠涯很小，有

些很寬，所以，每個描籠涯主席對如何處理

停車問題都有不同的方法。 但我們確保它符

合法律。」她也是馬尼拉市描籠涯聯盟的主

席。

菲三地區出現
「危險」酷熱指數

本報訊：菲氣象局表示，在昨天，菲律

濱的三個地區出現「危險」酷熱指數。 這是

在菲國的炎熱乾燥季節開始不到一週之後。

菲氣象局於 3 月 25 日星期六下午宣布，

菲律濱三個地區的酷熱指數已攀升至「危

險」水平。酷熱指數，也稱為「人體不適指

數」，這是人類體感溫度。

菲氣象局表示，在42 至 51攝氏度之間的

酷熱指數是屬於「危險」的水平，因為它可

能導致熱痙攣和熱衰竭。直接和持續暴露在

這種酷熱指數的陽光下也可能引發中暑。

在昨天，禮智南部的馬亞新錄得 43攝氏

度的酷熱指數。 緊隨其後的是馬實描地市和

納卯市，兩地的酷熱指數都是42攝氏度。

星期六，一名兒童走過地球一小時標誌，作為各種環保組織的成員，計順市地方政府在
計順紀念紀念碑紀念地球一小時。 被稱為地球最重要的時刻，這是自 2020 年以來首次面對
面的活動，繼續教育和傳播對不同環境問題的認識，並呼籲每個菲律賓人意識到對我們的星
球產生積極影響的力量。

前東黑人省長
亨利．特維斯願意與當局合作

本報訊：前東黑人省長亨利．特維斯表

示，他願意與當局合作。此前，警方突襲搜

查了他的一家公司的糖廠，並繳獲了槍支和

彈藥。

菲國警刑事調查偵察組於週五在東黑人

省描亞宛市的 HDJ Bayawan Agri-Venture Corp.

的樓群內，繳獲了 1800 萬披索現金、多支槍

支和近 1萬發實彈。

他於週五通過手機短信告訴CNN菲律

濱：「是的，我是HDJ Bayawan Agri-Venture

的總裁。 搜查行動尚未結束。讓我們等待它

結束，這樣我也可以核對我們的記錄，了解

誰擁有什麼以及怎麼會這樣。」

他還說：「我一定會配合當局查明此

事。」

這位前省長昨天在接受 CNN 菲律濱採訪

時也表達了同樣的看法。

亨利．特維斯說：「我聯繫了司法部，

他們需要邀請我回答一些問題。我非常願

意，對此，我沒問題。」

黎穆惹:
司法部有一份「名單」
是特維斯要殺害的人
本報訊：司法部長黎穆惹說，司法部有

一份「名單」，他聲稱名單上的人是眾議員

特維斯下令要殺害的人。

這是對班普洛納市長、省長黎加莫的遺

孀珍妮絲．黎加莫發表的聲明作出的回應。

珍妮絲．黎加莫稱有近 30 人被特維斯殺害。

黎穆惹於週五在接受採訪時告訴記者：

「我們最初得到的是 17 人名單，但名單的人

數在後來越多越多。」

他解釋：「我們必須獲得數據，我們必

須系統地調查他們以獲得必要的數據，並為

每個人單獨開一個檔案，這樣我們就知道誰

是證人，以及有哪些陳述將用來證明指控、

死亡證明、屍檢結果。」

特維斯被標記為殺害東黑人省長的幕後

策劃者。

至於正式提訴，黎穆惹表示「希望在 3 

月30日或31日之前」。

黎穆惹表示，如果特維斯在被告之列，

司法部將調查他的參與程度。

他說：「因為如果被立案，除了我們已

經可以提交法院的證詞外，仍將繼續初步調

查。」

黎穆惹說，可能有七到十人參與了殺

戮，而且有可能是同一班人參與了黎加莫暗

殺案。

他說：「它們可能在某些方面有交集或

者在黎加莫謀殺案中有很多共同點。」

菲國警保證調查黎加莫遺孀指控
特維斯涉及該省數十起殺戮事件

本報訊：菲國警於週五保證，將調查東

黑人省長黎加莫的遺孀的指控。珍妮絲．黎

加莫指控眾議員特維斯與該省數十起殺戮事

件有關。

菲國警發言人法哈多說，當局實際上已

經收到有關東黑人省發生的一系列謀殺案的

資料。

她說：「我們現在收到很多資料。根據

我們的回溯，發生了槍擊事件和殺戮事件，

特別是東黑人省。」

刑事調查偵察小組在較早前就特維斯涉

及在 2019 年殺害前東黑人省委員會成員董戈

格和另外 2 人的案件，對特維斯提起了多項

謀殺指控。

法哈多呼籲知道其他殺人事件的人與警

方協調。

她說：「我們也呼籲知道謀殺案信息的

同胞們，包括市長珍妮絲．黎加莫，提供有

關信息，我們將不勝感激，並希望菲國警能

夠調查所有這些案件。」

班普洛納市長珍妮絲．黎加莫是被殺省

長的遺孀，她指責特維斯與該省約 20 至 30 

人的死亡有關。

她於週五告訴ANC：「他們對那些拒絕

他們的人做了壞事......有一些人真的死了，省

內或多或少20至30人。」

特維斯的律師杜巴壽敦促黎加莫夫人證

明其說法。

杜巴壽說：「他們要證明……舉證責任

在主張者身上，而不是在否認者身上。 他們

要證明。」

國防部澄清
菲美加強防務合作協議
美權限須兩國共同同意

菲新社馬尼拉3月25日電：國防部 昨天

澄清說，與美國簽署的加強防務合作協議並

不規定可以無限地進入商定地點。

國防部發言人安多隆表示，加強防務

合作協議站點的使用必須得到兩國的共同同

意。

他昨天在計順市的新聞論壇上說：「與

共同防禦委員會和安全交流委員會不斷進行

磋商，美方和菲方正在討論計劃活動，這些

活動決定何時使用這些站點，如何使用它

們，可以帶什麼進去，以及他們將在站點上

做什麼，所以，這不是無限制的。」

加強防務合作協議允許美國軍隊輪流

進入在菲律濱的所謂商定地點，有效期為 0 

年，除非任何一方終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