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泉岩重建奠基仪式

清泉岩是台湾清水祖师祖

地之一，每年接待众多台湾信

众来交流祭拜。洪世界作为两

岸民间交流推进“能手”，热忱

为祖国统一大业服务，反独促

统，积极宣传翔安、厦门建设成

就，做台湾人民思想工作。

自 2008 年以来，洪世界已

累计接待台湾及金门清水祖师

信众达上万人次，并多次带队

赴台交流，为两岸统一、和平发

展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受到

翔安区委统战部和区台港澳办

的肯定。

后山清泉岩(俗称后山岩)，

在翔安区新店镇祥吴社区后山

自然村境内 (古属民安里十一

都)。它不仅是景色秀丽的风景

区，还是一方宗教圣地，属区级

文物保护单位，市级重点宫庙。

清泉岩寺隔溪与狮山对峰，

古谶云：“狮象把水口，文章高

北斗。”清泉岩背负天马山，面

襟鸿渐山，隔海与金门相望。因

山形地势状若大象，被誉为“象

穴”宝地。庙前九溪清泉一泓，

四时不涸，这是清泉岩命名的

由来。“仙脚印”、“清泉井”的传

说更是令人心驰神往。

明嘉靖元年(1522 年)，民安

里九保：湖头、宋坂、顶曾、下

曾、溪尾、宋厝、造店、后山、祥

吴、东浦、金沙乡绅从安溪清水

岩恭请清水祖师的香火，集资

在清泉岩原玄天上帝宫的遗址

上建清水祖师庙，并奉祀清水

大祖师(饰黑脸)、二祖师(饰红

脸)、三祖师(饰粉红脸)，以二祖

师为主祀，中间是清水祖师，左

边配祀玄天上帝，右边配祀注

生娘娘。

清水祖师的分炉遍及海内

外。每年农历正月初六大祖师

圣诞，这里和香山岩、西岩同时

举行盛大的庙会。人山人海，香

烟缭绕，鞭炮震天，布袋戏、车

鼓阵等竞相献艺，各村的神轿

队锣鼓喧天，彩旗飘飘，进庙向

祖师致礼。许多海外华侨、台胞

都适时回乡参拜。

历经 600 多年风吹雨打，清

泉岩寺毁坏严重，在理事长洪

世界、主任洪若贤、副主任余安

彪、郭奕胜等人的倡议下，清泉

岩管委会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对

清泉岩宫庙进行重建。2013 年 8

月，在广大善信慷慨解囊的热

心支持下，清泉岩寺的宫庙开

始进行重建。

此事还引起台湾金门同胞

的高度关注,几年来，台湾、金门

乡亲纷纷来翔安参拜清水祖

师，并捐款助力翔安清泉岩重

建。修缮一新的清泉岩寺，主殿

坐落西南，面向东北，气势恢

弘，楼台宇顶雕龙飞檐，金色琉

璃熠熠生辉，宫内雕梁画栋，金

碧辉煌。

除了供奉清水祖师的前殿

外，配套的后殿为大雄宝殿，供

奉三宝佛主、观世音菩萨、地藏

王菩萨、十八罗汉。另有边殿供

奉魁星公、文昌帝君、月老公、

福德正神、财神爷、关圣帝君、

境主公、速报司、阎罗天子、城

隍爷、保生大帝、华佗神医等，

是后山岩主题公园的重要配套

之一，更是吸引两岸众多信众

前来祭拜、瞻仰。

清泉岩寺是大陆地区与台湾

各清水祖师庙交流最为密切的宫

庙之一。自 2006年以来，清泉岩

已接待台胞数万人次，清泉岩理

事长洪世界也曾多次带队赴台进

行清水祖师文化交流。

2017 年 6 月 13 日，60 余名

来自台湾台北市三峡区祖师信

众会及台湾台中龙井区龙泉岩

的参访团，与翔安乡亲齐聚清

泉岩，共同祭拜清水祖师，并现

场认捐石雕 1套。

台中龙井区龙泉岩主委陈

文雄说：“我们此次来进香，来

大陆交流，找当地的好朋友共

同研究一下各地清水祖师文

化。清泉岩跟我们龙泉岩两个

公庙的友谊深厚，希望把清水

祖师的‘传香’一直传下去，这

是我们最主要的目的。”

洪世界说：“有的年份，台湾

同胞一年来厦门翔安清泉岩十

几次；我们也经常赴台交流，发

扬我们两岸的祖师精神，弘扬

祖师文化，台湾现在有清水祖

师庙，有登记的就有 200 多家，

经常跟我们友好交流。”

2018 年 9 月，台湾清水祖

师文化交流协会与清泉岩寺签

订了《缔结友好宫庙协议书》进

一步增进双方合作交流促进发

扬清水祖师文化。目前，清泉岩

寺已被列为翔安区对台对金民

俗文化交流基地，并于 2018 年

10 月晋升为福建省民间信仰活

动场所。

清水祖师文化素以“善行天

下”的理念广受尊崇，已成为跨

越全球、分炉数千、信众上亿的

重要民间信仰。未来，清泉岩寺

在海峡两岸清水祖师文化交流

中将进一步发挥独特的、不可

替代的纽带作用。

（部分资料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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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世界：

□本报记者 林硕

新店镇位于厦门市翔安区东

南沿海，自古民风淳朴，人文荟

萃。

100 多年前，新店镇澳头人驾

驶的中国国第一艘帆船经厦门港

直达新加坡，开启了较早的国人

出海下南洋之路，也开始了新店

镇侨亲们在世界各地创造商业奇

迹的历程。

新店镇是翔安区重点侨乡，根

据最新侨情普查结果，现有归侨

102 人，侨眷侨属 2816 人，旅居海

外华侨华人分布于新加坡、马来西

亚、越南、印尼、菲律宾、柬埔寨、泰

国、美国、加拿大、法国、澳大利亚、

老挝、日本、瑞士等 27个国家及地

区，总人数约8.2万人。

千百年来，从新店镇走出的

华侨华人身居异国他乡，却心怀

家园故里，纷纷回乡寻根谒祖、探

亲旅游、投资贸易和兴办公益事

业，为繁荣新店、造福乡里做出了

重要贡献。如今迎着新时代的发

展机遇，古老的侨乡继续涵养文

化底蕴，焕发新生，呈现出独特的

侨乡新风采。

新店镇顶曾村人洪世界是新

加坡侨眷，祖父辈兄弟七人下南

洋到新加坡做生意。生于 1960 年

的洪世界，小时候随父母回到厦

门，在新店镇生活。

参军复员后，洪世界先是务

农，随后抓住改革开放的发展机

遇，走上经商道路，经营蔬菜冷冻

加工项目，胡萝卜等蔬菜加工后

远销日本等海外国家。

2005 年前后，洪世界加入新

店镇清泉岩管委会，为传播民间

信仰、推动两岸交流尽一份力。

近年来，洪世界兼任新店镇

侨联副主席，积极参与调处侨房

侨产纠纷事务，热情为侨胞服务，

为维护侨胞合法权益努力工作。

今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以来，洪世界主动作为，站在了防

疫第一线，及时执行关部门防控

指示。在洪世界的安排下，清泉岩

按照民宗局等相关单位的通知暂

停对外开放，取消春节期间庙会

及敬香活动,在公路要道、场所大

门等醒目处张贴暂停开放公告，

及时告知、劝返不知情的信教群

众，极大地降低了因人员聚集传

播新冠肺炎的风险。

同时，洪世界利用自身渠道

积极宣传疫情防控知识，引导信

教群众戴口罩，勤洗手，尽量不出

门，不串门，不聚会，不聚餐，积极

做好个人疫情防护措施。除了参

加清泉岩及社区值班工作外，洪

世界还积极参与新店镇各个宫庙

抗疫工作，为重点宫庙的防疫工

作献言献策。

因清泉岩防疫工作到位，到

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工作人员和信

众感染新冠肺炎。

洪世界还积极参与献爱心活

动，特别在抗疫期间捐献给新店

镇祥吴社区顶曾村人民币 3000

元、后山村人民币 3000 元，新店

商会人民币 1000 元。

洪世界还购买了价值 10000

多元抗疫物品捐给乡村值班人员

用于抗击疫情，同时赞助明晖门

窗 20000 元，为打赢疫情防控阻

击战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多年来，翔安区政协常委会

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在市政协的指导

和中共翔安区委的正确领导下，

牢牢把握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

带领全体政协委员认真履行政治

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

坚持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

力，充分发挥了专门协商机构重

要作用，不断推动翔安政协事业

创新发展，为翔安经济社会发展

作出政协应有贡献。

洪世界作为区政协委员（侨

界），认真履职，积极参政议政，多

次参加政协组织调研视察活动，

本届已提 16 个建议和议案，有 3

个提案被评为优秀提案，为翔安

大开发建言献策。

2020 年 8 月，厦门市旅游协

会成员、翔安区政协委员作为市

民代表，和执法人员、媒体记者一

起深入翔安澳头社区的“海鲜一

条街”后厨，检查餐饮是否卫生、

后厨操作规不规范、食品安全状

况如何。

洪世界作为翔安区政协委

员，也参与了检查过程。他说：“当

天检查的两家海鲜餐厅，无论外

观条件，还是后厨，都给人一种干

净整洁的感受，餐厅后厨整体做

得不错。检查中发现了一些小问

题，但也看到不少亮点，食品经营

者越来越重视食品安全，监管执

法人员也不断加强日常监管。后

厨食品安全管理细节方面存在的

问题，希望商家及时整改到位，为

防范疫情，热心侨务

翔安区政协四届优秀委员

市民和游客创造一个卫生干

净、放心就餐的环境。”

翔安区政协向来重视对外

交流交往，重视发挥侨力，重视

发挥港澳委员独特作用，成功

举办第七届“海峡杯”全国书画

作品展。第十一届海峡论坛期

间，积极协助省、市政协办好两

岸基层治理论坛。2019 年还出

席世联会顾问团会议，协商

2020 年第十二届世界大同安联

谊会在翔安办会事宜。

以民间信仰促进侨界与两岸交流

新店镇清水岩

荣获省级民间信仰点授牌 赴台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