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许多早年到菲律宾打拼的华

人，如今已经定居在菲律宾，子孙后

代也在菲律宾土生土长，对家乡的

那份情怀也日趋淡薄。在施文界看

来，要想在菲律宾做好乡情的传承

工作，教育事业不可怠慢，大力发展

华文教育更是不可忽视。

“我比较注重教育，尤其是中

文教育，现在中国越来越强大，我经

常和年轻一辈说，学中文在工作上

可以有更多的发展机会，也可以增

进对中国的认识，了解中国的文

化。”让施文界忧心的是，如今菲律

宾华裔的年轻人中文说得越来越少

了。“包括我自己的小孩，他们虽然

会说，但是不会写，我尽量培养他

们，增加他们的兴趣。”

然而，在菲律宾，有不少家庭

处境困难，其子女们也被迫中途

停学或放弃学习华文。2004 年，菲

华商联总会创设“华生流失补助

金”，为华生提供帮助，让更多有

困难的学生有机会在华校接受良

好教育。据不完全统计，该补助金

创立以来，得到了该会及华社热心

人士的大力资助，将近 8000 多名

学生受益，发出的补助金将近

8000 万元。不过，施文界也发现了

另外一个问题：由于大家都想从

商，菲律宾的 100 多所侨校普遍缺

乏教师。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施文界试

图从中国邀请志愿者到菲律宾当老

师，但由于种种问题，这些志愿者往

往只能教一两年就得离开，无法形

成良性循环。

“还得在当地培养华文老师，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施文界

介绍，他号召菲华商联总会的董事

会拨款 3000 万元来培养 60 位老

师，先让他们到中国学习 4 年，再

回到菲律宾教书，后来转变成

“121”模式：第一年在菲律宾的侨

校，比如中正学院、侨中学院，学习

一年的中文，有一个准备。第二年

和第三年去中国的高校学习，最后

一年回到菲律宾继续学习。通过这

个项目，菲华商联总会培育英才服

务华侨学校和华人社会。现在，菲

华商联总会还在继续推动这个项

目。

“中国现在越来越强大，‘一带

一路’建设给菲律宾带来很多商机，

基础设施建设、旅游业、服务行业的

发展等，有很多的合作机会。菲律宾

和中国的合作共赢，中菲关系友好

发展，是我们在菲律宾的华侨华人

都愿意看到的。”

（综合自中新社、《晋江经济

报》、闽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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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新网消息，菲华著名侨领、菲华商联总会名誉

理事长施文界先生，3 月 26 日因新冠肺炎在马尼拉去

世，享年 73 岁。

施文界出生于福建泉州晋江，是 Fortune 渔网集团

公司董事长兼总裁。2013 年出任菲律宾最大的华商组

织菲华商联总会理事长(简称商总)，在政商界颇具影响

力。3月 28 日，中国侨联发唁电给菲华商联总会并转施

文界先生家属，对施文界先生的去世表深切哀悼。

去世前，施文界担任商总名誉理事长、菲律宾晋江同

乡总会常务顾问、世界临濮施氏宗亲总会理事长等数个侨

团要职，也是菲律宾侨中学院校董会基金会副董事长。

据了解，3月 11 日在商总参加菲华社救灾基金会紧

急会议，是施文界最后一次在菲的公开活动。据华社救

灾基金会 3月 12 日通告，是次会议决定从华社救灾基

金拨出 1亿元菲币，“帮忙菲律宾政府应急，向有需要的

菲律宾兄弟伸出援手。”

3月 27 日，多位菲华侨领在社交媒体里表达对施文

界的追思。据透露，施文界从新加坡参加会议回菲，三天

后发现咳嗽、发烧，两度就医，确诊患新冠肺炎，从有症

状至 26 日去世，前后仅 10 天。

他是菲律宾渔具业的

龙头企业家，仅金枪鱼渔网

就占全球市场份额的一半，

名副其实的世界网业大王。

长期以来，他致力于菲律宾

的经济社会发展、中菲友

谊，为泉州、晋江等地发展

倾注心力、奉献才智与力

量，影响深远，在旅菲华人

中有口皆碑。

施文界生于 1947 年，

福建省晋江市金井镇洋下

村。童年住在香港，后移居

菲律宾。

“五六岁的时候，我就

和妈妈、弟弟一起去菲律宾

了。”提及去菲律宾的原因，

施文界透露说，“其实我也

有菲律宾血统的。我的祖母

是菲律宾人，父亲在菲律宾

出生，祖父退休的时候，把

我爸爸和叔叔带回中国念

书、娶儿媳妇。然后我们才

又去了菲律宾。”

缘于从小就跟在父亲

身边，施文界目睹父亲施家

万艰难的经商历程，最终在

商海中站稳了脚跟。同时，

看到父亲取得成功后仍不

忘回报家乡。这一切，让当

时初涉商海的施文界，深感

到父亲浓烈的爱乡之心，并

深受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

与鼓舞。

20 世纪 80 年代，旅菲

侨亲施家万先生便频频关

注家乡的基础设施建设，并

数次携其妻吴惟真女士返

家探望，在老家铺设了一条

方便村民行走的道路，为家

乡各种建设事业尽心尽责。

后来，家乡人为纪念他们的

善举、热心，留下他们的芳

名，特地建造了“万真亭”，

激励后人。

在父亲的熏陶和带动

下，出于爱国爱乡的赤子之

心，当施文界事业有成之

后，他更加频繁关注家乡的

发展建设，回馈桑梓。父亲

晚年的时候，一直惦记着要

把家乡那条道路改造成水

泥路，施文界非常支持父亲

的想法，回乡帮父亲圆了这

个梦。如今，在金井洋下村，

如果提起“家万路”，村里的

父老乡亲都对他们父子俩

竖起大拇指。

施文界曾在媒体上表

示，要实实在在办一点对当

地经济、文化教育有益的事

情，“形象工程”、“面子工

程”虽见效快且风光，却经

不起历史风雨的洗礼。谈及

家乡的教育文化事业，施文

界说：“教育事业是千秋大

业，不可怠慢，人人都应该

视教育为重中之重。我们要

着力于‘子孙工程’，为后人

留下一点亮点，这样才能无

愧于子孙，无愧于后代。”

施文界在菲律宾还涉

足房地产、银行、商场、旅

游、娱乐和塑料等行业。无

论事业做得多大，无论深处

何地，不变的永远是那颗

“中国心”。据不完全统计，

施文界父子为家乡各种基

础设施建设慷慨解囊，已累

计达到 600 多万元，施文界

父子的桑梓情深已渗透到

家乡的每一个角落。此前，

施文界又为晋江的慈善事

业捐资 50 万元人民币。

菲律宾约有 200 多万

华人，占菲律宾人口 2%左

右。旅菲华人分布在各行各

业，为菲律宾经济与社会的

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

一直扮演着先锋的角色，尤

其是引进国外的技术、资本

与生产设备，以及开创初期

的农耕与手工业。在这个国

家，华人的印记几乎处处可

见。旅居在菲律宾的华侨华

人十有八九来自福建，其中

又以原属泉州府的晋江、惠安、南安

等地为最多。今天，他们成为菲律宾

经济的重要力量，在菲律宾的工商

界、金融界、文化界、教育界、新闻

界、体育界、政治界等，都涌现出值

得称道的杰出人物。

菲律宾有两千多个华人社团，

活跃在社会的各个层面，他们致力

于促进华社的和谐团结，提升华人

的社会地位，加强与菲人社会的沟

通融合，推动中菲两国友好交往，竭

尽所能功不可没。

这两千多个华人社团，以菲华

商联总会为龙头。其创建于 1954

年，作为菲律宾华侨华人工商界的

最高机构，深入参与菲律宾的经济、

社会、民间及文化生活，不仅为菲律

宾华人提供了许多援助，而且也对

菲律宾的发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

用。

几十年来，每当祖（籍）国需要

的时候，海外侨胞总是挺身而出，坚

定不移地与祖国站在一起，心手相

连，不离不弃。

拳拳赤子心，浓浓爱国情。在菲

律宾奋斗多年的施文界，出任菲华

商联总会副理事长以来，长期热心

于公益慈善事业。这些菲华企业家

在祖（籍）国和旅居国菲律宾作出了

诸多贡献，他们的成功激励着无数

人，他们的奉献感动着无数人。

在菲律宾，数十年来都流传

着“华社三宝”的佳话，其已成为

华人关爱并回馈当地社会的典

范。

所谓“华社三宝”，是指华人社

团在菲律宾全国贫困地区捐建农村

校舍、组织义诊队到偏远地区为贫

苦菲律宾人治病送药、华人消防队

帮助拯救民众财产三项慈善活动。

每逢菲律宾遇到天灾，华人都站在

救灾最前线，让当地民众感受到华

人的友善。

2014 年 2 月 5 日，时任菲华商

联总会理事长的施文界代表该会基

金会与台风“海燕”重灾区莱特省政

府签署一项协议备忘录，由该会等

7 家华社发起了“华社救灾基金”的

募捐，拟在菲律宾莱特省帕洛镇为

灾民捐建 500 座平民屋及 5 座农村

校舍。

“工程完毕后，这 500 座平民屋

所在地会被命名为‘菲中友谊村’，

500 户家庭有新房子可以住，而数

百名学生也能在新的农村校舍里上

课。”施文界希望，这些平民屋和学

校，能够帮助和改善当地社区居民

的生活。

其实，这只是华社在菲律宾开

展扶贫济困、慈善公益的一个缩影。

施文界曾告知媒体，在菲华商联总

会的倡导下，华社已经在菲律宾建

了 5000 多所农村校舍，这给菲律宾

带来很大帮助，以前菲律宾的许多

乡下都没有地方读书，有了农村校

舍后，学校老师会培养出很多优秀

的孩子来，有的甚至成为当地领导

人。同样，这些受过帮助的菲律宾民

众也对华人心存感激。

“在和睦融入菲律宾主流社会

的同时，我们也积极回馈当地社会，

希望能够通过这些举动，积极推动

中菲各领域的交流合作。”施文界道

出了“华社三宝”能够源源不断地坚

持下去的动力。

当然，菲华商联总会也在不断

地协助祖籍国的建设发展。当中

国遇到灾害和危难的关键时刻，菲

华商人总是慷慨解囊，倾情相助。

2008 年，中国华中与华南地区发

生的严重雪灾害牵动着菲律宾华

社的心。施文界为帮助祖国受灾

地区抗击灾害，捐资 20 万元给灾

区人民。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菲华商联总会和其他社团也都倾

力而为，支援中国，展现出血浓于

水的同胞之情，体现出海外华侨在

危难时刻勇担社会责任的精神风

貌。

世界网业大王

“华社三宝”关爱社会

大力发展华文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