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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刊词

陈嘉兆
会长

今年喜逢我海南陈氏公会成立80周年会

庆及出版纪念特刊志庆；庆祝举办第

一届世界海南陈氏恳亲大会；庆祝举办第一

届联谊论坛；及庆祝我国建国50周年纪念。

上数项活动的举办，是我会活动历来最繁忙

的一年。这难免使我们重新记忆起一段祖辈

南来的艰苦奋斗，可歌可泣的历史。才发展

到今天的欣欣向荣，迈进第一世界的进步繁

荣和建立国富民强，相互关怀的社会。我们

应该珍惜今天我们取得成就，和永远记载前

辈及长期服务的理事会成员们为我会所做出

的卓越贡献。

今天能成功顺利举办这一系列活动，完全

是大家的努力，团结合作所取得的成果。

回忆公会的成立，在祖辈们来南洋谋生

的艰苦经历过程中，相互关照与帮助而建立

起来。这份族缘把我们先辈紧紧联系起来。

多年后，大家才建立起自己的家室。养儿育

女。我会也长期来都扮演扶贫济弱，筹款购

置会所，兴文化教育及提供奖助学金，帮助

会员子女就读大，中，小学，每年举办敬老

祭祖与参与社会公益活动等等。为我们会员

及其子女和社区做出贡献。

加强宗亲合作
           寻找彼此共同点

在大家的努力下，公会会员近年来不断

增加，理事会也不断增强阵容，希望有更多

新会员出来服务，努力吸引年轻会员前来公

会活动。丰富会所活动，组团旅游，加强团

结会员的工作，处处服务群体，希望这精神

永远保持下去，承前启后，一代一代传递，

发扬光大，永传不息。

今天我们联合泰国，马来西亚，海南

省，和其他宗亲在新加坡举行欢聚，是把族

谊紧密联系在一起，更加团结我们陈氏后

人，大家在更大范围的亚太国际环境里，加

强宗亲合作，寻找彼此共同点，为宗族谋福

利，一起把会务推向新的高峰。

我们也永记大家所作出的贡献，希望大

家同心协力，做好应尽的义务，以取得更美

好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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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打造一个温馨的社会

今年海南陈氏公会庆祝成立八十周年并首次承办马、泰、新海南宗

亲恳亲大会。 在此，我要向贵公会致上最诚挚的祝福与祝贺。

自海南陈氏公会成立以来，贵会积极参加社会慈善工作，例如参加

抗日救亡的华侨筹赈工作及协助育英建校筹款等。近年，贵会也推陈出

新，为会员子女设立奖学金，也为年轻一代举办了许多保留海南文化的

活动，为会馆引进新血。

今年是新加坡建国五十周年。新加坡是个小国，又缺乏天然资源，

但却能在短短数十年从发展中国家晋身为经济强国，靠的就是前辈们

刻苦耐劳的精神，以及一个高效的政府，才使得新加坡有一个稳定的

基础。 

作为一个年轻的国家，新加坡需要各群体及社团一起合作，努力打

造一个和谐，团结的新加坡。海南陈氏公会的宗旨是发扬互助互爱的

精神、力求襄助社会国家慈善教育事业的发展。接下来，希望贵会继

续发挥先辈们同舟共济、与时俱进的精神，共同打造一个温馨的社会。 

 最后，我祝贵会八十周年晚宴及恳亲大会圆满成功，同时也祝愿

海南陈氏公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陈川仁
本会顾问

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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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闻海南陈氏公会成立80周年，我谨代表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

会向贵会致以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祝福！

海南陈氏公会创立于1935年，是我国历史悠久的地缘性宗亲组织。

贵会在历届会长及全体同仁兢兢业业的努力下，积极维系宗谊、弘扬

中华文化，为会务扎下稳固的根基。贵会以追源报本、发扬互助互爱

的精神为使命，力求襄助国家公益教育事业之发展，成绩有目共睹。

 

本次贵会隆重庆祝创会80周年，同时承办首届世界海南陈氏宗亲

恳亲会，可说是一项跨越与突破。举办国际性活动不仅能让海内外宗亲

们齐聚一堂，凝聚桑梓之情，还能开拓众多契机。与此同时也可将新加

坡这座优雅的花园城市介绍给更多宗亲，可谓一举数得，值得鼓励。

 

时代日新月异，挑战亦更多元，我期勉贵会同心同德，群策群力，

为宗族、社会贡献力量，开拓进取。谨此衷心祝愿海南陈氏公会更上一

层楼，同时恭贺贵会80周年庆祝联欢晚宴圆满成功！

积极维系宗谊
           弘扬中华文化

蔡天宝 JP BBM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主席

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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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闻海南陈氏公会将迈入80周岁，可喜

可贺，首先我谨代表新加坡海南会馆

全体同仁及25万余海南乡亲向海南陈氏公会

表示最衷心的祝贺。

近几年来我都出席了陈氏公会的周年庆

典，对陈氏公会这几年的发展也看在眼里，

感触良多。80年的光阴，看似漫漫的长路，

岁月虽然悠悠，但时光却匆匆而过，转眼之

间只见“乡音不改鬓毛衰” 好像刚刚才参

加陈氏公会的75周年大庆，今天就庆祝80周

岁了。

记得在2010年，陈氏公会在庆祝75周年

的一系列庆祝活动里，不仅请来了海口市琼

剧团来公演精彩琼剧助兴，还乐捐一万元给

公立培群学校和琼州乐善居这两所海南人创

办的机构。

今年海南陈氏公会再接再厉，除了在常

规的活动里教导讲海南话，在庆祝80周年

的同时还提出与海南会馆联办海南美食节，

充分表现了陈氏公会领导层除了热衷于我们

海南传统文化，也积极的在推广和传承海南

传统文化，为逐渐消失的地方文化注入强心

剂。

为消失的地方文化
                  注入强心剂

和陈嘉兆会长是多年老友，一位文质彬

彬，温文儒雅，待人处事方式让人感到舒

服，这体现在去年海南会馆庆祝成立160周

年时，他受委担任“世界海南书画作品交流

展”这个项目的筹委会主席。敢于承担责

任，把“世界海南书画作品交流展”办的井

井有序，圆满成功，并为公立培群学校筹得

近两万元建校基金。

海南陈氏公会在陈嘉兆会长的领导下，

加上各位理事和会员们的努力配合，我相信

海南陈氏公会的未来发展必将更加美好和壮

大。

衷心的祝愿海南陈氏公会会务蒸蒸日

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2015年10月15日

献词

潘家海
新加坡海南会馆会长

04-14_Message_2.indd   7 11/12/15   9:05 AM



80周年纪念

88

適逢新加坡海南陈氏公会庆祝创会80周年纪念庆典，特撰词恭贺贵会。

海南陈氏, 根据历史学家们的考证, 多数是在宋朝以后, 从福建及

广东等地迁入海南的。

据1881年海峡殖民地人口统计, 当年的琼帮人口只有8,319名, 所以琼帮的

地缘性团体, 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 只有琼州会馆一个单位。

1927年中国国内社会动荡不安，当时新加坡兴建远东最大的军事基地，招

幕大量劳工及服务员，大批海南人离开家园到新加坡来谋生。

新加坡琼崖陈氏公会，成立于1935年，诞生于大量琼州族亲移民之际，凝

聚了有识之士的心血和奋争，本着重视乡谊，照顾宗亲福利的使命，经80年之

努力，逐渐迈入今日强大的组织。

本国独立之后，贵会的发展也进入了新的篇章，随着社会的繁荣和经济不

断的发展，以及年轻会员的加入，旧会所的空间使用，已经不敷应用，当时的

理事会发动募捐，成功的购买了佘街29号的三层楼会址，并于1997年正式更名

为海南陈氏公会。

接着又于2005年初，动土重建购得的佘街27号，重新发展为五层楼的大

厦，作为会所的活动及办公用途，并将剩余的单位以商业用途出租，收取租

金，作为公会的会务及活动基金，此乃贵会领导们的高瞻远瞩。

贵会多年来努力推动孝道，每年主办祭祖仪式，缅怀先贤的丰功伟绩，以

及追思先人，这种精神令人敬仰。

在过去的一年里，贵会也积极的主办各青年团项目及活动，让年轻一辈有

互相交流的机会。这也显示贵会有先见之明，培育组织接班人。

在新加坡海南陈氏公会迈入80周年的今日，我衷心祝贺贵会，本着过去

自强不息的精神，牢记先贤创会的苦心，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再创辉煌。

加强相交流�培育接班人

會長  陈永祥
新加坡陳氏總會

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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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e history of clan associations in Singapore 
dates back to the time of the founding of mod-

ern Singapore. In those days, the difficult situation 
in China coupled with the perceived opportunities 
that Southeast Asia had to offer, led many Chinese 
to Singapore in search of work and a better life.

Being new to these shores, the early immi-
grants, most of whom left their families behind, 
felt lonely and homesick, and oftentimes lost in 
a new society.  It was only natural that fraternity 
and kinship brought the immigrants together to 
form clan associations for mutual support. These 
associations gave the new arrivals a place to turn 
to for guidance and direction while those living 
and working in Singapore could seek comfort 
and solace among their own kin in familiar sur-
roundings.

The Hainan Tan Clan Association also had a 
similar beginning. Formed in 1935, the founders 
of the association had the desire and purpose of 
helping fellow Hainanese of the Tan clan to settle 
into Singapore and to provide a strong social 
network for mutual self-help. It quickly became the 
focal point for social and cultural activities besides 
providing financial support and employment 
references for its members. As a minority dialect 
group, the association soon forged a very strong 
bond and sense of the family among its members. 

The founding fathers fortunately, had the 
foresight to acquire property to ensure financial 
stability for the association.  The rental income 
enabled the association to fund its activities includ-
ing scholarships and bursaries for the members’ 

Sim Boon An 陈文安
Adviser 本会荣誉顾问

families. This financial independence has made 
the Hainan Tan Clan Association the envy of many 
other clan associations. 

Over the years, Singapore continued to 
progress from a fishing village into a modern 
metropolis.  In the same vein, the association has 
also transformed itself to make it relevant for a 
modern age. The premises have been upgraded 
and membership has expanded to more than 
1000 members. New and more relevant activi-
ties have started, including a Facebook page to 
provide a platform for social interaction and 
publicity of the clan’s activities. This is part of the 
association’s effort to reach out to younger mem-
bers. This is a necessary effort if the association 
intends to continue its service to the next genera-
tion of Hainanese of the Tan clan. 

As an association, we have much to be 
proud of our progress and achievements over 
the last 80 years. Our challenge is to ensure that 
we can continue to celebrate the anniversary of 
our founding in the years to come. To do that the 
association has to constantly innovate and make 
itself relevant for the new age. It must regularly 
renew and refresh its leadership with members 
who are prepared to put the interest of the com-
munity above their own. 

On this note, I take great joy in wishing the 
Hainan Tan Clan, Happy 80th Anniversary.

Thank you.

Regularly Renew And Refresh 
                 Its Leadership With Members

Me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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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焕博士

本会荣誉顾问

时间过得真快，这个十一月杪就是新加坡海南陈氏公会隆重庆

祝成立八十周年纪念的喜日。身为会员宗亲的每位成员，都

一样为会庆的来临感到欢欣鼓舞。然而，筹备如何开展庆祝工作是

项艰巨的任务。

今年正是国人齐心欢庆新加坡独立建国五十周年，适逢吾会成立

八十周岁和新马泰三地海南陈氏联谊会首届恳亲会在新加坡举行。由

此可见筹委会同仁是荷负重责，一定要给工作团队多加支援与赞美。

吾公会自成立以来，历经各届理事会与会长同心同德的苦心经

营，都分别发挥了每个时代不同的使命。关心会员宗亲的福利，是历

届理事会最基本的要求。今天，会员宗亲的物质生活已隨国家的繁荣

而过得美好。为宗亲加强开发精神生活是吾会当前的要务。同时，也

要大步走出门外，同社区乡团与社会国家互相銜接；甚至多多联系海

外宗亲团体，建立相互惠互利关係。吾坚信：通过这次由吾会最先推

动亚太区海南陈氏宗亲懇亲会成功举行，一定会掀起新的生活展望。

今日，我谨藉此机会，强调公会今年的“三庆筹委会团队”的协

作精神非常可嘉，使筹备工作全程开展顺利；计划周到。同时，吾

以兴奋的心情，敬祝来自海外诸位宗亲，在新加坡期间生活愉快。

走入社区  朝向国际

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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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陈氏公会成立于1935年，迄今已有

80年，一路走来，除了日治时期，每

年都会举办一次或大或小的庆生会，但今年

的庆生会不同平常，原因有三：

其一，今年是我国建国50周年；其二，

今年是我会80华诞；其三，今年是我会联合

马、泰两国海南宗亲会，举办第一届世界海

南宗亲恳亲大会。

这些年来，我会与新加坡一起成长，一

起经历变迁，一起走过不平凡的建国之路，

一步一步跟着国家的脚步前进。

2005年会所重建，全新的五层楼大厦，

在黄金地带的海南三街拔地而起，凭借宗亲

会员们的意志与毅力，默默耕耘，取得了亮

丽的成就。先辈们高瞻远瞩的智慧，勇往直

前的勇气和百折不挠的精神，值得我们学

习，我们应该在先辈所奠下的基础上，再接

再厉，将华族的优良传统价值观，更好地传

承给下一代，让华族文化传统代代相传，生

生不息。近年来，我会致力吸引奖学金得

主，鼓励年青人以公会为平台，进行交流或

结伴旅游，让他(她)们产生强烈的归属感，

效果很好，充分体现出长江前浪带后浪，德

星新人换旧人的新气象。

我会80岁生日的主题是心系海南，宗

陈泽平
会务顾问

情永续。为弘扬海南饮食文化在我国开花

结果，在大家共同欢庆的日子里，我会特别

与海南会馆联办海南风味美食节，重点介绍

蜚声四海的文昌鸡、溢彩喷香的嘉积鸭、宋

代贡品的东山羊及螯腴膏盈的和乐蟹。这四

种美食，素称海南四大名菜。爱好美食的朋

友，如果想饱口福，届时可以向我会秘书处

探知详情。与此同时，恳亲大会也举办三个

专题讲座，分别由宗贤升评主讲《马来西亚

杰出海南陈氏宗亲》；宗贤修炳主讲《海南

传统文化的传承》；宗贤薇伊主讲《认知贪

腐的新动态》。这些专题演讲，相信会得到

宗亲们的喜欢。

作为我国社会的一分子，我会见证了我

国走向独立并发展成为第一世界国家的历

程，不是靠运气，而是靠我国上下一心，努

力耕耘，排除万难，得来的成果，值得大家

珍惜。值此我会80华诞和我国建国独立50周

年的良辰吉日，希望在此具有非凡意义的日

子里，我们能以感恩的心情，缅怀先辈们过

去的付出与贡献，并以刻苦耐劳，勇于创新

的精神，展望明天，共创未来。	 	

	 	 	 	 	 	

	

     以感恩之心
            缅怀先辈的贡献

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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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合力量�齐一步伐

欣悉贵会成立80周年暨主办第一届世界海南宗亲恳亲大会以及出版特

刊以志其盛。藉以承先启后，继往开来，涵义深远，本人受邀为特

刊撰写献词深感荣幸。

心系海南，宗情永续更应统合力量，齐一步伐群策群力，发挥集体力

量之功效。宗亲会不论是地缘性，血缘性或业缘性皆应走出现有的思想及

架构。领航者皆应潮流及现实的要求，不断的求新、求变、求精，寻求新

的走位及突破。

早在百年前海南陈氏族人远离家乡为谋生活，离乡背井，漂洋过海散

居各地落地生根极少有往来。为后代陈氏年青新一代谋求更好的契机，有

良好的经济基础。于2010年11月藉新加坡海南陈氏公会庆祝75周年邀请

泰国，马来西亚陈氏宗亲会举行座谈会，商谈组织并有一致的共识成立亚

太区海南陈氏宗亲联谊会。由新加坡海南陈氏公会起草联谊会条规。增设

秘书处广大组织，加强联系。今日出版第一届恳亲大会特刊及联合盛大晚

会。恰逢新加坡建国50周年意义重大及深远，可喜可贺。

凭着有个美好的起点及平台，靠着组织、人材及种种未来计划在未来

的日子里宗亲们有个归宿感更应热力推动会务及深化组织尽心尽力而付

出。别忘了，宗亲会的工作是一项使命的传承，秉持敦睦宗谊的宗旨，共

同努力共谋策划，相互合作给予宗亲会建设性的建议以求更美好及完整的

明天。

谨此，预祝及恭贺贵会80周年宴会顺利及成功的举行及第一届世界海

南宗亲恳亲大会有个美好及难忘的回忆并步入一个新的里程碑。

献词

会长陈声评宗长

马来西亚吉隆坡隆雪海南颍川(陈)宗亲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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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川庆
泰国旅暹海南陈家社社长

今天逢新加坡建国50周年，新加坡海

南陈氏公会成立80年和亚太区海南

陈氏宗亲会联谊恳亲会同时庆祝，三喜临

门，一箭三雕，今年逢上三阳开泰。真是喜

气洋洋。本人及陈家社各位理事承蒙邀请前

来参加此隆重盛会和热情招待，深表谢意和

敬意，并祝大会圆满成功！

我们都知道新、马华宗亲文化水平很

高，知识面广，同时又互相关爱，团结无

间，共同谋求会务发展其高尚精神是值得大

家学习的。在泰国华侨无论是老一辈或是年

轻一代能如新加坡、马来西亚宗亲能操中、

英、马和多种语言者是非常之少。因此当我

们来到此地。目睹着我们同乡宗贤，经过几

十年的风风雨雨建立起良好的基础，弘扬我

们中华文化，伦理道德与当地居民和谐共

处，共同发展为当地社会和我们国家进步的

崇高理想做出伟大的贡献感到钦佩。

回忆八十年来，先贤艰苦创业，辛勤开

拓，并继续发展兴建宗祠大楼，创办奖助学

基金，增强培育后代英才。

我陈氏子女分布各地，起栋梁之任，是

吾族之光荣和自豪。我陈氏宗族源远流长，

经历数千年不断繁荣生息，枝荣叶茂，派衍

遍布全球，中华民族的光辉史上出现许许多

多公侯将相，忠臣义士凝聚海内外，宗族的

智慧和力量，共创社会进步文明。只是弹指

一挥间，已走过八十个春秋，走过了多少峥

嵘岁月，宗旨首族，先贤相继传承，创建了

不少祖业，培养了不少英才。本人相信80年

后，在国家富强，民族和谐的文明社会里，

同心同德共谋会务，走向博爱和谐社会。

祈求先贤有灵，长辈有方，为后代护航

撑舵，为东南亚和世界各地族亲陈氏兄弟和

各界仁者，联系感情，增加交流共识，为当

地社会和我们国家进步的崇高理想做出伟大

的贡献。新加坡定能向前使会务更上一层

楼，再创辉煌。

今天本人借此良机，代表泰国旅暹海南

陈家社向各界所有贵宾和乡亲致以衷心地祝

福，敬祝大家在民族和谐，国家富强，共同

发展，共同进步。同时，祝大家阖家平安，

事业进步，万事如意！

同心走向博爱和谐社会

献词

04-14_Message_2.indd   13 11/12/15   9:07 AM



80周年纪念

1414

2015年是新加坡海南陈氏公会庆祝成立80

周年纪念，巧逢新加坡独立50载金禧年

(SG50)及亚太海南陈氏联谊会主办的第一届世

界海南陈氏宗亲恳亲会；值此，大家齐心欢庆

这意义重大的庆典，并寄望世界海南陈氏宗亲

们心系海南，宗情永续。

为了这“三庆”，我们成立了筹委会展开

和筹备了一系列的活动：

•• 海南美食节

•• 集体拜祭祖先庆典

•• 欢迎海外嘉宾晚会

•• 2015年亚太区海南陈氏宗亲理事会

会议

•• 第一届世界海南陈氏宗亲恳亲会

•• 压轴的三庆晚宴

经过多日筹划，并得到各方的支持与协

助，我们终于成功举办，令本会全体同仁深

感欣慰！

本人在此感谢工委会全体成员同心协力，

大公无私的奉献，努力使这“三庆”达到预期

的效果，并令人刮目相看，也给外宾留下深刻

的印象。

工委会全体同仁感谢：

•• 大会主宾陈川仁部长

•• 顾问文安大律师

陈泽南
三庆筹委会主席

•• 顾问文焕博士

•• 顾问泽平宗长

•• 会长嘉兆宗长

•• 海南会馆会长潘家海乡贤

•• 隆雪海南颍川（陈）宗亲会会长声

评宗长

•• 泰国旅暹海南陈家社永远名誉理事长

修炳宗长、理事长川庆宗长

•• 中国文昌陈氏大宗祠理事长

当然，还有好多捐献者和一路来关怀本公

会的个人与团体，我们无法一一列出，敬请原

谅。这里，我们特别感谢新加坡海南会馆，与

我们联办海南美食节，除了推广海南美食文

化，也让大家尝到海南的四大名菜。

此外，我们也感谢其他商家、机构、社

团、会员宗亲及各界朋友的赞助和支持，使到

我们的纪念特刊增添异彩，提供我们永远的记

录，并激发我会理事会同仁为宗亲，乡亲和其

他族群服务的热诚。

筹委会同仁已尽力将庆典办得尽善尽美，

在百忙之中难免会出现无心之失；疏漏之处，

尚望大家多多包涵！

最后，本人谨代表工委会全体同仁，再

一次感谢大家的热心支持！并恭祝大家生活

愉快，阖府安康！谢谢大家。

致力使庆典尽善尽美

筹委会主席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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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隆雪海南颍川(陈)宗亲会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敬 贺

宗谊永固
乡情永系

庆祝成立      周年暨
第一届海南陈氏宗亲联谊恳亲会

恭贺 海南陈氏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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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槟城海南陈氏宗祠

主席 行庆   

题 贺

广结宗族 
齐心开展

庆祝成立      周年暨
第一届海南陈氏宗亲联谊恳亲会

恭贺 海南陈氏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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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成立      周年暨
第一届海南陈氏宗亲联谊恳亲会

印尼峇淡海南会馆

主席 唐甸锦   

题 贺

昂首阔步 
花红绿叶

庆祝成立      周年暨
第一届海南陈氏宗亲联谊恳亲会

恭贺 海南陈氏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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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昌陈氏大宗祠理事长 玉煌
陈氏大宗祠(文昌，文东里76号)

电话: 86898 - 63230105

传真: 86898 - 63230105   

敬 贺

孝悌忠信
礼义廉耻

庆祝成立      周年暨
第一届海南陈氏宗亲联谊恳亲会

恭贺 海南陈氏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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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成立      周年暨
第一届海南陈氏宗亲联谊恳亲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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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
贤
精
神  

发
扬
光
大

海
南
省

王
启
胜
先
生

恭
贺

庆祝成立      周年暨
第一届海南陈氏宗亲联谊恳亲会

恭贺 海南陈氏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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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恭贺

庆祝成立      周年暨
第一届海南陈氏宗亲联谊恳亲会

海南陈氏公会

热心乡贤

覃业正乡贤

(印尼峇淡)

覃业正乡贤：祖籍琼海市龙池村。在印尼 淡经营多项商务。由

于治事勤勉，信誉良好，令业务蒸蒸兴旺。覃氏一向抱以关怀和支持

海内外文教与公益慈善事业。现任 淡海南会馆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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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恭贺

庆祝成立      周年暨
第一届海南陈氏宗亲联谊恳亲会

海南陈氏公会

热心宗亲

川庆宗亲伉俪

(泰国)

齐心协力  扶摇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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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恭贺

庆祝成立      周年暨
第一届海南陈氏宗亲联谊恳亲会

海南陈氏公会

热心宗亲

声评宗亲

(马来西亚)

同心同德  陈族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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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恭贺

庆祝成立      周年暨
第一届海南陈氏宗亲联谊恳亲会

海南陈氏公会

热心友好

和风细雨  欣欣向荣

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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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恭贺

庆祝成立      周年暨
第一届海南陈氏宗亲联谊恳亲会

海南陈氏公会

With Compliments 

 

From 

JE Holdings Pte Ltd 

194 Pandan Loop #06-05 Pantech Business Hub Singapore 128383. 
                                Tel: +65 6477 7700            Fax: +65 6872 1800 
 

热心公司宝号

承先启后  细水长流
团队同心  攀登高峰

JE Holdings Pte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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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恭贺

庆祝成立      周年暨
第一届海南陈氏宗亲联谊恳亲会

海南陈氏公会

岑有孝
YEO JIEW YEW

敬 贺

同心同德  
陈族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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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恭贺

庆祝成立      周年暨
第一届海南陈氏宗亲联谊恳亲会

海南陈氏公会

华友园海鲜
HUA YU WEE
Seafood Restaurant

HUA YU WEE Seafood Restaurant
Founded over 45 years.

Food delicious, price reasonable.
Serve popular dishes like

(a) Black Pepper Crab 黑胡椒蟹
(b) Deep Fried Crispy skin duck 香酥鸭

(c) Butter Fresh Lobster 牛油龙虾

(d) Steamed Rock Fish 港式笋壳鱼

Can accommodate some 70 tables 共摆放70桌

(including 14 tables in aircond room)

营业时间
Business Hours: Daily 4:00pm to 11:30pm

Address: 
东海岸路上段四六二号

462 Upper East Coast Rd, Singapore 466508
Tel: 62411709

For Reservations Pls Call
Tel: 62411709 after 11.00 a.m.
Tel: 64429313 after 4.0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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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赞助/恭贺

庆祝成立      周年暨
第一届海南陈氏宗亲联谊恳亲会

海南陈氏公会

陈时彬   

敬 贺

宗族浓情
传颂万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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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恭贺

庆祝成立      周年暨
第一届海南陈氏宗亲联谊恳亲会

海南陈氏公会

热心宗亲

川信宗亲

川信宗亲：祖籍文昌市东郊镇当路村。现年88岁。曾分别担任本

会副会长、海南协会副主席及德侨社副主席及琼联声剧社副主席。同

时，也是中国文昌陈氏大宗祠前任理事长。对海南社群文教事业十分

热心，倍受宗亲乡贤们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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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赞助/恭贺

庆祝成立      周年暨
第一届海南陈氏宗亲联谊恳亲会

海南陈氏公会

士雄宗亲

热心宗亲

团队合作   万紫千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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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恭贺

庆祝成立      周年暨
第一届海南陈氏宗亲联谊恳亲会

海南陈氏公会

玉琬宗亲

热心宗亲

高瞻远瞩   花红柳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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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赞助/恭贺

庆祝成立      周年暨
第一届海南陈氏宗亲联谊恳亲会

海南陈氏公会

泽平宗亲

热心宗亲

长江前浪带后浪
德星新人换旧人

陈泽平夫妇 致意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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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恭贺

庆祝成立      周年暨
第一届海南陈氏宗亲联谊恳亲会

海南陈氏公会

热心宗亲

文华宗亲

准将，新加坡国防科技局前副总裁

风调雨顺  果实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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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赞助/恭贺

庆祝成立      周年暨
第一届海南陈氏宗亲联谊恳亲会

海南陈氏公会

忠坚宗亲

热心宗亲

忠坚宗亲：祖籍文昌市昌洒桂林村。39岁。早年毕业于新加坡国

立大学建筑系。后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工商管理系获硕士学位。于

2000年至2005受聘于香港美国银行任机构产业管理。曾任职高盛银行

任产业管理。其家父业芹宗亲，也曾任吾会多届执行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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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恭贺

庆祝成立      周年暨
第一届海南陈氏宗亲联谊恳亲会

海南陈氏公会

文安宗亲

律师，前国会议员

热心宗亲

先贤精神   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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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赞助/恭贺

庆祝成立      周年暨
第一届海南陈氏宗亲联谊恳亲会

海南陈氏公会

嘉兆宗亲

热心宗亲

嘉兆宗亲：祖籍文昌市公坡镇连榜村。现年67岁。早年毕业于南洋

大学数学系，也考获芬兰赫尔新基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现任本公会

会长及公立培群学校董事／查账一职。同时，也担任新加坡陈氏总会秘

书长、南舜同乡会副会长及舜裔联谊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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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恭贺

庆祝成立      周年暨
第一届海南陈氏宗亲联谊恳亲会

海南陈氏公会

热心宗亲

时机PBS宗亲

(歌唱班指导老师)

气象万千  火树银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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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赞助/恭贺

庆祝成立      周年暨
第一届海南陈氏宗亲联谊恳亲会

海南陈氏公会

热心宗亲

玲 宗亲

玲 宗亲：祖籍文昌市冠南镇南昌村。曾任本会妇女股主任，热

情且慷慨。她也是公立培群学校多届董事部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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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恭贺

庆祝成立      周年暨
第一届海南陈氏宗亲联谊恳亲会

海南陈氏公会

热心宗亲

已故明河宗亲

奕光宗亲为纪念家严

历任本会

第十四届监事长

十五届副交际主任

十六、七届交际主任

十九、廿届交际主任

廿一届副总务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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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赞助/恭贺

庆祝成立      周年暨
第一届海南陈氏宗亲联谊恳亲会

海南陈氏公会

热心乡亲

热心乡亲

春华秋实  有声有色

符氏社
Foo Clan assoCiation  致意
tel: 6747 8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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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恭贺

庆祝成立      周年暨
第一届海南陈氏宗亲联谊恳亲会

海南陈氏公会

Foo Clan assoCiation  致意
tel: 6747 8452

热心乡亲

热心乡亲

理事会全体同人  致意

新加坡海南协会
SINGAPORE HAINAN SOCIETY

Tel: 6337 7435

乡情乡谊浓

立足陈族  合力争辉

Tel: 6746 6855  Fax: 6746 6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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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赞助/恭贺

庆祝成立      周年暨
第一届海南陈氏宗亲联谊恳亲会

海南陈氏公会

春华秋实  有声有色

陈氏一家  同舟共济
热心乡亲

热心乡亲

根在陈家  齐心建设

Blk 25 Sin Ming Road #01-68 Singapore 570025
Tel: +65 65541924

新加坡善志社
335 / 337 Joo Chiat Road, Singapore 427589   Tel: 6344 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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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恭贺

庆祝成立      周年暨
第一届海南陈氏宗亲联谊恳亲会

海南陈氏公会

热心乡亲

热心宗亲

后港琼崖同乡会
Tel: 6288 8661

星洲颍川公会

历史悠远  族亲情深

先贤精神  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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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赞助/恭贺

庆祝成立      周年暨
第一届海南陈氏宗亲联谊恳亲会

海南陈氏公会

风调雨顺  果实累累

气象万千  火树银花

热心宗亲

热心宗亲
杰高宗亲

已故有进宗亲

文浩宗亲为纪念家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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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恭贺

庆祝成立      周年暨
第一届海南陈氏宗亲联谊恳亲会

海南陈氏公会

热心宗亲

热心乡亲

陈族放光彩

团队合作   万紫千红

新加坡颍川公所

第59届(2015-2016年度)全体执委

敬贺

K. L. WONG INTERNATIONAL
K. L. WONG TECHNOLOGIES PTE. LTD.

王国
Wong Kok Liang

BASc(Eng), PEng, SrMIES, CEng, MI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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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赞助/恭贺

庆祝成立      周年暨
第一届海南陈氏宗亲联谊恳亲会

海南陈氏公会

热心宗亲

热心乡贤

川存宗亲

华开瀛乡贤

高瞻远瞩  花红柳绿

高山流水  会务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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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恭贺

庆祝成立      周年暨
第一届海南陈氏宗亲联谊恳亲会

海南陈氏公会

热心宗亲

热心乡亲

新加坡海南林氏公会
Tel: 6748 0791   Fax: 6748 0933

新加坡海南陈氏公会庆祝八十周年志庆

同美社
Tel: 6743 8001

敬贺

历史悠远  族亲情深

敦宗睦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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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赞助/恭贺

庆祝成立      周年暨
第一届海南陈氏宗亲联谊恳亲会

海南陈氏公会

热心宗亲

热心乡亲

达运宗亲

HP: 9665 3302

潘家东乡贤

承先启后  细水长流

和风细雨  欣欣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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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恭贺

庆祝成立      周年暨
第一届海南陈氏宗亲联谊恳亲会

海南陈氏公会

热心宗亲

春洁PBM 宗亲

团队合作   万紫千红

作者是陈贻敦(壯)宗亲。擅

长艺术摄影。今年9月考获奥克

兰大学医理科博士学位。

已受世界一流大学—美国

耶鲁大学聘任为博士后研究员。水蓝地黄天一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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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恭贺

庆祝成立      周年暨
第一届海南陈氏宗亲联谊恳亲会

海南陈氏公会

热心乡亲

孟里同乡会
Mong Lih Association

155-A, Goldhi l l  Centre
Thomson Road

Singapore 307608
Tel:  6253 3556

武吉知马海南联谊会
Tel: 6769 1746

敬贺

更上一层楼 力争上游
再登高峰

热心宗亲

新加坡四邑陈氏会馆

敬贺

承前启后
再创辉煌

同宗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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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恭贺

庆祝成立      周年暨
第一届海南陈氏宗亲联谊恳亲会

海南陈氏公会

川强PBM宗亲 玉本宗亲 泽南宗亲 文正宗亲

伦志PBM宗亲 贻德宗亲 垂良宗亲

热心宗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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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今年欣逢我国建国五十周年，又是公会成立

八十周年庆典，在这双喜临门之际，我们后辈应

该缅怀过去先辈们创会的艰辛，守业不易，公会

有今日的基业，是先辈们任劳任怨的贡献。我们

要饮水思源，就必须了解公会自成立到今日的发

展历程，这也是我会会员应有的认知。但是，要

追述公会的历史，必须有确实的史料，丰富的记

录，才能编写。而我们的确缺乏这方面的资料和

能力与经验，因此，唯有根据我会1960年编印的

25周年纪念特刊内，有经宗亲及善甫宗亲编写的

会史及会议汇报加以重新整理。

新加坡在莱佛士登陆开埠前后，华人就已经

从中国南来，其中各省各地，各姓各氏都有。我

们海南陈氏宗亲，究竟有多少人南来，无从考

究，而且散居各处，为生活而忙碌，毫无联络，

偶然相遇，犹如陌路之人。有鉴于此，一些有心

的宗亲，便倡议组织“琼崖陈氏公会”

1935年，由行琼、有

经、昌连、达儒、镜如

诸宗亲为召集人，在

桥北路(North Bridge 

Road) 331号“大罗天

酒家”(即今奥迪安大

厦原址)召开座谈会，

讨论组织“琼崖陈氏公

会”事宜，得我宗亲兄弟

热烈反应，踊跃出席。终于

议决组织“琼崖陈氏公会”，众宗亲当场认捐四

百多元为筹办基金。同时租桥北路103-A二楼为

临时办事处，于7月7日召开发起人大会，并成立

筹备委员会，推举开国君为筹备主任，达儒君为

临时财政，有经君为秘书。再推有经，序沂，行

琼，若韩，诸君为章程起草委员。由开国，有经

两君负责向社团注册处申请注册事宜。得开国君

竭力襄助，于1935年11月8日获得注册。

■ 陈修坤 

回顾八十年沧桑岁月
会 史

开国公遗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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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几改租佘街21号为正式会所，是年11月

17日召开第一次全体会员大会，选举第一届执

监委员，结果行琼君当选为常务主席，开国君为

监察主席，明任君为会计主任，有经君为常务兼

司理，家宣为总务主任，昌连君为交际主任，祖

虞君为查帐主任，昌达君为调查主任。并议决于

1935年12月1日为本会正式成立开幕大典日子。

附设陈胡公祠，置周陈侯妫满胡公，完公，汉太

邱长实公，三位先祖神位，定每年春秋二祭举行

奉祭祀大典，藉资追源报本。

在本会开幕之前，得诸宗亲之热心捐助，慷

慨解囊，在短促时间能够购置家具，布置会所，

完成准备工作，如期举行开幕典礼。1935年12

月1日当天，凡我宗亲，扶老携幼，济济一堂，

敬祀祖先，畅叙宗谊，诚为一时之盛事。

1936年2月23日召

开会员临时大会，虽然

本会已成立，但会所属

于租赁，为长远之计，

应购置固定之会所。于

是，决议组织筹建陈胡

公祠筹备委员会，负责

进行筹建事宜。并推举

开国，明任，经瑚，有

经，行琼，治炳，达

儒，祖虞，习甫，信

卿，序沂，若韩，诸

宗亲为委员。而治炳，

若韩二宗亲为本坡募捐

主任；有经，德泽二宗

亲为外地募捐主任。至

3月8日召开执监委联席

会议，公举经瑚君负责

接洽购置会所事宜。后

得经瑚、镜如兄弟自愿

将他们所建的住宅转

让给本会为会所，(即

现在佘街27号本会会

所)。屋价当时新币1万5千元，而且可以分期付

款。本会先缴付5千元给业主为首期，余额分期

摊还。于是，购置会所之事，已有头绪。至于

筹款方面，当时捐助建会基金者，风起云涌，

本地与外地成绩达万元。

1938年2月15日，本会迁入新会所(即现今

佘街27号会所)，但购置会所欠下的余款除了按

期摊还后，还差三千余元，后得丕晓宗亲借垫

三千，作为清还债务，丕晓君爱护本会之功绩，

值得表扬。

本会自1935年成立至1940年之间，幸得诸

理事及会员通力合作，遵循会章，克尽职责，

使会务蒸蒸日上，根基日固，共谋会员福利及

参与社会慈善事业。例如中国七七事变，参加

华侨筹赈；1937年之援英义捐，参加琼州会馆

募捐寒衣，救济海南水灾灾民，募捐育英学校

建校基金等。

1942年2月15日，日军南侵，新加坡沦陷，

会员星散，一切会务不能自由活动，幸得传钟

宗亲处理会务，才能维持原状，度过三年八个

月苦难日子。

若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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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新加坡光复，同年11月21日召开

执委会会议，商议如何复兴会务及重新登记会

员。决议组织登记委员会，公举十八人为委员，

分区负责登记工作。计：东陵区为有经、如循、

若韩君，加东区为昌蕃君，石叻门区为学传、修

德君，后港区为善甫，贵簪君，军港区为贵乾

君。登记结果，会员人数接近四百人。12月23

日召开会员大会，选举1946年度职员及讨论公

会应兴应革事宜；并修改章程。推举有经、善

甫、传钟、若韩及献墀，五人为章程修改委员

会委员。章程修改后，组织制度执行委员会制

改为理事会制，理事会负责执行一切会务，理事

会下，分设各科，直接受理事长指挥。会长仅对

外代表本会；对内监督会务之执行，复选结果，

献墀君为正会长，如循君为副，若韩君为正理事

长，有经君为副，善甫君为总务主任，习甫君为

财务主任。改制后，废除司理制，以总务主任为

受薪职员，负责处理一切日常会务。

公会自成立后，对会员的喜丧之事，虽尽力

相助，但没有专司处理会员福利事宜的规章，

于是1946年2月21日会员大会通过设互助部，

设互助部部长及救济科主任，专司处理有关喜

丧事宜。

至于会所方面，战前蒙丕晓君借垫三千元还

清业主，使本会能领取地契及办理信托手续。此

项借款有赖于本地和外地会员宗亲慷慨捐助，才

能在1946年才还清。该年年底，耗资千余元修葺

会所，内部布置焕然一新。为了减轻会员的负

担，1947年决议：凡以前捐建会基金20元以上

者，一律免缴月捐，只

须每年缴交2元年捐及

春秋二祭之费用。

会务方面，除了改

善种种措施外，也对外

联络交际，如1948年欢

迎学者陈序经博士，陈

元柱教授，画家陈学书

君，藉表宗亲之谊。此外，1951年10月参加中

华总商会庆祝新加坡升格，联合族团提灯游行；

保赤宫舜胄族团联合举行月圆会；1953年参加

保赤宫筹备庆祝英女王加冕大典；南洋大学建

校之初，以本会名义捐献一千元为会员等，参

与社会活动。

1954年，由于会章有许多不合时宜，未臻

理想，决议从1954年起，改为董事会制，并选

治云君为正会长，文苏君为副。改总务为义务

职，另设秘书处，聘请秘书一人为受薪职员，

处理日常会务工作，直接受总务主任指导，由

善甫君继任秘书。

1956年，扩大征求会员工作，吸收更多会

员入会。同时倡议设立奖学金，鼓励会员子女

勤学。增设教育科，负责制定奖学金条例及有

关奖学基金事宜，推举昌学君为主任，并定1957

年开始实施。

由于会员人数日增，会所场地不敷应用，

内部设计不理想，尤其住宿方面，过于拥挤。

为本会未来发

展着想，应筹

建一座现代化

大厦，以容纳更

多会员和活动空

间。于1959年

秋间，召开会员

大会，决议组织

扩建陈胡公祖祠

筹备委员会。推

举治云、善甫、

有经、达琚、若

韩，五人为小组

委员，负责起草扩建简章及捐款奖励条例细则。

由于募款不易，经多次会议讨论后，议决规定会

员每人至少认捐50元为建会基金，并建议在会所

设置自由献捐箱，让会员自由捐献，集腋成裘，

积沙成塔，俾早日达到募款目标。序经

陈胡公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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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募捐不易，难以实现扩建大厦之理想，

逐改变初衷，进行会所内外翻新及改建。工程在

1965年完成，其面貌一直保持到2004年拆除为

止，其间曾更换过二楼地板。1964年，与公会

同排相连的一排旧屋，被发展商重建售卖。当时

的会长治云宗长有远见，他认为公会必须有固定

的经济来源，维持日常运作经费，才能生存，而

购买产业出租，是最妥当的投资。因此，提议购

置产业。经大会通过，发动募捐，逐由治云会长

先垫资定购现在佘街的29号三层楼屋。待分期还

清债款后，公会便有了稳固的经济来源，才能推

展各种有利于会员的活动。

已故治云宗长自1954年任会长至1978年病

故，领导公会24年，公会在他领导下，会务蒸

蒸日上，经济基础稳固，今日才能再创辉煌。

他是一位德高望重， 温文尔雅，受人尊敬的长

者，说话温和，常带笑容。在社会上是一位成功

的实业家，对社会服务及公益慈善事业，也不落

人后。除了历任我会会长外，同时也是保赤宫陈

氏宗祠副总理，前琼

洲会馆副主席，育英

中学董事长，华友会

会长等职。他对公会

的丰功伟绩，永载我

会史册。

1960年，本会庆祝成立25周年，除了庆典

晚宴，并出版纪念特刊，内容丰富；除了本会

成立25年的史料，陈氏宗族历史，名人及海南

陈氏各支派族谱，是非常珍贵的史料。

1970年六月重修于武林义山的“琼崖陈氏

历代祖宗纪念亭”，以方便清明节祭祀仪式。

之前公会有一座陈氏祖坟(祖碑冢)于汤申路海

南义山，因为该区在七十年代被征用发展为组

屋区而被铲平。习甫宗长义捐武林义山一块地

给公会建纪念亭，习甫宗长的仁风义举，公会

永记史册。武林山祖宗纪念亭，也在九十年代

土地被征用而铲平。

公会成立之初，其宗旨是联络宗亲的情谊，

互相扶持外，也让初来乍到的宗亲新客，有落脚

之地，或航海归港之会员，有歇息之所，开放会

所让会员寄宿。到七十年代，我国政府解决了国

民的居住难题后，公会逐停止让会员寄宿。

1980年，玉熊宗长

荣膺会长，连任至1985

年。1985年12月9日，

本会庆祝成立50周年金

禧纪念。

假桥北路(水仙门)

仙宫楼宴请各海南宗乡

社团及舜胄宗亲社团。

敦请王邦文部长主持仪

式。并颁发理事长期服

务奖，同时出版50周年

纪念特刊。

1986年，序传宗长荣

膺会长至1987年。1988

年至1989年，文就宗长荣

膺会长。1990年序传宗长

重任会长至1999年，共计

10年，是我会任期第二长

的会长。治云会长当时代表公会领取公益奖状

治云遗像 玉熊遗像

序传遗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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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12月会员大会一致通过修改章程，

将理事会人数增加到31人。

1993年3月，我会组团赴海南岛寻根问祖。

1994年公会捐献5千元给公立培群学校为建

校基金。

1995年7月15日至19日，组团访问泰国与槟

城陈氏宗亲社团之周年庆典，联络宗亲参加我会

今年60周年庆典。

1995年11月26日，在海皇歌剧院酒楼设宴

庆祝成立60周年庆典，席开88桌，广邀马来西

亚与泰国海南陈氏宗亲代表参与盛会，并举行

座谈会，互相交流，会中倡议组织世界海南陈

氏总会，由本会为召集单位。

“琼崖”“琼州”是海南岛的旧称，当今

通用“海南岛”或“海南”称呼，因此旧称已

不合时宜。1997年，理事会决议修改章程，第

一章，第一条：公会名称“琼崖陈氏公会”改

为“海南陈氏公会”；第二章，第六条：副会

长三名，改为副会长六名。决议案呈上当年

会员大会表决通过，并呈交社团注册官备案。

自1998年起，我会改名“海南陈氏公会”

1998年10月出版六十周年纪念特刊，由

川强宗亲主编。

1999年12月，理事会决议出版半年刊会讯

《椰韵》，由川强宗亲主编，同时公开征求设

计公会会徽，结果由我国著名标志设计家施学

艺胜出，获得奖金700元。

2000年，行雄

宗亲荣膺会长。这

一年，5月26日《椰

韵》创刊号出版，印

刷1000本。同时积

极筹备庆祝公会成立

65周年庆典。12月

22日庆典晚宴假海

皇歌剧院酒楼举行，

筵开103席。晚宴敦

请我会顾问文焕副教授(宏茂桥集选区义顺南国

会议员)及法律顾问文安宗亲(淡滨尼集选区国

会议员)主持仪式，晚宴呈献文娱节目及海南戏

选段。同时标售南洋艺术学院何家良院长赠送

的八幅墨宝及点唱卡拉OK，筹募重建会所基

金；会上也推介我会的会徽，会徽的主题是：

“万流归宗的认同感，宗亲一心的凝聚力”。

并以第二期《椰韵》增加版为65周年纪念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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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我会的活动除了例行的春秋二

祭祭祖外，还有正月初三新春团拜会；6月4

日举办“会员家眷一日游”，参观农场。9

月9日会员子女孙，中秋节提灯晚会；11月

17日举办象棋比赛；12月24日至26日在莱

佛士酒店光华剧院举行《琼曲，歌唱及舞

蹈》演出，由海南大学艺术团呈献。此外，

我会副会长兼医药顾问汉

光医生，从3月至12月，

每逢星期五下午，在会所

为会员免费健康检查。

2001年12月14日，

我国社团注册局依据互

助团体法令，在宪报上

公布《琼崖陈氏互助

全体会员并附上《自愿解散书》，

《财务报告》和《社员大会通知书》

11月4日召开社员大会，出席者42位，

邮寄《自愿解散书》者155位，同意解

社》正式解散。原因是：1999年12月5日，公

会与互助社沿用传统的方式，分别选出2000-

2001年度公会与互助社新董事。12月有21位社

员联名向当局投诉，指出上述选举有违章程，

依章程规定，选举必须在会员大会以记名投票

方式选举。社团注册官过后来函要求互助社重

新召开会员大会举行选举，其间，三次社员特

别大会皆流产，无法选出新一届董事。社长依

情呈报注册官。注册官复函并附上解散互助社

的说明，互助社依说明进行解散工作。2001

年2月6日，以挂号信通知全体217名社员，

促请欠互助金者还清欠款。10月20日发信给

散社员达到78.3%。11月5日，社长据情呈报当

局。当局于12月14日作以上宣布。(摘录自第四

期《椰韵》)

2002年12月，我会会员闻存宗亲，邀请海

南省海口市琼剧团前来牛车水人民剧场，公演

六场琼剧。次晚演出《和亲风云》，将门票净

收入1577元，捐给我会重建会所基金，闻存宗

亲的热心捐助，我会同人深表谢意。

2004年汉光宗长荣膺会长，之前，行雄会长

因事卸下会长职，汉光宗长接任。新一届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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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增设以下各组：妇女组，青年组，福利组，

文化组，发展组，乡团组，各组的组长是，妇女

组：尤懿，；青年组：文迪；福利组：微元；文

化组：经源；发展组：文海；乡团组：学汉。这

一年，积极展开会所重建工作。

2004年12月19日举行常年会员大会，通过

修改章程：规定每届执委会任期两年为限，会

长不得连任超过两届。

上世纪八十年代，政府推动市区重建，公会

四周的楼房纷纷重建，以增加产业价值。为了适

应时代的需求，增加会所的活动空间，及产业的

收益，在1997年，决议重建会所为五层楼大厦。

组织重建会所委员会，展开筹款募捐工作，例

如：发售幸运彩票；歌舞义演及劝捐等等，但

成绩不理想。于是，理事会决定改变策略，向会

员免息借贷，并公举文海宗亲为发展组主任，领

导重建工作。2004年6月理事会议决议，当场获

得与会理事认借32万元，令人鼓舞。不久，向会

员发出借贷公函，两个月后，总共借得52万元，

加上公会所存基金40万元，共计92万元，而重建

的五层楼大厦，估计需120万元，尚差30万元左

右。9月19日举行特别会员大会，向会员公布重

建蓝图、经费预算、资金来源和义借的细节。并

得会员大会通过备案。公会决定11月13日的69

周年庆典晚宴为“借钱晚宴”，通过卡拉OK点

唱、陈世集宗亲书画义卖，当晚筹得义款

$34,449.57。11月20日公会搬迁至芽笼路233A

号租赁会所，12月16日旧会所拆除完毕，2005

年1月动土重建。

2005年10月建竣。新建“海南陈氏大厦”

从此矗立于佘街，这是我海南陈氏宗亲们同心协

力，携手合作的成果，为公会做出的贡献。希望

今后宗亲们能够更爱护公会，发扬合作精神，为

子孙万代，树立楷模。

会所重建工程积极进行期间，理事会开始筹

备会所落成及公会成立70周年庆典。推举文迪宗

亲为筹委主任。11月初公会搬回新厦办公，庆典

定于2005年11月13日，新大厦开幕仪式于上午

11时，敦请我会荣誉会务顾问，宏茂桥集选区

国会议员文焕博士主持仪式，并请“光武瑞狮

团”助兴。晚间，假海皇歌剧院酒楼举行晚宴，

广邀泰国与马来西亚陈氏宗亲社团代表参加，庆

典主题是：“同心协力，共创未来”，同时出版

重建纪念特刊。理事会议决新大厦命名“海南陈

氏大厦”，并请世集宗亲挥毫题款。理事会同时

议决，新厦五楼“德星堂”神龛，除了安置陈氏

始祖神主牌外，也开放给会员安置先人神主牌，

每个灵位2千元。一楼和二楼出租做商业用途；

三楼至五楼公会做活动用。。

2006年是我会的一个新里程碑，利用新厦空

间展开各种活动，开办“小学华文补习班”，“成

语故事班”，“弟子规班”，组办“会员家眷郊

游”，11月6日至13日，组团前往海南省观光访

问；12月2日，一行24人赴泰国庆贺泰国旅暹陈

家社成立60周年庆典等等。

二十一世纪是电子资讯网络时代，一切要

与时俱进，使资讯传达得更快更广，2007年，

我会开始设置电子邮件(E-Mail)，与外界及理事

们联系。2008年，设置我会的网页，挂上我会

的最新资讯。2007年会员大会修改章程：今后

不再招收普通会员，只收永久会员，一次过收

一百元入会费，其他费用免交。将“文化组”与

“教育组”，合称“文教组”。“交际组”与

“乡团组”合称“社交组”。这一年度的奖学

金颁奖礼，为了让得奖学生重视颁奖礼及表示

隆重起见，2006年9月16日，假红山万喜大酒楼

举行，敦请我会顾问文安律师及文焕博士联合主

持，南大孔子学院院长许福吉博士作专题演讲。

2008年新一届理事会成立，文海宗亲荣膺会

长。这一届增设“署理会长”一职，取消“乡团

组”及“福利组”，增设“礼仪组”及“产业管

理组”。1月27日，主办“马六甲一日购物游”，

三月在会所开办“华文补习班”，“成语故事

班”及“弟子规亲子班”。2008年6月21日晚

宗亲们上汉语拼音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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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我会与海南协会假滨海艺术中心音乐室联

办“文化讲座暨琼剧公演”。为了配合琼剧演

出，文化讲座由孔子学院院长许福吉副教授主

讲：《苏轼在海南的三年时光》；海协呈献琼剧

《楼台会》及《花园相会》折子戏。8月2日，本

会与孔子学院及国际郑和学会联合主办“精品论

坛”，假‘纬壹’(NTU One-North)举行，邀请

台湾大学高明士教授及《郑和文化馆》馆长陈达

生博士主讲关于：“从孔子，郑和看中华文化的

传播与变迁”。

2008年5月12日中国四川省汶川发生大地

震，本会部分理事及会员和热心者，共捐献义

款10，048元，由会长及署理会长于6月23日递

交中国驻我国大使馆。

9月20日晚，假福临门酒楼颁发2007年度

奖学金，同时邀请国大教育学院教授王永炳博

士主讲《儒学与人生》；文化学者郝知本教授

朗诵唐诗《游子吟》及别具特色的“魔术与变

脸表演”。

每个国家都有“国旗”和“国歌”，团体也

应有“会旗”和“会歌”。因此，我会在2009年

设计新的会旗，由泽平宗亲写词，著名作曲家

郭永秀编曲的《承先启后进行曲》为我会的会

歌。并请歌唱家教唱及制作成唱碟。我会的信约

是：“我们是海南陈氏公会的会员宗亲，誓不分

彼此，互相友爱；团结一致，排除万难；继往开

来，共创新的辉煌。

2009年2月，开办‘海南会话班’由修坤宗

亲教导，每班课程十节课，会员或会员子女报读

免费，但必须上完十节课。3月6日，主办“厦

门，湄洲，泉州10日游”；6月10日主办“新加

坡一日游”；6月14日，主办健康讲座：《如何

预防慢性疾病》，由陈浩霖主讲。7月5日，组团

赴吉隆坡参加“隆雪海南颍川(陈)宗亲会庆祝成

立10周年庆典。9月19日，假‘福临门酒家’举

行2008年度奖学金颁奖礼，敦请我会荣誉顾问文

焕博士主持仪式；孔子学院院长许福吉博士专题

演讲《中华文化生生不息》。

我会重建会所时，向理事及会员义借的五十

多万元，已在2010年初还清，从此无债务负担。

2010年，新理事会成立，文海宗亲连任会

长，3月7日假‘燕阁酒楼’举行春祭联欢晚宴

暨理事会就职典礼。今年也是我会成立75周年，

理事会决定隆重庆祝。决议成了‘庆祝75周年庆

典工委会’，由嘉兆宗亲任主席。日期定于2010

年11月20日，将广邀泰国及马来西亚陈氏宗亲

会代表以及我国各海南宗亲会代表参加。中午

将在我会礼堂举行祭祖仪式，晚宴设在‘乌节

大酒店’(Orchard Hotel Singapore)主宾是我国

社会发展，青年暨体育部政务部长符喜泉，同时

颁发理事‘长期服务奖’，并出版纪念特刊。此

外，为了宣扬海南文化，特邀海南省‘海口市琼

剧团’南来，假牛车水人民剧场呈献五晚琼剧，

演出的净收入将捐给琼州乐善居及公立培群学

校。为此，我会已印发海报向外宣传，7月10至

11日，组团赴印尼峇淡访问海南会馆，8月7日，

理事会一行人拜访柔佛新山海南会馆，向海南乡

亲推介海南戏演出；此外，8月4日新加坡琼剧团

呈献《琼韵荟萃》，我会印发传单分发给观众；

在其他海南同乡会的晚宴上。我会也向乡亲们宣

传。再者，10月30日，我会与孔子学会将在孔子

学院联办精品讲座。总之，尽一切能力，办好演

出弘扬海南文化。演出的首晚，将邀请赞助人剪

彩及主宾开锣仪式。

在五晚的琼剧演出现场，公会呼吁观众捐助

宗亲们上汉语拼音课程

56_66�������.indd   63 11/13/15   2:16 PM



80周年纪念

64

救济海南省特大水灾灾民，五晚共筹得赈灾义款

两千多元，托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转交海南省。

2010年11月21日，趁泰国与马来西亚陈氏

宗亲代表出席我会周年庆典之便，举行“世界

海南陈氏宗亲联谊会”筹备会议，出席宗亲团

体有：

A. 新加坡海南陈氏公会

B. 泰国旅暹海南陈家社

C. 马来西亚隆雪海南颍川(陈)宗亲会

D. 槟城海南陈氏宗祠

会议决议由我会负责起草章程并当第一届

秘书。

这一年，除了举行庆典，其他活动也继续进

行，传统节日如：除夕，元宵，清明，端午，中

元，中秋，冬至，将依例庆祝，3月举办‘广西

海南欢乐游’。

为了面向未来，旧章程

有许多条文已不合时宜，理

事会决定拟定新章程，推举

会长文海，署理会长泽平，

前会长汉光医生，嘉兆，杰

芳，行荫，文浩和修坤为章

程 起 草 会 员 ， 经 过 多 次 讨

论，深入研究后，终于拟定

了新章程，并请律师翻译成

英文，理事会通过接受，并在2011年会员大会

通过，并呈交社团注册处，2011年获得社团注册

局批准，实施新章程，引导我会迈向新的里程。

2011年5月开办卡拉OK演唱班；7月马来西

亚隆雪海南颍川(陈)宗亲会庆祝成立12周年，

我会组织庆贺团庆贺；8月，中国海南省举办

“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我会赞助两位会员子

女：陈惠美和陈俊仁同学参加。

2011年11月诚邀新任部长川仁宗贤担任公

会顾问。(时任国家发展部兼人力部政务部长)

2011年12月举行会员大会及48届理事会选

举，2012年复选，由汉光医生荣任会长。

2012年3月底，我会组团到海南，参加

陈氏大宗祠祭祖，并捐1千元作为2012及

2013年祭祖费用。

5月20日，在公会举行“世界海南陈氏

宗亲联谊会”第二次会议，讨论章程。会议

决议接受修改后的章程，联谊会定名为 “亚

太区海南陈氏联谊会 ”同时，2012年5月20

日联谊会正式成立。

这一年，《第四届国际开漳圣王文化联

谊会》在槟城举行，公会组织67名团员去庆

贺并旅游槟城。此外，也参加以下宗亲会的

庆典：峇淡海南会馆；槟城海南陈氏宗祠；

泰国陈氏总会50周年庆典。

2014年，新一届理事会(49届)成立，嘉兆宗

亲荣任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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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公会举办的新活动有：

1.  文华宗亲为中学生主持假期文化教育学

习班：《发掘你的天资》。

2.  邓禄星老师教导《弟子规》。

3.  在互联网开设公会的 “face book”

2015年，新活动有：

 1.  “新加坡族谱学会”秘书长业雄宗亲主

讲：《如何编写家谱》。

 2.  理事洁如宗亲义务教导《汉语拼音》

课。

 3.  理事振栋宗亲(中医师)为会员义务看诊。

 4.  理事时机宗亲义务教导卡拉OK班。

 5.  吴圣平老师指导书法班。

 6.  曹永文师傅教导《咏春拳初级班》。

 7.  理事修坤宗亲教导《海南会话班》。

 8.  建国一代讲座。

 9.  青年交流会。

10.  11月29日庆祝公会成立80 周年庆典及

亚太区海南陈氏宗亲恳亲大会，在港

湾“万兴楼”举行晚宴，招待来自各地

海南陈氏宗亲及其他嘉宾。29日上午，

在京华酒店举行恳亲大会及讲座，有：

A. 泰国修炳宗贤主讲《海南传统文化

的传承》

B. 马来西亚隆雪颍川(陈)宗亲会会长

陈声评宗贤主讲《马来西亚杰出的

海南陈氏宗亲》

C  新加坡海南陈氏宗贤主讲《认知贪

腐的新动态》

11月28日，在大巴窑后备军人协会与海南

会馆联办“海南美食节”为配合这盛大庆典，

公会决定出版一本内容丰富，印刷精美的特刊，

以资纪念。

我会成立80年，现永久会员有761人，普通

会员350人，总计1111人。若与其他历史悠久的

社团相比，仅是个跬步。但是历史的长河是涓涓

细流所汇集；因此，80年的历程，也是弥足珍贵

的。以上仅为追溯既往，记录事迹，以留雪泥鸿

爪。由于公会上世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会议

记录被白蚂蚁蛀蚀，会史资料不齐全，造成断

代，无从续编，非常无奈。定有遗漏与错误，

希望宗亲前辈们多多谅恕和指教。 

2015年6月编

春节老人送礼品拜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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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陈氏公会

历届会长芳名录

年ň届 会ň长

第一届(1935-1936) 行琼宗长

第二届(1937) 镜如宗长

第三届(1938) 镜如宗长

第四届(1939) 镜如宗长

第五届(1940) 镜如宗长

第六届(1941) 镜如宗长

(1942-1945) 新加坡沦陷期(暂停)

第十一届(1946) 若韩宗长

第十二届(1947) 行琼宗长

第十三届(1948) 昌丰宗长

第十四届(1949) 昌丰宗长

第十五届(1950) 昌丰宗长

第十六届(1951) 文苏宗长

第十七届(1952) 文苏宗长

第十八届(1953) 德川宗长

第十九届(1954-1955) 治云宗长

第二十届(1956-1957) 治云宗长

第二十一届(1958-1959) 治云宗长

第二十二届(1960-1961) 治云宗长

第二十三届(1962-1963) 治云宗长

第二十四届(1964-1965) 治云宗长

第二十五届(1966-1967) 治云宗长

第二十六届(1968-1969) 治云宗长

年ň届 会ň长

第二十七届(1970-1971) 治云宗长

第二十八届(1972-1973) 治云宗长

第二十九届(1974-1975) 治云宗长

第三十届(1976-1977) 治云宗长

第三十一届(1978-1979) 治云宗长

第三十二届(1980-1981) 玉熊宗长

第三十三届(1982-1983) 玉熊宗长

第三十四届(1984-1985) 玉熊宗长

第三十五届(1986-1987) 序传宗长

第三十六届(1988-1989) 文就宗长

第三十七届(1990-1991) 序传宗长

第三十八届(1992-1993) 序传宗长

第三十九届(1994-1995) 序传宗长

第四十届(1996-1997) 序传宗长

第四十一届(1998-1999) 序传宗长

第四十二届(2000-2001) 行雄宗长

第四十三届(2002-2003) 行雄宗长

第四十四届(2004-2005) 汉光医生

第四十五届(2006-2007) 汉光医生

第四十六届(2008-2009) 文海宗长

第四十七届(2010-2011) 文海宗长

第四十八届(2012-2013) 汉光宗长

第四十九届(2014-2015) 嘉兆宗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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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徽意义

•	 会徽强调新加坡海南陈氏公会同宗

同族，关系渊远流长，似海天般壮

阔，如波涛般流畅，热情汹涌，朝

气十足。

•	 左右线条形同交接手，紧密联系，

代表会众十指连心，精诚团结，同

心共识。在全球新经济体系的冲击

下，肩负更大的使命。

•	 ‘ ’字以小篆书写，用意在于追

『源』－	－	饮水思源，延续优良的

传统美德，一心一德为公会循序迈

入二十一世纪而努力。

•	 红色的上方代表朝阳，象征承前启

后，延续同宗血缘。红也代表希望

与兴旺，富有民族色彩；蓝色代表

和平，寓意全世界的海南陈氏宗

族，万流归宗，万众一心一德。

吾会会徽

The meaning of the emblem

•	 The emblem stresses the Hainan Tan Clan Association has 
been congregating clansmen with a long history. It resembles 
the gigantic ocean with huge warm waves, full of vitality.

•	 The line works on the right and left show sign of hand- shake, 
signifying the solidarity of members. In a time of global 
economic downturn, the mission of the Association is even 
heavier.

•	 The character ‘Tan’ written in small seal script is aimed at 
tracing the history, extending the traditional virtues. All should 
work together whole-heartedly for the Associ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	 The red on top represents morning sun, signifying the continu-
ity of the clan’s origin. Red also means hope and prosperity 
and is the communal colour too. The blue represents peace, 
signifying the Tan clansmen in the whole world are united as 
one.

万流归宗－认同感，万众一心－凝聚力。
All Streams Merged To Common Identity
All United To Strengthen Cohesiveness

Our Em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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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 
(1)	 融和全体老中青会员，一起参与会务活动，一起成长;		

(2)	 不断提升素质，	塑造知识型的管理团队;			

(3)	 联合学术团体，	致力举办多元文化活动;

(4)	 传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共同弘扬祖先留给我们的优良传统;		

(5)	 做好人行好事，开办道德教育亲子班、学习汉语汉文，	开办实用华

文补习班;		

(6)	 开班教导年轻会员海南话，利于寻根问祖;

(7)	 为会员创造和谐的交流环境，举办多种室内康乐和国内外郊游活动，

共同打造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愿景  
成为新加坡华社最好的宗乡团体之一，

海南族群中的楷模。	

海
南
陈
氏
公
会

信
约

使
命
和
愿
景

信约
我们是海南陈氏公会的会员宗亲，誓不分彼

此，互相友爱；团结一致，排除万难；继往

开来，共创新的辉煌。

67-69_OurEmblem.indd   68 11/13/15   2:26 PM



69

Duties
(1) To unite members of all ages to participate in all activities and grow with the As-

sociation;
(2) To upgrade the quality of management to form a knowledge-based management 

team;
(3) To collaborate with other academic organisations to organise multi-cultural activi-

ties;
(4) To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and profound Chinese culture and traditional values 

inherited from our ancestors;
(5) To be a good man doing good deeds; open moral education and fraternity classes, 

learn Chinese language and open  practical Chinese tuition classes;
(6) To open Hainanese class for the young members so as to facilitate them to find 

roots in their hometown;
(7) To create a conducive and harmonious environment for members to interact; or-

ganise all sorts of indoor recreation activities as well sight-seeing tours at home 
and abroad so as to achieve a bright future for the Association.

Vision
To become one of the best clan associations in Singapore and a role model in the 
Hainan community.

Pledge, Duties and Vision
of Hainan Tan’s Association

Pledge
We members of the Hainan 
Tan’s Association pledge 
ourselves to be one united 
people to surmount mam-
moth difficulties so as to 
continuously achieve a better 
tomor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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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顾问   陈川仁部长ɑɑ陈文安律师ɑɑ陈文焕博士ɑɑ陈运琼宗贤

会务顾问   陈泽平宗贤ɑɑ陈行雄宗贤   

法律顾问   陈其亮律师ɑɑ陈其玉律师

医药顾问   陈毅炜医生ɑɑ陈慧莉医生ɑɑ陈振栋医师

会长    陈嘉兆                     

署理会长   陈川强           

副会长   陈经源ɑɑɑ陈文华ɑɑɑ陈玉本ɑɑɑ陈贻良                

秘书长   陈泽南   副秘书长   陈淑慧             

财务总管   陈文正 副财务总管   陈明翠     

资讯主任   陈安如         副主任   陈永益                  

文教主任   陈洁如        副主任   陈垂良         

产业主任   陈文浩 副主任   陈德发

社交主任   陈时机 副主任   陈关萍           

妇女主任   陈春美  副主任   陈春兰                  

查账主任   陈川权       副主任   陈德海              

青年主任    陈文濂      副主任   陈明森     

礼仪主任   陈昌松 副主任   陈闻存      

理事    陈王琼花ɑɑ陈林亚华ɑɑ陈文海ɑɑ陈杰芳ɑɑ陈汉光ɑɑ陈如华ɑɑ

	 陈亚宽ɑɑɑ陈修坤ɑɑɑ陈功安ɑɑ陈继鉴ɑɑ陈行蔭ɑɑ陈家壮                  

荣誉查账   陈日景              

荣誉查账   陈仕宗

新加坡海南陈氏公会第49届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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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顾问

陈川仁部长

会务顾问

陈泽平宗贤

医药顾问

陈毅炜医生

荣誉顾问

陈文安律师

会务顾问

陈行雄宗贤

医药顾问

陈慧莉医生

荣誉顾问

陈文焕博士

法律顾问

陈其亮律师

医药顾问

陈振栋医师

荣誉顾问

陈运琼宗贤

法律顾问

陈其玉律师

第49届(2014/2015年度)理事会理事名表

49th (2014/2015) Management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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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会长

陈玉本

会长

陈嘉兆

资讯主任

陈安如

妇女主任

陈春美

副会长

陈贻良

署理会长

陈川强 PBM

文教主任

陈洁如

查账主任

陈川权

秘书长

陈泽南

副会长

陈经源

产业主任

陈文浩 PBM

青年主任

陈文濂

财务总管

陈文正

副会长

陈文华

社交主任

陈时机

礼仪主任

陈昌松

70_74������.indd   72 11/13/15   2:34 PM



73

资讯副主任

陈永益

副秘书长

陈淑慧

社交副主任

陈关萍

礼仪副主任

陈闻存

副财务总管

陈明翠

查账副主任

陈德海 PBM

理事

陈文海
理事

陈杰芳

妇女副主任

陈春兰

文教副主任

陈垂良

青年副主任

陈明森

产业副主任

陈德发

理事

陈王琼花
理事

陈林亚华

70_74������.indd   73 11/13/15   2:34 PM



80周年纪念

74

理事

陈汉光医生

理事

陈如华
理事

陈亚宽
理事

陈修坤

荣誉查账

陈日景
荣誉查账

陈仕宗

理事

陈行蔭
理事

陈家壮
理事

陈功安
理事

陈继鉴

同心同德   攀登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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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会历届理事会职员名表(一)

届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届 十一 十二

职务 1935 1937 1938 1939 1940 1941 职务 1946 1947

常务委员会

常委会主席 行琼 镜如 镜如 镜如 镜如 镜如 一 名誉会长 明任 开国

常委会兼司理 有经 有经 有经 有经 传钟 传钟 九 名誉会长 治炳 治炳

常委会正会计主任 明任 明任 习甫 明任 习甫 治炳 四 名誉会长 治云 治云

常委会副会计主任 达儒 习甫 — 习甫 明任 — 二 名誉顾问 开国 经瑚

常委会委员 治炳 — 行琼 行琼 行琼 行琼 年 名誉顾问 经瑚 序沂

常委会委员 — — 治炳 治炳 有经 习甫 二 名誉顾问 序沂 —

常委会委员 — — — — — 嘉 月 正会长 献墀 若韩

总务主任 家宣 行琼 传钟 善甫 善甫 — 日 副会长 如循 习甫

交际主任 昌连 昌霖 昌连 若韩 昌连 — 本

调查主任 昌达 元武 德泽 嘉万 理事 — 军 理事会

庶务 — 昌连 昌连 昌连 — — 占 正理事长 若韩 行琼

委员 学君 如万 明任 学尹 学尹 明任 领 副理事长 有经 家宣

委员 信卿 信卿 达儒 达儒 达儒 达儒 新 常务理事 若韩 行琼

委员 善甫 善甫 昌霖 昌霖 昭球 祖虞 加 常务理事 有经 家宣

委员 若韩 学网 昭藻 祖虞 德修 德修 坡 常务理事 行琼 秋林

委员 如万 民生 民生 民生 民生 民生 , 常务理事 习甫 昌丰

委员 济川 治云 治云 治云 治云 昭球 会 常务理事 善甫 善甫

委员 嘉万 嘉万 嘉万 嘉万 有昭 嘉万 务 总务主任 善甫 善甫

委员 家蛟 传茂 燕云 燕云 燕云 燕云 停 财务主任 习甫 秋林

委员 序沂 明益 云成 序沂 开煌 开煌 顿 副主任 开煌 嘉

委员 镜如 昌蕃 昌蕃 学网 如循 如循 , 交际主任 行琼 昌丰

委员 所能 嘉 嘉 嘉 嘉 文苏 第 副主任 民生 民生

委员 如春 大聪 修德 贵簪 大聪 昌蕃 七 互助部长 — —

委员 璞完 献墀 献墀 献墀 如万 如万 届 救济部长 — —

委员 慧吾 慧吾 慧吾 如万 慧吾 如 至

委员 习甫 如循 学传 贵兰 贵兰 贵益 第 监事会

委员 颖江 玉缨 玉缨 — 若韩 玉缨 十 监事长 昌霖 昌霖

委员 明琼 行青 天如 — — 贵乾 届 查账主任 嘉 传钟

委员 — — — — — 世精 无 副主任 家宣 宝璧

委员 — — — — — 修德 选 调查主任 贵杰 贵杰

举 副主任 玉吾 燕云

监察委员会   。 理事 传钟 献墀

监察主席 开国 开国 开国 开国 开国 理事 镜如 镜如

监察查账主任 祖虞 祖虞 善甫 传钟 锦亭 理事 经三 如循

监察委员 学传 治炳 祖虞 玉缨 祖虞 理事 贵簪 明任

监察委员 昭芹 学尹 学尹 昭藻 献墀 理事 燕云 有经

监察委员 华顺 若韩 行青 德星 贵簪 理事 昌丰 开煌

监察委员 一易 达儒 序沂 修德 嘉万 理事 丕晓 丕晓

监察委员 镜清 序沂 贵簪 开煌 治炳 理事 — 昌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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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会历届理事会职员名表(二)

               届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届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职务 1948 1949 1950 1951 1952 1953 职务 1954-55 1956-57 1958-59

名誉会长 实甫 实甫 实甫 实甫 实甫 实甫 名誉顾问 经瑚 经瑚 经瑚

名誉会长 嘉雄 嘉雄 嘉雄 嘉雄 嘉雄 嘉雄 名誉顾问 序沂 序沂 序沂

名誉会长 — — — — — —

名誉顾问 经瑚 经瑚 经瑚 经瑚 经瑚 经瑚 正会长 治云 治云 治云

名誉顾问 序沂 序沂 序沂 序沂 序沂 序沂 副会长 文苏 习甫 文苏

名誉顾问 — — — — — —

正会长 若韩 行琼 行琼 习甫 明任 文苏 总务主任 明任 书逢 书逢

副会长 行琼 若韩 若韩 昌丰 习甫 习甫 副总务主任 昌丰 昌佳 明河

财务主任 习甫 文苏 习甫

理事会 副财务主任 伯雅 治炳 昌丰

正理事长 昌丰 昌丰 昌丰 文苏 文苏 德川 交际主任 明河 明河 若韩

副理事长 镜如 文苏 文苏 伯雅 德川 家宣 副交际主任 玉吾 昌虞 昌虞

常务理事 昌丰 昌丰 昌丰 昌丰 文苏 德川 教育主任 行琼 达琚 昌学

常务理事 镜如 文苏 文苏 文苏 德川 家宣 副教育主任 有经 传文 达琚

常务理事 秋林 嘉 嘉 嘉 秋林 治云 福利主任 秋林 开训 开训

常务理事 有经 昌霖 传钟 明河 明河 有经 副福利主任 德川 玉吾 修德

常务理事 善甫 善甫 善甫 善甫 善甫 善甫 监察主任 若韩 明任 明任

总务主任 善甫 善甫 善甫 善甫 善甫 善甫 副监察主任 昌佳 若韩 行琼

财务主任 秋林 嘉 嘉 嘉 秋林 治云 查账主任 宝璧 有经 有经

副主任 嘉 在炳 习甫 秋林 嘉 秋林 副查账主任 传钟 行琼 治炳

交际主任 有经 玉吾 传钟 明河 明河 有经 调查主任 昌虞 善甫 玉吾

副主任 昌霖 昌霖 明河 若韩 传钟 达鉴 副调查主任 善甫 昌蕃 善甫

互助部长 家宣 习甫 镜如 治云 修德 行琼

互助副部长 燕云 — — — — — 董事 家宣 镜清 昌佳

救济部长 — 明任 明乾 家宣 昌丰 若韩 董事 嘉 家秀 昌蕃

董事 昌蕃 秋林 秋林

监事会

监事长 习甫 明河 明任 明任 如循 昌丰 候补董事 修德 修德 闻范

查账主任 宝璧 宝璧 宝璧 达鉴 达鉴 传钟 候补董事 有卓 文萃 聘之

副主任 治炳 传钟 达鉴 宝璧 宝璧 明任 候补董事 开训 开煌 家秀

调查主任 玉吾 贵杰 昌霖 玉吾 玉吾 玉吾 候补董事 — — 家宣

副主任 贵杰 镜如 如循 昌霖 有江 明河 候补董事 — — —

理事 如循 家宣 秋林 传钟 若韩 嘉 候补董事 — — —

理事 传钟 昌蕃 修德 修德 行琼 昌蕃

理事 文苏 治炳 有江 有江 治云 治炳 秘书 善甫 善甫 善甫

理事 丕晓 丕晓 丕晓 丕晓 家宣 如循

理事 献墀 达三 传益 开煌 昌佳 昌佳

理事 — — — 如循 伯雅 修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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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会历届理事会职员名表(三)

               届 二十二  届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职务 1960-61 职务 1970-71 1972-73 1974-75 1976-77 1978-79 1980-81

名誉顾问 序沂 会务顾问 序传 —  — — — —

名誉顾问 — 因 会务顾问 序沂 —   — — — —

会

正会长 治云 议 正会长 治云 治云 治云 治云 治云 玉熊

副会长 习甫 记 副会长 玉熊 玉熊 玉熊 玉熊 玉熊 行南

录

总务主任 玉吾 被 正总务 有经 有经 有经 有经 有经 家琳

副总务主任 书逢 白 副总务 家琳 玉喜 书逢 书逢 书逢 书逢

财务主任 昌丰 蚁 正财政 开训 学经 开训 祥福 家坚 祥福

副财务主任 明任 蛀 副财政 嘉梓 家 祥福 家 如合 学仕

交际主任 闻 蚀 正交际 序宣 序宣 序宣 序宣 序宣 玉煌

副交际主任 昌任 , 副交际 大栋 书逢 大栋 玉喜 祥福 序宣

教育主任 昌学 1962 正教育 昌学 学经 昌学 昌学 昌学 昌学

副教育主任 日周 至 副教育 汝贤 日周 汝贤 家琳 家琳 经源

福利主任 开训 1969 正康乐 治倬 献 献 献 玉喜 玉喜

副福利主任 修德 年 副康乐 家 嘉梓 家 嘉梓 有进 爱喜

监察主任 行琼 职 正调查 玉吾 受卿 嘉梓 明 明 大栋

副监察主任 明河 员 副调查 明河 大栋 升球 嘉梓 学荣 若韩

查账主任 有经 表 正查账 行仪 家干 家琳 玉位 玉位 行仪

副查账主任 若韩 , 副查账 学经 文益 行仪 行仪 玉椿 家干

调查主任 善甫 没 正监察 行琼 开训 学经 开训 开训 如合

副调查主任 治炳 有 副监察 若韩 家琳 若韩 行南 大栋 开训

记

董事 聘之 录 董事 学荣 昌才 昌才 昌才 行南 家

董事 家宣   。 董事 玉兴 如昱 如昱 如昱 若韩 日周

董事 秋林 很 董事 赞周 玉吾 善甫 善甫 善甫 善甫

抱 董事 如合 家汉 受卿 若韩 如昱 运良

候补董事 玉山 歉 董事 昌才 祥福 汝贤 赞周 家干 学荣

候补董事 家   。 董事 — — 赞周 — — —

候补董事 昌蕃 候补董事 — — — — 经源 —

候补董事 — 候补董事 — — — — 治倬 —

候补董事 — 候补董事 — — — — 受卿 —

候补董事 — 候补董事 — — — — 行仪 —

候补董事 — — — — 嘉梓 —

秘书 善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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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会历届理事会职员名表(四)

        届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职务 1982-83 1984-85 1986-87 1988-89 1990-91 1992-93 1994-95 1996-97 1998-99

正会长 玉熊 玉熊 玉熊 序传 文就 序传 序传 序传 序传

副会长 行南 行南 行南 行南 行南 丕文 丕文 川信 川信

副会长 — — — — — — — 泽平 泽平

副会长 — — — — — — — 行杰 行杰

副会长 — — — — — — — — 仕雄

副会长 — — — — — — — — 学荣

副会长 — — — — — — — — 文海

正总务 学礼 学礼 学礼 杰芳 学礼 学礼 学礼 学礼 学礼

副总务 书逢 书逢 书逢 书逢 杰芳 泽平 文佰 行荫 行荫

正财政 学仕 祥福 家 学礼 泽平 杰芳 川雄 仕雄 行仟

副财政 如合 学仕 杰芳 家 川雄 川雄 杰芳 行雄 学汉

正交际 玉煌 玉煌 昌松 昌松 文就 昌松 文就 行仟 杰芳

副交际 昌松 文就 文就 爱秋 书逢 文就 川信 封书 文佰

正教育 经源 经源 兴德 经源 兴德 兴德 兴德 经源 经源

副教育 日周 兴德 修坤 修坤 修坤 修坤 修坤 修坤 川强

正康乐 玉喜 玉喜 家川 家川 仕雄 仕雄 献发 玲

副康乐 序宣 家 振栋 玉琬 家川 祥福 升铨 升铨

正调查 若韩 昌松 祥福 泽平 振栋 经超 行仟 有策 有策

副调查 玉琬 日周 家川 日周 学祥 升铨 振栋 玉喧 玉琬

正查账 玉位 行仪 泽武 爱秋 达华 玉钟 达华

副查账 行仪 达华 家干 达华 川波 行杰 杰森

正监察 大栋 序传 学荣 学荣 学荣 学荣 经超 学荣 仕雄

副监察 开训 学荣 日周 学仕 学仕 嘉禧 学荣 杰芳 玉钟

正福利 — — 升桂

副福利 — — 爱秋

董事 善甫 善甫 经源 经源 家 家 昌松 昌松 时忠

董事 明 泽武 玉煌 玉煌 日周 日周 日周 日周 功育

董事 家 嘉禧 嘉禧 嘉禧 嘉禧 祥福 玉琬 玉琬 文君

董事 学荣 修坤 泽平 泽平 陈福 振栋 嘉禧 嘉禧 贻良

董事 祥福 爱秋 学仕 学仕 文佰 文佰 升铨 文佰 如

董事 — — 泽武 — — 学仕 学仕 川雄 焕章

董事 — — 家干 — — 玉琬 泽平 川波 有领

董事 书逢 爱秋 经超 经超

董事 行仟 经源 玉树 业芹

董事 振栋 汉光 汉光 汉光

董事 玉树 其亮 其亮 其亮

董事 有策 有策 文就 文就

董事 家和 家川 家川 封书

董事 献发 献发 修坤

董事 书达 川雄

董事 文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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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会历届理事会职员名表(五)

               届 四十二 四十三                届 四十四                届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职务 2000-01 2002-03 职务 2004-05 职务 2006-07 2008-09 2010-11
名誉顾问 文安 文安 名誉顾问 文安 名誉顾问 文安 文安 文安
名誉顾问 文焕 文焕 名誉顾问 文焕 名誉顾问 文焕 文焕 文焕
会务顾问 序传 序传 会务顾问 序传 前会长 行雄 汉光 汉光
法律顾问 其亮 其亮 法律顾问 其亮 正会长 汉光 文海 文海

正会长 行雄 行雄 正会长 汉光 署理会长 — 泽平 泽平
副会长 汉光 泽平 副会长 泽平 副会长 泽平 川信 玉钟
副会长 泽平 汉光 副会长 玉钟 副会长 玉钟 玉钟 杰芳
副会长 文海 玉钟 副会长 学礼 副会长 川信 杰芳 玉琬
副会长 学礼 学礼 副会长 仕雄 副会长 — 玉琬 行荫
副会长 河清 河清 副会长 家垣
副会长 仕雄 仕雄 副会长 — 正秘书长 文美 文美 嘉兆

副秘书长 文海 嘉兆 修坤
正总务 如 如 正秘书长 文美 正财政 杰芳 行荫 玉本
副总务 贻国 如乐 副秘书长 如乐 副财政 行荫 日晶 日晶
正财政 文君 文美 正财政 如 正交际 焕章 焕章 功育
副财政 达华 文君 副财政 明权 副交际 玲 功育 功育 时忠
正交际 焕章 焕章 正交际 玉琬 正文教主任 川强 川强 川强
副交际 有栋 贻良 副交际 川存 副文教 修坤 修坤经源 经源
正教育 经源 经源 正教育 川强 资讯主任 — 文迪 文迪
副教育 川强 川强 副教育 修坤 副资讯 — 文正 文正
正康乐 玲 行洲 正康乐 玲 产业管理主任 — 文浩 文浩
副康乐 升铨 升铨 副康乐 川权 副主任 — 贻良 贻良
正调查 有策 功育 正调查 开钊 正礼仪主任 — 昌松 家壮
副调查 家垣 家垣 副调查 行荫 副礼仪 — 封书家壮 泽南
正查账 宏震 开钊 正查账 亚宽 正组织主任 文迪 — —
副查账 爱凤 宏震 副查账 封书 副主任 文浩 — —
正监察 行仟 行仟 正监察 行仟 福利组主任 昌松 — —
副监察 功育 川存 副监察 业芹 副福利 源信文就 — —

青年组主任 盈式 泽熊 爱珍
理事及部主任 副青年 亚宽 亚宽 亚宽

文宣组主任 川强 世集 文化组主任 经源 妇女组主任 玲 春美 春美
副文宣 — 川权 副主任 世集 副妇女 — 美珍孟华 美珍

组织组主任 有栋 明权 发展组主任 文海 乡团组主任 学汉 — —
副组织 — 世光 副主任 达开贻良 副主任 玉琬 — —

福利组主任 文佰 业芹 福利组主任 微元 理事               经源 盈式 川权
副福利 — 保馆 副福利 保馆 理事               嘉兆 川存 忠坚

青年组主任 文美 如乐 青年组主任 文迪 理事               封书 功安 功安
副青年 如乐 杰存 副青年 世光 理事               春美 仕民 仕民

妇女组主任 — 艾华 妇女组主任 尤懿 理事               行洲 达运 爱珍
副妇女 — 玲 副妇女 美欣 理事               达运 业邻 爱卿

资料组主任 — 世集 乡团组主任 学汉 理事               贻良 业芹 文艾
副资料 — 源信 副主任 川信川雄 理事               川权 — 俊文

候补理事 修坤 修坤 理事               杰芳 理事               业邻 — 明森
候补理事 玉钟 理事               源信 理事               关萍

理事               文君
理事               升铨 正查账 业芹 源信 贵绪
理事               杰环 副查账 世集 川权 芳琴
理事               家桑
理事               昌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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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会历届理事会职员名表(六)

               届 四十八                届 四十九

职务 2012-13 职务 2014-15
荣誉顾问 川仁部长 荣誉顾问 川仁部长
名誉顾问 文安律师 荣誉顾问 文安律师
名誉顾问 文焕博士 荣誉顾问 文焕博士

荣誉顾问 运琼
理事顾问 川信 法律顾问 其亮律师

正会长 汉光医生 法律顾问 其玉律师
前会长 文海 医药顾问 毅炜医生

署理会长 泽芳 医药顾问 慧莉医生
副会长 玉钟 医药顾问 振栋中医师
副会长 行荫 会务顾问 泽平
副会长 玉琬 会务顾问 行雄
副会长 川强 卸任会长 汉光医生

正秘书长 修坤 会长 嘉兆
副秘书长 玉本 署理会长 川强

正财务主管 泽南 副会长 经源
副财务主管 日晶 副会长 文华
正社交主任 功育 副会长 贻良
副社交主任 功安 副会长 玉本
正文教主任 文迪 秘书长 泽南
副文教主任 时忠 副秘书长 淑慧
正资讯主任 文正 财政 文正
副资讯主任 家坤 副财政 明翠

产业管理主任 文浩 产业主任 文浩
副产业管理 贻良 副产业主任 德发
正礼仪主任 家壮 文教主任 洁如
副礼仪主任 继鉴 副文教主任 垂良
青年组主任 爱珍 资讯主任 安如

副青年组 亚宽 副资讯主任 永益
妇女组主任 关萍 青年主任 文濂

副妇女组 文艾，芳琴 副青年主任 明森
妇女主任 春美

理事               文华 副妇女主任 春兰
理事               泽平 社交主任 时机
理事               嘉兆 副社交主任 关萍
理事               源信 礼仪主任 昌松
理事               垂良 副礼仪主任 闻存
理事               川权 查账主任 川权
理事               春美 副查账主任 德海
理事               明森 理事               杰芳
理事               培君 理事               文海
理事               美珍 理事               行荫
理事               若梅 理事               如华
理事               春兰 理事               修坤

理事               功安
荣誉查账 忠坚 理事               继鉴
荣誉查账 锐铭 理事               家壮

理事               亚宽
理事               陈王琼花
理事               陈林亚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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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
服务奖

服务10-19年理事 
陈文安  荣誉顾问  (18年)

陈文焕  荣誉顾问   (18年)

陈川强  署理会长   (18年)        

陈贻良  副会长     (16年)      

陈文海  理事       (16年)

陈行荫  理事       (16年)

陈川权  查账主任 (14年)

陈其亮  法律顾问   (12年)

陈行雄  会务顾问   (12年) 

陈春美  妇女主任   (12年)

陈亚宽  理事        (12年)

陈嘉兆  会长       (10年)   

陈文浩  产业主任   (10年)

陈功安  理事        (10年)

服务5-9年理事    
陈玉本  副会长     (6年)      

陈泽南  秘书长     (6年)     

陈文正  财政       (6年) 

陈家壮  理事       (6年)   

服务20年以上理事
陈经源  副会长 (34年)

陈泽平 会务顾问    (28年)

陈修坤  理事          (32年)

陈杰芳 理事           (26年)

陈昌松 礼仪主任    (22年)

陈汉光 理事         (22年)

2015

任劳任怨 不计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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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 journey from homeless teen immigrant 
to qualified lawyer was long and arduous, which 
is why the late Tan See Swan made it a point to 
devote much of his life to community work.

To say life was hard for the late Tan See Swan 
is perhaps an understatement.

Born in 1932 in Terengganu Kemaman, West 
Malaysia, Tan was only nine years old when the 
Japanese invaded Malaya in 1941. His father, 
who was a community leader of a Hainan clan, 
was accused of activism and killed by Japanese 
soldiers.

After World War II ended in 1945, the teenaged 
Tan left home and travelled to Singapore with a 
friend in search of a better life. With nowhere to 
stay and no one else to turn to, he approached 
to the Hainan Hwee Kuan at Beach Road for 
help. They allowed him to stay at the premises. 
Tan began working multiple menial jobs as a 
newspaper delivery boy and as a coffee shop 
assistant to get by.

A fresh start
Eager to get an education, Tan saved what 

little he could over the next few years. He applied 
to study at Chung Cheng High School but was 
rejected as he was too old. He waited at the school 
gate for the principal, and managed to persuade 
the principal to allow him to study there despite 
his age. He did well in Chung Cheng High School, 
and went on to qualify as one of the first batches 
of students in the then Nanyang University.

After graduating with a degree in Economics, 
Tan took on his first white collar job as an 
insurance agent. A friend he had met through work 
encouraged him to take up law classes together 
with him. It was also during this time that Tan 
sent for his mother and younger brother to move 
from Malaysia to Singapore. At that point, he had 
gotten married to his childhood sweetheart. His first 
child, a son, was born in 1963, and the second, a 
daughter, was born in 1964. 

By 1965, Tan had saved up enough to take the 
boat to England. Leaving behind his young family, 
he took almost two months to arrive in London, 

TRUE GRIT
Our Late President Tan See S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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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he would go on to spend three years taking 
various law courses before being called to the Bar 
at age 36.

“It was not easy” shares his oldest son, Tan 
Hee Liang, 52. “His finances were so limited so 
he worked part-time as a cleaner in a hotel to pay 
for his education and living expenses in London. 
Furthermore, law studies were an immense 
challenge because he was completely unfamiliar 
with the English Language. After all, the schools he 
attended, Chung Cheng High School and Nanyang 
University, were all pure Chinese stream. My father 
managed to overcome the language hurdle by 
spending most of his time outside of classes in 
the library.”

Hee Liang says he and his sister were too 
young at that time to notice that their father’s 
three-year-long absence. But he does recall 
how excited he was, as a five-year-old, to visit 
Paya Lebar Airport with is mother, grandmother 
and sister when his father finally flew home from 
London in 1968.

Back in Singapore, Tan did his pupillage under 
David Marshall for criminal practice and Geoffrey 
Abisheganaden for civil practice- both were top 
barristers at the time- before working as a legal 
assistant in Boswell Hsieh & Lim.

After Tan became a lawyer, he began to invest 
in property. The family moved from a rented Katong 
apartment to their own terrace house in Opera 
Estate. He bought a shop unit in Lucky Plaza, 
then retail units and an office space in People’s 
Park Complex.

In 1970, he founded his own sole proprietorship 
law firm at People’s Park Complex, Tan See Swan 
and Co. practising civil and criminal law. The firm 
stated off in a 400sq ft space with two support staff.

“It was a small, modest law firm dealing with 
bread-and-butter isuses such as bankruptcies, 
divorce proceedings, accident claims and 
conveyancing” says Hee Liang who joined the 
firm in 1989 and specialises in civil litigation. “I 
don’t recall there being any particularly dramatic 
or spectacular cases.”

His youngest brother, Hee Joek, was born in 
1982. He read law at Oxford under the Overseas 
Merit Scholarship and joined the family firm in 
2009, practising criminal law and civil litigation. 
Over the years, the office expanded to occupy a 
2,000 sq ft space, and employed a salaried partner 
to handle family law cases. Tan’s only daughter, 
Wee Nee, is also a lawyer but has her own law firm.

Building a future
In the early days of his career as a lawyer, 

money was tight. To save money, Tan would often 
walk home from his office after work. (By Google 
Maps’ calculation, the distance from People’s Park 
Complex to Opera Estate is 10.9km, and requires 
a two hour and sixteen minute walk on average.)

Hee Liang recalls that they could not afford a 
TV back then. It was only several years later that 
his father finally decide he had the financial means 
to buy a car.

Aside from being very thrifty and a hard worker, 
Tan was, in Hee Liang’s words, “A kind and 
compassionate man, but also very strict and stern 
father, who insisted that his children had to carry 
out their responsibilities and keep our promises. 
He would not hesitate to punish us whenever he 
felt we were out of line.” This included “locking us 
in toilets until we had completed our homework, 
or until we admitted we understood the mistakes 
we made.”

Throughout his working life, Tan also sp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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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ordinate amount of time on community 
involvements, something that Hee Liang notes was 
“unusual at his age, since most people tend to only 
have time for community work when they’re close 
to retirement or after retirement”.

With the hours he spent in the office and on 
community work, his family did not see very much 
of him. “But I do have fond memories of family 
weekends spent on the beach, or going out for 
meals,” says Hee Liang, who recalls that he and 
his siblings enjoyed a carefree childhood in Opera 
Estate where neighborhood kids often played 
outdoors together, catching tadpoles and visiting 
pasar malams.

Serving the community
Tan’s main passions lay in furthering the causes 

of the Hainanese community and supporting 
education.

“Due to the kindness the Hainan Hwee Kuan 
showed him by allowing him to live there when he 
first arrived in Singapore, my father had immense 
regard for the less fortunate members of the 
Hainanese community,” says Hee Liang.

Scrolling through Tan’s decades-long list of 
community involvements, many of which overlap, 
one gets an idea of his incredible stamina and 
indefatigable will to do good for society. He became 
a legal advisor to many Hainanese clans and 
associations, took on various engagements in the 
education sector, and got involved in grassroots 
activities.

From 1978 to 1989, he was a member of the 
Pei Chun Public School Management Committee. 
From 1979 to 1980, he served as Chairman 
of Bedok View Secondary School Advisory 
Committee. Tan also served as a director of his 
alma mater Chung Cheng High School’s board for 
several years due to the kindness and generosity 
shown to him by his old school principal.

He was Chairman of the Kiung Jai Tan Clan 
Association in 1995, and was President of 
Singapore Hainan Hwee Kuan from 1998 to 
1999. At the same time, he saw need to assist 
the government in grassroots activities when 
the nation was being built. From 1986 to 1997, 
Tan served as Chairman of Kaki Bukit Citizens 
Consultative Committee. In recognition of his 
dedicated service to the community, he was 
conferred the Public Service Medal in 1990 and 
the Public Service Star in 2000.

Carrying on the legacy
Tan died in 2008 at the age of 76, but his legacy 

lives on.

Today, Tan See Swan & Sons Holdings Pte 
Ltd, a family firm which he founded to oversee 
the property portfolio he had built up over the 
years, owns several properties in Singapore, 
UK and China. These range from retail units to 
supermarkets and coffee shops. The income 
it generates from leasing out those properties 
is a sizeable amount each year. His sons Hee 
Liang and Hee Joek oversee its operations and 
the administration of its funds. The family firm 
also owns a heritage shop house on 8 Purvis 
Street that bears Tan See Swan’s name. Purvis 
Street was one of the places that the Hainanese 
community used to gather at and live at. The five-
storey building is currently leased to a Japanese 
restaurant and a museum dedicated to cats called 
Lion City Kitty- The Cat Museum, and includes a 
gallery where cats from Cat Welfare Society are 
up from adoption and an area where the centre’s 
nine resident felines are kept.

Tan’s two sons are actively committed to 
lending support to their father’s pet causes. Some 
of the rental profits form the family firm are gifted 
to charities and schools. The brothers also provide 
free legal advice to the Tan Clan and Hainan Hwee 
Kuan, various Hainanese Opera Houses and Pei 
Chun Public School, and recently donated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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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Pei Chun Public School needed to raise 
funds to build a new sports hall.

“We also do pro bono work for the Law Society 
of Singapore’s Criminal Legal Aid Scheme (CLAS), 
which aims to help those who cannot afford legal 
service, as well as for capital cases when people 
are being charged for murder,” adds Hee Liang.

Tan left behind 13 grandchildren, whose ages 
range between 10 and 21. Hee Liang is not sure 
if they will follow the family tradition of turning out 
lawyers. Hee Liang’s son is the oldest grandchild, 
and is headed for UCL Medical School in London. 
“We won’t force them for sure, but of course we 
will expose them to what life is like as a lawyer”, 
says Hee Liang.

Life Lessons
“We, his children, remember him not for the 

business or property wealth that he has generated, 
but the lessons he has imparted- the most important 
being never to bow down to adversity and difficulty, 

and to shoulder on regardless of obstacles,” says 
Hee Liang. “If there was one word to describe my 
father, it would be ‘tenacious’ in terms of how he 
overcame the various hardships he encountered 
throughout life. He really struggled and fought to 
get himself and his family out of poverty.

“He understood that education was a way to 
a better life and did everything he could to not 
only get into school but do well. Being a Chinese-
educated person during Singapore’s colonial era, 
he also had to deal with a lot of discrimination as 
the British government then felt that the Chinese-
educated population was more loyal to China 
than to the British Empire, and had Communist 
leanings.

“Till now, I have not heard of any other Chinese-
educated person in Singapore who managed 
to become a full-fledged lawyer in Singapore, a 
profession that requires an excellent command of 
English!” Hee Liang mar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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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于2015年8月18日逝世，他

1929年出生，享年86岁。

我家的情况大体上和一般建国一代者

相同。

父亲告诉我们曾祖父陈如盛在晚清年

幼时便离开了海南岛文昌县的莲榜村到南

洋来谋生。

来到南洋，一开始曾祖父有很长的一

段时间是在彭亨州林明地方的一间锡矿公

司任职，然后才到新加坡。他虽目不识

丁，但凭自己努力苦拼，终于事业有成。

曾祖父是海南陈氏公会的发起人之

一。他是1937年筹建会所时捐款数额排

名第三者。随后基于落叶归根的观念，他

告老回乡终老。

父亲从上世纪90年代至2013年积极

参与公会的活动。他担任副会长好多年。

他随时都乐善好施。他在公会是义务摄影

师，经常在庆典和出国访问时充当摄影

师，并把照片印好后免费送给族人。

父亲也教导我们做人的道理。人生的

意义并非仅凭物质的多寡或事业的成就来

衡量。人生的意义在于你能给予别人多少

的帮助。我们行善是发自内心觉得应该做

的事，并非期望得到任何报酬。

父亲非常珍惜和公会在一起的日子。

那是一个与乡亲接触的平台，他也会藉此

尽量为公会效劳。事实上，和乡亲茶叙以

及望到挂在墙上曾祖父的玉照会使父亲意

识到乡亲们在现代新加坡一路走来不易。

■ 会员兼副会长：陈文华 Sin Boon Wah 

Father passed away on the 18 August 2015. Born in 
1929, he was 86 years old.

Our family narrative is similar to those from the 
pioneer generation.

Father told us that great grandfather (陈如盛) left 
as a young boy his home at Lian Pang (莲榜) Village, 
Wen Chang (文昌) County, Hainan Island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Life was hard and great grandfather had to come 
to Nanyang in search of a better life.

In Nanyang, he spent a large part of his working life 
with the tin mining company in Sungei Lembing (林明), 
Pahang before moving to Singapore.  He was successful 
in his own way even though he was unschooled.

Great grandfather was a founding member of the 
Hainan Tan Clan Association. He was the third largest 
donor to help establish the Association in a fund raising 
effort in 1937. Soon after that he returned to his home 
village to pass away.

Father became involved actively in the Association 
from the 1990’s to 2013. He was the Vice President for 
many years. He was ever ready to extend help to any 
good cause. He was the unofficial photographer, would 
take pictures on festive occasions and on trips overseas 
for the Clan, and would give them away to the Clansmen.

Father thought important life lessons. Our lives should 
not be measured solely in terms of material or career 
successes. They should be made meaningful by how 
much we have helped others along. And the help we give 
should be done because i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and not 
in anticipation of something in return.           

Father cherished those times he spent with the 
Association. It was a way of connecting with Clansmen, 
and helping out in whatever way he could.  Indeed, coming 
to the Clan, talking to the Clansmen and seeing great 
grandfather’s photograph on wall reminded him how far 
we had come along as a Clan in modern Singapore.

怀念吾父亲：陈玉锺
SIN JEOK TONG - Remembering My Dear Fa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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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经常在庆典和出国访问时充当摄影

师，并把照片印好后免费送给族人。

父亲也教导我们做人的道理。人生的

意义并非仅凭物质的多寡或事业的成就来

衡量。人生的意义在于你能给予别人多少

的帮助。我们行善是发自内心觉得应该做

的事，并非期望得到任何报酬。

父亲非常珍惜和公会在一起的日子。

那是一个与乡亲接触的平台，他也会藉此

尽量为公会效劳。事实上，和乡亲茶叙以

及望到挂在墙上曾祖父的玉照会使父亲意

识到乡亲们在现代新加坡一路走来不易。

■ 会员兼副会长：陈文华 Sin Boon Wah 

Father passed away on the 18 August 2015. Born in 
1929, he was 86 years old.

Our family narrative is similar to those from the 
pioneer generation.

Father told us that great grandfather (陈如盛) left 
as a young boy his home at Lian Pang (莲榜) Village, 
Wen Chang (文昌) County, Hainan Island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Life was hard and great grandfather had to come 
to Nanyang in search of a better life.

In Nanyang, he spent a large part of his working life 
with the tin mining company in Sungei Lembing (林明), 
Pahang before moving to Singapore.  He was successful 
in his own way even though he was unschooled.

Great grandfather was a founding member of the 
Hainan Tan Clan Association. He was the third largest 
donor to help establish the Association in a fund raising 
effort in 1937. Soon after that he returned to his home 
village to pass away.

Father became involved actively in the Association 
from the 1990’s to 2013. He was the Vice President for 
many years. He was ever ready to extend help to any 
good cause. He was the unofficial photographer, would 
take pictures on festive occasions and on trips overseas 
for the Clan, and would give them away to the Clansmen.

Father taught important life lessons. Our lives should 
not be measured solely in terms of material or career 
successes. They should be made meaningful by how 
much we have helped others along. And the help we give 
should be done because i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and not 
in anticipation of something in return.           

Father cherished those times he spent with the 
Association. It was a way of connecting with Clansmen, 
and helping out in whatever way he could.  Indeed, coming 
to the Clan, talking to the Clansmen and seeing great 
grandfather’s photograph on wall reminded him how far 
we had come along as a Clan in modern Singapore.

怀念吾父亲：陈玉锺
SIN JEOK TONG - Remembering My Dear Father

86_87�������.indd   86 11/17/15   2:00 PM



87

陈德清宗长现年102岁，乃宗亲中最高龄的长者。

德清宗长1913年出生于文昌县的石园村，1929年

16岁时来南洋。在四兄弟间他排行第二。他本身育有

二子二女。次子贻良现为本会的副会长。

诚如许多海南移民一样，德清宗长毕生在新马一

带当咖啡店助手。有一段时期，他还在加东的旧海景

酒店服务过。

贻良宗亲追述当时生活艰苦。母亲为了补贴家

用，必须挨家挨户卖鸡蛋和面包。

当时（1954年 到1967年）整家人住在酒店提供的

单房宿舍，1968年搬到丹绒禺的单房式政府组屋并在

哪里住了好多年。

德清宗长在海南还有一间祖屋。每当他回乡时总

会在家乡住上一段日子。他最后一次回乡是去年即

2014年清明节时分。

贻良宗亲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多年来是本会的

活跃会员。他的夫人是钟赛娇，两人育有一子泽霖和

两女泽萱、之芸。

与德清宗长一样的海南移民和众多建国一代都为

新加坡今日的繁荣尽了一份绵力。

陈德清宗长
现年102岁

Tan Teck Seng (陈德清) is 102 years 
old.  That makes him the oldest member of 
the Clan.

Born in 1913 in Shiyuan village (石园

村), Wenchang County (文昌县), he came to 
Nanyang in 1929 at the age of 16 years.   Teck 
Seng had four brothers and he was the second 
eldest.  He himself has two sons and two 
daughters.  The second son is Jeeliang (贻良) 
and is now a Vice President of the Association.

Like many Hainan’s immigrants, Teck Seng 
spent his adult life working as a coffee shop 
assistant in Malaya and Singapore.  At one 
time, he worked in the old Sea View Hotel, in 
Katong.  

Jeeliang recalled that life was not easy.  
Jeeliang’s mother had to supplement the family 
income by selling eggs and bread house to 
house. 

His family lived in a one-room living 
quarters provided by the hotel (1954 to 1967). 
Later in 1968 they moved to a rented one room 
HDB flat in Tanjong Rhu, and lived there for 
several years.   

Teck Seng still has an ancestral house back 
in Hainan, and will stay in his home village 
whenever he goes back for his home visits.  
His last visit was during the Qing Ming festival 
last year, 2014.

Jeeliang is a successful entrepreneur and 
has been an active member of the Clan for 
many years.  He is married to Cheng Sai Kiau 
(钟赛娇), and has one son Zelin (泽霖) and 
two daughters, Zexuan (泽萱), Zeyun (之芸).  

Hainan’s immigrants like Teck Seng and 
those of his pioneering generation helped 
made what Singapore is today.

  
   

TAN TECK SENG is 102 years old

德清宗长与子孙及媳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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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理事就职典礼
陈川仁宗贤监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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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委任状  相举杯恭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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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第79周年晚宴

生日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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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亲  乡亲  嘉宾共聚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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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会祭祖  拜先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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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宗亲赴海南省祭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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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祭祖交流活动

嘉兆宗亲说：

此趟到河南参与祭祖活

动，结识了多位当地宗亲。

大家谈起话来非常投缘。

在交谈之中，有宗亲

告诉我一些与宗亲相关的

历史人物。其中一位宗亲指出：陈芸田和陈铁迪两位宗亲

是湖南上世纪知名人士。他说：前者生于1908年，自新中

国成立后，曾当过湖南省第五届政协副主席；同时当过湖

南省第六届及第七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铁迪为女宗亲，

先后担任过南京大学及同济大学讲师，后任市委教育卫生

工作委员会书记和第九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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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舜裔联谊会
盛情款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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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会中秋节活动

吾会圣诞节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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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节活动

尊师重道

2015年

教师节2015年

为歌唱班指导老师祝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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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为宗亲治疗

马六甲一日游

会员到海南文昌航空城

海南岛宗亲到访

出席柔佛海南会馆庆典

海南新移民联欢出席会

举办建国一代讲座 吊念建国先驱后合照               

公会歌唱课程

公会乒乓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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吊念建国先驱后合照               

2015年8月9日我会响

应人民协会的号召，特组

队参加国庆日敬礼仪式。

当天，我们的会员和家属

及时前来公会，参加的升

旗礼、唱国歌、聆听总理

录音的国庆献词、共同宣读

国家信约。这天，我们的公

会特别开放并举办各种应时

活动如：儿童彩色比赛、最

佳国庆日穿著比赛、中华书

法挥毫和示范、瑜伽讲座与

示范、健身舞表演及咏春拳

表演等，会员出席人数近

百名。

吾会会员宗亲

参加50周岁国庆日敬礼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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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玉良言
同学们好，很荣幸给你们颁奖。人生所追求的两

大喜事，就是大登科和小登科，今天是你们大登科的

日子，应该高兴。在科举时代，大登科是要设宴款待

自己的亲朋戚友，而今，这种传统已经淡化，淡化不

等于不重要。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最根本和永远不变的

使命，就是树人，而树人就是对学生品德的培养和

价值观的灌输。品德和价值观是每个人安身立命的坐

标。你们都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国家未来的发展，

是离不开你们的。

5 3 年前，我

也是陈氏公会奖学

金的受益人之一，

当年我在立化政府

中学高中二就读，

同年参加教育部主

办的全国高中三会

考，我考到甲等文

■ 陈泽平

凭，我始终不敢忘记，而把公会颁给我的这

张奖状保留至今，虽然没有价值，但意义非

凡。几十年来，我一直与公会一起成长，不离

不弃，但愿有朝一日，学弟们也像我一样，以

感恩的心态，为公会服务，贡献力量，造福家

亲。在此我祝福你们，未来再领风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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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

    喜讯剪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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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员：陈洁如 

回
想当年，十八岁高中毕业后，对未

来前途茫然时，受一位护士前辈启

发后，决定投身护士行业。胞姐陈

真如博士的经历和事迹虽然简单平凡，却又彻

底的表现出她伟大坚定的精神。护士的工作量

大、责任重，又加上轮三班，可想而知，需要很

大的耐力，很坚毅不懈的能力，才能坚持到底。

秉着尽心、尽意、尽力的态度，真如姐姐

对艰巨的工作毫无怨言，她得到医院上司的肯

定，由卫生部赞助她到澳洲继续升造。真如积

极努力，勤奋求知，不断进取，不断学习，不

断自我要求，自我突破。在学习的道路上收获

满满，她终于考获澳大利亚护理学士学位、新

加坡国立大学公共政策管理和人力资源两个硕

士学位，基于她出色的表现和对护理界杰出贡

献，她又于2011年荣获拉筹伯大学（La Trobe 

University）颁发荣誉博士称号，借此肯定她在

医疗服务领域的卓越表现，真如姐姐也是首位

获得此项殊荣的新加坡人。

卅七年的付出和努力，真如姐姐从小护士提

升到高级护士，再擢升到护理总监。在任职期

间，她不断为护士争取更多的福利；为病患者和

其家人提供优质的服务。她在服务的医院先后做

了多项改革。这包括：鼓励护士和病患者之间缩

短距离，打破病人与医护人员的隔阂，尊重病患

者尊严，并联合医院护理团队，一起推出环境治

疗性活动，这些实践性的工作方式和规划改革，

使她赢得很多好评，也让她在护理专业领域上取

得更大的赞许和肯定。

乐于奉献，坚毅诚恳的姐姐真如，在2006年

获颁新加坡“总统护士奖”。“总统护士奖”是

新加坡护士行业的最高荣誉，以表扬表现杰出的

我的胞姐
陈真如博士
(Pauline Tan)
的奋斗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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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理人员，并鼓励年轻护士以她们为

楷模。陈真如姐姐在受访时说：这个

荣誉是新加坡全体医疗团队的功劳，

护理行业是艰巨的工作，靠的是全体

上下齐心合力，每一个环节都是息息

相关。她是新加坡护理界的骄傲，她

的丰富护理知识、经验和突破性思

维，在护理医疗界赫赫声名，并经

常受邀到中国、澳大利亚、美国等

多个国家，进行护理专业学术研讨交

流，借此提升新加坡护理专业水平的

国际地位，亦为我国华社和海南族群

带来荣光。 曾任职卫生部—人力及专业标准发展司护

理总监的陈真如博士，在2013 年成立了全国护

理工作团队，她带领56人，从工作环境、工作条

件、薪金、科技运作等方面来探讨如何更好的改

善护理业务，为护理人员争取更好得福利，这项

完整计划取得一定的成效。为了加强本地护理人

手团队，真如姐姐也推行多项人力发展计划；筹

划举办多元活动来吸引更多人才加入护理行业，

包括在不久前，新传媒8频道，上演了一齣关于

护理行业，由郑惠玉、向云等人主演的医疗电视

剧《你也可以是天使》。在这一系列人力发展政

策推行计划，姐姐真如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且

促进了护理医疗员对医院与日常工作具有更大的

归属感与自豪感。

我国人口老化和年长病人长期护理问题，是

近年来大家非常关注的，当然也是陈真如博士时

常关心的课题。她于2015年受委任义顺社区医院

行政总裁，虽然是一大挑战，但是，她毅然接受

聘约。这所社区医院将在今年底启用并投入服务

后，为的是扩大社区护理和公众对保健意识推广

的力度。医院也将与毗邻的邱德拔医院开展紧密

合作，携手打造社区医疗大环境，让北部居民得

以接受更适当和便捷的护理。义顺社区医院位于

义顺地铁站附近，它与邱德拔医院同处一个地

点，两家医院同由亚历山大保健集团(Alexandra 

Health)管理。

我的胞姐

医疗电视剧全体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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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真如博士出生小康之家，但是秉持着

认真、尽心、尽责的态度，让她成功的攀上

事业的高峰。她这一生成功的动力，在于背

后藏着一个伟大的使命：勇敢面对具挑战性

的行业，坚信培养本地医疗的人才。为了要

让公众提高有关医疗护理的专业意识，她重

视护士们不断自我提升，扩展和有效利用人

才和资源。她不只是新加坡人的骄傲；也是

海南陈氏家族的光荣，她对工作的热忱，对

事业的认真，始终抱着坚持不懈的信念，体

现了海南祖辈的精神：刻苦、耐劳、坚韧、

积极、不畏困难、刚强又自信。

给我国伟大医疗团队一阵阵掌声

胞妹陈洁如(右)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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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算是“老会员”之一。在学生时期，我

领过公会的奖学金。虽然不常到公会走

动，但，公会的大型庆典，我都会在忙里“偷

闲”到场参与，见到宗亲们为庆典而忙碌；大

家的心里，都多么期望办得一次比一次好。这

是很自然的心理反应。

我在大学是读化学的，曾在本地的日本工业

机构担任多年化学工程师。后来，我用了很多年

的时间，研究和实践如何做好“品质管理”系统

以及进行“审计制度”。今天，我已成为新加坡

品质学院特聘合格领导导师，也是英国特许品质

学院院士；同时亦是品质学领导审计师。身为一

名宗亲会员，我乐意藉我会庆祝成立80周年纪念

的大日子里，向我会领导层提出几点自己认为有

助公会朝前发展的新概念。

现代审计方法

在一个机构或组织，包括宗亲公会的管理

层，不妨加深去认识在实行‘管理制度’的同

时，一定要明白：“审核计划与审计程序”是

不相同的。尤其在‘不甚安定’的机构或乡社

里头，要真正探出整个运作是“无效率”或隐

藏着潜在“不合规格时”的重要性。

乡社宗亲公会的组织及其运作也许看来很

简单，其实我看也不尽然。宗亲们务需明白：

具有效性的管理是要拥有适当的审核方法。在

进行有关评估的过程中，我提出以下6大点方案

或步骤，上层领导人是非注意不可。这六点就

是：（一）审计目的；（二）审计范围；（三）审计

标准；（四）审计证据；（五）审计发现；（六）审

计结论。任何事项一旦经过六大步骤，可以量化

评估管理制度的有效性。

领导人如何运用这六大步骤呢? 每个步骤都

有活动过程，要全部写出就是一篇论文了。我不

打算写，若宗亲们有意思了解，我愿意义务作一

次专题讲演，一起对审计方法和审核程序给予更

深一层的阐释。

■ 会员：陈川昌 

可助宗亲公会前进

领导人如何运用这六大步骤呢? 
我乐意义务作一次专题讲演

川昌宗亲(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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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亟待建修建国后的首辑《本氏姓族大

宗谱》，为各宗亲家族立一份珍贵的历史档案

文献及建一部《平民史册》，作为镇族和传世

的宝典，万流归宗，好对后世子孙有所交代。

一，前言

今年2015年，值我会(新加坡海南陈氏公会)

成立80周年纪念大庆，躬逢新加坡建国50周年纪

念金禧庆典SG50。“双庆盛典”是历史性难得

一次的特殊机遇，值得大事庆祝，并且也应该

立志纪庆，传承后世，应此历史性特殊机遇，

我会经初步决定：

先于今年内编辑出版《纪念特刊》，以资庆

祝“双庆盛典”之外，同时将发动宗亲家族(会

员和非会员)响应和支持，共同建修建国后的首

部《大宗谱》(暂定于2016年底出版)，尝试为本

氏姓族立下一份翔实珍贵的历史档案文献的“平

民史册”。同时，亦作为镇族和传世的宝典，恒

存各家族先辈在当地落地生根，开宗立系，辛勤

建家立业的历史印迹。藉此，整合家族和姓族，

强化社会凝聚力，以及传扬华族传统文化；维系

族情和族谊以至延续家世千秋不息。

二，华族族谱是怎样的一种典籍

谱牒文化源远流长，是华族最独具特色的传

统文化形式，体现的形体就是族谱，若依谱系

起来吧！共同谱修建国后

       首部《大宗谱》
■ 陈业雄

的内容、格式和章法细加分析，尚可将之归纳

为“家谱”和“宗谱”两大类，而族谱只是一

个统称名词。尽管两者性质不同，各司其职，

却相辅相成的共同完备了传史和弘扬华族精神

文化的使命任务。

“谱以信传，犹史也。”族谱以“表谱”的

格式，在纪实一族繁衍生息，世系的根源和发展

的流程及期间家族兴衰荣辱和悲欢离合的运途际

遇，还包括了人文方志和华族传统的思想价值观

念，它肯定了家族曾经存在以及族人的功业成

就的确切性，是有灵有肉的文化载体。因此，

族谱是一族与时并进的章段性生命历史，也等

同是姓族的一部《百科全书》，无价之宝；意

义重大深远。

千百年来，华族世代孝子贤孙视修谱工作为

传统性的使命任务，相承相继，与时并进的埋首

于修纂和传承的工作，殊不知华族悠久5000年精

深博大，不朽的传统文化，就是经由此管道，一

脉贯通，源源不断地衍化和积累下来，成为当今

世上硕果仅存，依然还鲜活着的“古文明，活文

化”。老树新芽，更见精彩。在此谱牒文化居功

至伟，因此有人认为华族文化之源远流长，历久

弥昌，更见精彩，关键即在此，或许我们也可以

这么说：“当今要弘扬传统文化，就必须重视谱

牒文化，先从修族谱的工作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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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修《本氏姓族大宗谱》构思和运作程式

策略：

	 鼓励各宗亲家族合家积极编

写当代的“家族史”，建成

谱系，提供规范化的谱系资

料，让会馆公会汇集，考核

后，建修建国后的首部《本

氏姓族大宗谱》，相辅相成，

	 《大宗谱》将系统化、永久性

的为各宗亲家族妥善的储存这

些谱系资料，可作为族人交流

联系工作使用，并作为后世续

谱和考源的蓝本，这可激励子

孙追本溯源，有助认知身世，

加强认同感，强化凝聚力和向

心力，纾缓社会分化的趋势。

敦宗睦族，达成万流归宗的宏愿

家谱》  纸质谱ɑ或电子书

	 属“家族史”，私家文献，纪

实家族血脉世系传承，由家族

自行编制、处理、储存、发

展。

	 传统家谱，侧重习俗教化，家

族功业成就立有族训家规，是

为族人道德行为的准则。

	 传统旧谱，还是家产、族产分

配和继承的标准依据。

结构和内容

A. 谱首：

	 内容：序，跋，家族血脉根

源流程史，先世像赞，族人

相片，活动相片，先世功业

传略，杰出子孙，习俗及家

传菜谱

B. 谱实：

	 内容：家族简史，世系图表，

族人生平事略等三部份合成

由于这部份资料，将提供作为建

修《大宗谱》的素材，所以谱法

必须划一，规范化，免致混淆。

*这是家族的传世宝典。

本氏姓族大宗谱》纸质谱并数

码化储存

	 属“姓族史”，公藏文献，侧

重姓族考源与发展历史及姓族

分布概况的纪实。	由于宗谱

是汇集各宗亲家族谱系的集

大成，所谱录资料都经过考

证，核实。“万流归宗”，它

是最草根性的田野资料，可信

度极高的“姓族历史档案”文

献，就如是姓族的一部“平民

史册”，镇族和传世的宝典。

结构和内容：

A. 谱首(卷一)

	 内容：序、跋、像赞、会馆公

会历史、姓族考源、人文志、

地方志、艺文志、风土习俗、

饮食文化等。

B. 谱实：(卷二及以下)

	 以省分部，县市分篇，乡镇分

支，村落分系，先世渊源失考

家族另设“失序篇”。

	 内容：由家谱提供

*		这可成为会馆公会镇馆和传世				

			的宝典。

宗亲家族、会馆(地缘)公会(血缘)互动配合

应配合庆祝建国50周年纪念金禧庆典SG50契机

以当代作为划世代的分水岭，走入新的传承起点			
激励新加坡华裔子孙，建修首辑《本氏姓族大宗谱》

敦宗睦族   期待  万流归宗

家族提供
谱系资料

大宗谱提供
版位园地

相
辅
相
成

供作建修大宗谱
的素材

系统化，永久
性储存家族的
谱系资料

宗亲家族	和	会馆公会

共设建谱工作中心

分赠《大宗谱》供储存展列

本氏宗亲公会
谱ɑ库

储存ɑ展列

地缘籍贯会馆
谱ɑ库

储存ɑ展列

国家图书馆
谱ɑ库

储存ɑ展列

宗乡总会
谱ɑ库

储存ɑ展列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
谱ɑ库

储存ɑ展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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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当前的国情和社会文化背景下推

动族人建修《大宗谱》的工作，是

一项严峻的挑战性使命任务，但也

不应该轻言放弃。

建国伊始，50周年纪念是国家历史的首站

里程碑，历史新的纪元，一切叙述从头。躬逢

盛世、政通人和之际，正也是民间百姓修谱，

国家建史的好时刻，让我们呼吁大家集体协作，

建修建国后的首辑《本氏姓族大宗谱》为姓族立

下一份珍贵的历史档案文献，建修一部“平民史

册”，作为镇族和传世的宝典，整合家族和姓

族，万流归宗，好对后世有所交代。这项繁复

的工作，功在当代，寓意在未来，惠及子孙的

千秋大业，意义重大深远。

我们理解，以当前新加坡华族社会的教育和

文化背景，和华族传统思想价值观念相对比，是

有很大的变异。人们对家族和姓族传统文化的认

知和认同程度不足，因此心态淡漠低迷，对传统

谱系一知半解，甚至误解，许多人连至亲的祖父

的名字都报不上来，先世渊源失考，世系完全衔

接不上，身世茫然迷失。此情此境，推动宗亲族

人建修谱系实在是一项艰巨、严峻的挑战性使命

任务，但是，这毕竟是一项极富社会教育的重要

塑建工程，而且攸关华族传统文化的延存和持续

发展的命运，影响重大深远，义不容辞。不能轻

言放弃，“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当下我们必

须设法专注于改进传统谱法，使之通俗化，力求

易查、易懂，贴近当代人的生活方式，奋力而

为，勇往向前，相信能成其事。

祈望各宗亲家族能深明大义，响应号召，给

予支持，举族协作，共同建成一部镇族和传世的

宝典及一部本氏姓族的“平民史册”，让每位族

人都能堂堂正正的在自家的“姓族史”上留下自

家的历史印迹，系统化的谱录在《大宗谱》上，

永久性的存列和储藏在公会及相关的团体组织单

位的谱库中，方便族人交流联系，促进情谊，也

可让后世子孙有所追思缅怀，知所感恩和追随，

为后世续谱开先河，万变不离其宗，扎根狮城，

结伴展向世界和未来，并且能和“世界华人社

会”接上轨，天涯不孤行。谨此权充，作为对

后世子孙的一种交代，相信也是当今“建国一

代人士”的宏愿，善哉，千秋大业，功德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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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永炳博士1

前言

1819年，英国莱佛士登陆新加坡这个荒芜的

弹丸小岛时，人口不过150人，华人占30人。但

自英殖民地政府宣布开辟新加坡后，华南移民便

不畏艰难险阻地纷纷南来谋生。1836年，华人人

口已达13749人，第一次超越马来人人口(12487

人)。鸦片战争(1840－1842年)以后至20世纪

初，华南移民更是蜂拥而来。

当初移民可分两类：一是契约劳工(俗称猪

仔)，这些劳工等于是卖身给雇主，饱受熬煎，

苦不堪言，因此病死累死者众多。19世纪60至

70年代，是猪仔买卖的鼎盛时期；另一类是自由

移民。他们自费前来，行动自由，不受限制。20

世纪初移民多属自由移民。移民之中，以方言群

分，主要有闽南人，潮州人，广府人，客家人、

海南人以及马来亚土生华人。

这些不同方言的族群，都秉承着源远流长的

河洛传统文化，如“重道义、好学问、尚教育、

讲伦理、尊妇道、敦亲族、敬祖先”，守望相助

地创立了各种宗乡、宗亲、姓氏等大小会馆。各

宗乡团体创立的宗旨不外乎：联络从中国南来谋

生的族人，并向遇困的族人伸出援手，让他们安

顿下来。甚至对于客死异乡的族人，也本着落叶

归根的思想观念，帮助他们的家属把棺柩运回老

家入土为安。但是，当时交通极为不便，必须配

合船期，于是他们便建了所谓的华山亭、福山

亭、义山亭、碧山亭等，让棺柩暂置等候船期。

后来，因为移民人数众多，这些族群团体便买下

土地，就地安葬客死异地的乡亲。

宗乡组织不仅为乡人排忧解难，同时更把百

年树人当作任务中最重要的一环。他们兴办了小

学、中学，也设立奖、助学金部，让贫穷子弟有

同样受教育机会。上世纪50年代，陈六使等鉴于

新加坡华文教育急需一所大学以造就受华文教育

人才。他登高一呼兴建南洋大学，福建会馆慷慨

捐献裕廊大片土地，一时富商巨贾、市井小民，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热情空前高涨。南洋大学

终于在众志成城下成立于1955年，此后造福了

无数东南亚华人子弟。这是新加坡教育史上一

件值得大书特书的盛事。换言之，新加坡之所

以成为东南亚华文教育的重镇，华人的宗乡组

织对于教育事业的热爱与无私奉献，无疑是一

个极其重要因素。

1986年1月27日“新加坡宗乡总会”在新加

坡政府的支持和推动下成立。该会是新加坡华人

宗乡社团的最高组织，该会以发扬华族文化传

统，加强华人宗乡会馆的联系和合作；促进并资

助社会公益活动，增进公众对华族语文、文化和

传统的了解；帮助年轻一代增强国家意识和民族

信念为宗旨。宗乡总会成立后，先后出版了一些

介绍华族文化和习俗的大型展览会如新加坡华人

中华传统文化与

宗乡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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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传统展览。该会以中央理事会为领导机构，

属下团体会员近200个，该会下设行政、文化、

出版、学术四个委员会。

时移事变和与时俱进

新加坡自1965年建国后，民办的中小学校教

育都逐渐纳入国家教育体系中，学校的一切发展

经费由政府资助，从此不愁财务匮缺。进入80年

代，新加坡经济发展突飞猛进，逐步发展成为亚

洲的小康社会，千禧年之后，更晋升为世界最富

裕的国家之一。

新加坡没有天然资源，一切发展都艰辛异

常。新旧世纪交替之际，新加坡朝野已为全球化

进程做足准备工作，鼓励人民立下决心：根在新

加坡，放眼世界、奔向全球。但是，新加坡迅速

发展的结果，却感于人才欠缺，政府不得不逐步

放宽移民条例，热切地迎揽外来人才。

新加坡是个移民社会，但是，今昔移民，性

质迥然不同。今日的新移民，具备了高深学识、

科技才能、创意思维等条件。他们大可东家不打

打西家，不像早年移民为了生存，受尽凌侮欺

压，咬紧牙关的度日如年。

世纪交替之际，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席卷

全球的全球化进程，新事物新价值观不断涌现，

传统文化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而凭借传统文化

组建发展的宗乡会馆面临重大考验。在过去，向

有困境的乡亲伸出援手的宗旨，今天已经变得不

是那么至关重要了。半个世纪前的宗乡领导人不

是物故凋零就是垂垂老矣，绝大多数的宗乡组织

面临后继无人之虑。有些宗乡会馆由于管理不

当，屡次遭受诉讼之累，情况令人扼腕太息。因

此，有不少宗乡会馆中的有识之士，审时度势，

积极提倡传统文化，着手改革整顿，为迎合新时

代需求而改变组织宗旨与活动项目，并招收年轻

新秀与栽培接班人，以及容纳延揽外来人才。

海外华人各宗乡团体肯定有存在的价值，但

必须与时俱进。譬如新加坡的学校教育已纳入国

家教育正轨，宗乡过去为族人教育所发挥的无私

奉献精神，可以转移到积极传扬华人传统文化

价值观方面。最近，海南会馆、福建会馆、客

属总会等推动传统文化节，节目丰富多彩，令

人耳目一新，同时也掀起了族人参与其盛的热

潮。可见，与时俱进的改革更新是会馆生存发

展的正确途径。

传统文化对宗乡团体的作用

与时俱进固然是一个团体生存发展不可或缺

的条件，但是团队精神更为重要。曾经在组建各

宗乡团体工程中发挥关键性作用的传统文化，在

全球化进程中，遭受了无比严峻冲击与考验。

谈起传统文化？实难一言以蔽之。归纳而

言，儒、道文化属于传统文化范畴，这是毋庸

置疑的。其中超越时空的儒道文化思想精华，确

能为日渐式微的各宗乡团体注入活跃的生命力。

近年来，有些宗乡团体在新领导层选举中屡

起风波，甚至诉讼于公堂之上。综观华人宗乡团

体近年来的不时发生领导层更换纠纷、财务管理

不当、搞帮派活动等等丑闻，皆因全球化快速

发展过程中，人们专注于钻营名利，忽略传统

文化价值观的运作，而这中流砥柱的传统文化

价值观正是组建宗乡团体的精神支柱。因此，

为确保将来宗乡团体合作无间地谋求族群的福

利而努力，儒、道传统文化价值观实应不断强

调并身体力行。

宗乡团体组织的领导层必须通过众会员投

票选出，绝对不能造假、因私害公，他们应根

据“选贤与能”2、“举贤才”3的原则选出有才

干的人担任宗乡团体要职。这种任人唯贤原则能

促进“群而不党”4 风气的作用，同时防止结党

营私、党同伐异5的不良倾向。反观当今有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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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被选为宗乡团体领导人，并非根据任人唯贤原

则，而是因为他们事业有成、资财雄厚，未必是

个理想领导者，以至导致见利忘义、以权谋私、

排除异己等现象发生，有的甚至以身试法，例如

操纵选票、私吞公款等案件，但“天网恢恢，疏

而不失”6，最后落得身败名裂下场。

宗乡团体是个群体互助非谋利组织，成员们

对于会务肯定有不同意见和看法，难免会有争

执，这是正常现象。因此，宗乡团体除了务必

选出贤能领导者外，各成员也应达成共识，恪守

“和而不同”7、“和为贵”8准则行事，避免因不

同意见而恶言相向，甚至反目成仇。

这里必须郑重指出，光讲“和而不同”、“和

为贵”，有时流为空谈，不管用。所谓“知和而

和，不以礼节之，亦不行也”9，意思是说只知

道为和而和，而不能用礼法制度条规去节制约

束，也就行不通了。这道理对于各种大小事全都

可派上用场。事实上，过去所发生的纠纷争端，

仅靠庭外和解或权威人物居中调停，而暂告一个

段落，但过了一段时日争执又起，主要原因是出

在“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行也”上。

老子说：“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为

善？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故有德

司契。”10大意是说靠“和解”、“调停”等办

法解决事端是不行的，因为和解了大怨，必定

留下小怨等隐患，问题还是没有彻底解决，这

不是好办法。因此，圣人拿着“契”(契约，法

律条文)来处理问题，当事人与对方都不会互相

指责，而“怨”也就会顺利的得到彻底的解决。

所以，有德者执行大家所遵循法律规范条文去防

止或解决争端，肯定有完满的结局。

在处理大小事务上，儒道圣贤看法何其一

致，和当今法制观念其实大致相合，但更胜一

筹。因为儒道圣贤都以和谐为目的，一切的法律

条文只是行事手段。只要善用儒、道思想和礼契

手段，和谐的目的何愁不能达到？

结语

人类社会进入全球化的今天，科技以惊人速

度发展，新事物新思维不断涌现，使人类面临着

以往社会从未经验过的新问题。可以这么说，全

球化除了可以使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生变化

之外，也带来了种种严峻的挑战与冲突。种种

迹象显示，人们在面对全球化的激烈竞争下，

往往经不起欲求和占有的诱惑而耗尽心力，以

至弊病丛生。

华人族群离乡背井到海外谋生，秉承着自强

不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损有余而

补不足的河洛文化价值观，成立各种宗乡团体，

对宗乡族群及国家做出积极贡献。但如今却因忙

于应对全球化而忽略河洛文化价值观的实践，结

果产生了弊端。因此，我们实应反省检讨，重新

倡导发扬河洛文化。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不仅经

得起时空考验，甚且历久弥新。我们不论经历何

种冲击与挑战，都可以不变应万变的方式以传统

文化加以应对。惟有如此，我们的宗乡团体才能

获得源源不断的生命力，继续为族群的福利以及

社会的安定做出积极贡献。

	 1		作者是南洋理工大学哲学博士。海南会馆永久

会员，作家协会及大士文艺促进会理事。

	 2	《礼记·礼运》。

	 3		《论语·子路》。

	 4	《论语·卫灵公》。

	 5	《后汉书·党锢传序》。

	 6		《道德经》第73章。

	 7	《论语·子路》。

	 8		《论语·学而》。

	 9		《论语·学而》。

	10	《道德经》第7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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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智
力
因
素
的
影
响

一、引言

非智力因素看起来不那么具

体，却始终伴随着智力活动，控

制、操纵着智力活动的运转节奏和

速度，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智力

活动的果实大小与优劣。从少年儿

童的身心发展来看，他们的品格成

长制约着智力的全面发展。在孩子

们性格成长的初期，同步进行个性

性格培养与智力开启的双项教育，

而且是从非智力因素的培育入手，

促进和发展孩子们的智力，培养他

们成为智力开发与非智力因素协调

发展的人，尽量减少因两者不协

调发展带来的人才培养上的消极

因素。

 

二、少儿钢琴学习对其意
志的影响

意志表达了一个人为达到理

想中的目的而自觉努力、奋斗的心

理状态。这种为达到某种信念而产

生的决心和力量，具备相当大的效

能，它通过决心、毅力、自觉、自

制能力的大小和强弱表现出来。

【摘要】人才素质包括智力

与非智力因素两部分内容。目

前，对于少儿非智力因素的培

养也逐渐被重视起来，而钢琴

学习中非智力因素的培养是十

分有利的。本文认为，少儿钢

琴的学习对于培养其意志、气

质、态度等非智力因素的关系

十分密切。

【关键字】少儿钢琴；意志；气

质；态度；非智力因素

少
儿
钢
琴
学
习

对
其
意
志

气
质

态
度
等

■ 

吴 
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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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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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坚强的意志对学琴的孩子有着特殊的必

要性，这是因为钢琴演奏是一门技艺性很强的表演

艺术，需要付出几年、十几年，甚至更长期不间断

的顽强努力。大部分学琴的孩子都可能由于这样或

那样的原因，而迫使学琴搁浅，以至中止，不能把

学习坚持下来。由此，我们可以认识到学习钢琴的

艰苦性和长期性。这就意味着意志力的培养对学琴

的小朋友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孩子们在初学钢琴

的基础阶段，必须是一步一个脚印地进行扎实、严

格的训练，在演奏技巧、技能、音乐素质等多方面

打好坚实的基础，这是他们能否学习顺利，继续深

造，发挥才智的重要条件。有了坚实的功底，而加

上肯于拼搏钻研的奋斗精神，才可能在学业上取得

突出的成绩，走向成功的道路。“智力的成就在很

大程度上依赖性格的伟大”。学习爱因斯坦的这句

名言，会帮助我们更深一步地认识和理解这个问

题。

意志力的培养需注意从细小环节做起，不放过

任何一个可以锻炼孩子们意志力的机会。

坚持“天天练”是学好钢琴的关键之一，也

是意志锻炼的硬功夫。多少孩子寻找不同的客观原

因而不能坚持每天都练琴，结果给学琴造成不必要

的中断。这既影响了钢琴的学习进度，也影响了对

孩子意志力的培养。坚持天天练，哪怕是只有半小

时的练习，也不要轻易放过，学习就贵在“坚持”

二字了，只要想到同样的十分钟、二十分钟，别家

的孩子玩着时间过去了，而你的孩子在练琴，那他

就比别的小朋友赢得了时间，学到了更多的东西。

家长们一定要充分认识到意志力培养的重要

性，让孩子们从小懂得知识、技能的获得，必须要

有踏实、认真的学习态度和日积月累的艰苦劳动。

实践证明，学琴中意志素质的锻炼，能够带来孩子

在精神气质上的大变化，使孩子显得更加自信与成

熟。越来越多的人们从学琴小朋友的良好个性成长

上，尤其是从学琴孩子上学之后的种种良好表现

上，悟出了学习钢琴远非只是掌握一门技能，而且

还能陶冶情操，磨练品格使孩子们更好地成长这一

个重要的道理。

 

三、少儿钢琴学习对其气质的影响

气质是指存在于每个人自身的、表现心理活动

强度、速度、灵活性等方面具备的既典型又相当稳

定的个性特征。它通过多种心理活动的反应(如活

泼、直爽、沉静、浮躁等等)表现出来。

外向型的小朋友在气质特征表现上的共同特

点是心理活动的表现都比较外露，不加掩饰，表里

如一，精力充沛，热情直爽。初学钢琴阶段，他们

的学习热情非常高，在课堂上比较活泼，富有生

气，反应也比较快，显得聪明、伶俐；在学习的潜

力上这是外向型气质的小朋友所具备的积极方面，

它为孩子们的智力开启，起到了活跃思维、促进学

习的作用。我们知道，在孩子们的成长阶段，道理

需要一个个地明白，好的习惯需要一个个地培养，

只有通过鼓励、诱导、不厌其烦地一点点灌输，像

育种、培苗一样精心、耐心，才能够有好的成效。

坚持“天天练”是学好钢琴的关键之一，也是意志锻
炼的硬功夫。多少孩子寻找不同的客观原因而不能坚
持每天都练琴，结果给学琴造成不必要的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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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针对孩子在气质上的不同特点，采取相应

的措施和方法，根本的一点是要鼓励、支持他们的

学习。一方面要肯定、保持和发扬他们的积极、热

情、好胜的气质上的优点，提出可行的奋斗目标，

这样，不仅能满足他们的求知欲，还能保持他们那

热情、进取的学习情绪。另一方面，要注意改变他

们不踏实、不认真、注意力不集中等等一切不利的

因素。抓住一个“严”字。在耐心说服、讲道理的

前提下严格管理，严格训练，不纵容不迁就，减少

因情绪上的浮躁和不稳定带来学习上的停顿不前，

逐渐培养帮助他们树立踏实、细致的良好学习习

惯，学会自己解决学习中的困难，以不断增强他们

的自信心。同时，我们还应尽可能创造条件，鼓励

孩子们多参加文艺表演和竞赛活动，通过与别的孩

子交流，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

 

四、少儿钢琴学习对其态度的影响

“态度”作为非智力因素，是指一个人对自

己，对别人、对社会、对接触的外界事物的看法和

采取的行动。一个人对待生活有是否正确的态度，

说明他对他人，对社会是否有责任心，引伸到对家

庭、对社会都有一种责任感，这对从小学习钢琴的

小朋友来说也确是至关重要的。要让他们真正理解

学习钢琴不仅仅是一种自我享受，还应当通过自己

的演奏，把真、善、美的艺术奉献给人们，让更多

的人得到欢乐和享受。

学习钢琴同学习其它任何一门知识一样，必

须树立正确的学习态度，才能够热爱学习，富有奋

斗精神。首先，要注意培养孩子对待钢琴学习的认

真、踏实的态度，要他们坐得住，不怕难，才可能

学得进去。学习钢琴还需要讲究科学求实的态度，

不好高骛远，与其他孩子作不合实际的攀比，要一

步一个脚印地努力提高钢琴表演技能。学习钢琴还

要树立孩子学习钢琴的远大志向，启发他们为钢琴

音乐事业奋斗的高度责任感。当然，这种心理品

格的培育不是一朝一夕就可得到，它需要有一个长

期磨练，逐步提高的过程。我们一直认为人们在智

力因素上的差距一般并不太大，但为什么人与人相

比，对人民，对社会做出的贡献却明显地存在着差

别呢？其原因在于他们对生活的态度不同，社会责

任感有高低。孩子们也同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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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杨. 钢琴教育在幼儿智力开发中的作用[J]. 文艺生活：

下旬刊, 2011, (12):117-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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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以往5.7大选后，随着开国以来诸多重

量级领袖纷纷退出内阁，李显龙总理正在带头进

行大改革，并宣称“没有任何一项政策是神圣不

可侵犯或不能动摇的”。新内阁已宣誓就职，一

些新部长大刀阔斧的政策改革马上就成型了。说

到做到，形势一片大好！

与此同时，众多有识之士也纷纷提出了他

们的隐忧和忠告，比如“要尊重民意也要避免

民粹”(５。２７早报社论)，“如何避免掉入民

主政治的陷阱？”(５。２７早报颜国伟)，“不

应让政治上的分歧见解或选举的结果分化国人，

削弱社会的凝聚力”(5.9早报杨松坚)，“不愿意

看到这回的大选会成为一个不好的‘分水岭’，

逐渐让我们的国民分裂，甚至族群撕裂”(5。16

早报吴俊刚)。

的确，蕞尔岛国相对脆弱，建国历史短浅，

再加上半世纪来德治的政绩大大落后于政经法等

治的显著成就，今天的社会一般人们理想迷缺，

意志薄弱，颓废的个人享乐消费主义猖獗，物欲

横流，利欲熏心，坑蒙拐骗，勾心斗角，尔虞我

诈，凶杀暴虐，作奸犯科，离婚率、犯罪率、自

杀率、精神病率、未婚先孕率连环趋高，尤其是

赌场开设后，罪案和冲突无日无之，所以国民素

质和免疫力还远远不是理想中的第一流的。只要

国民德行素质没有质的突破，上述隐忧和危机并

不是危言耸听的。

■ 陈经源

全民齐学弟子规    
ɑɑ共建世界模范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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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退休后，潜心学习了六年多作为优秀传

统文化根基的弟子规文化，我越来越感受到：只

要能与时俱进地活学活用，无论对提升个人、社

会、国家乃至全人类德行和品质，它都是一套威

力无比、极易操作、行之有效而又最科学最有系

统的普世价值观，真是全人类不可思议的文化瑰

宝。经过各地众多仁人志士和大德贤明近十余年

来的无私奉献和竭力弘扬，已经像滚雪球一样，

估计已有数以亿计的人，选择了这种放诸四海而

皆准的、多元种族宗教和文化都适用的弟子规文

化，并终生奉持，走上了幸福美满的人生大道。

无论是硬体或软体，网络卫星或光盘书籍，有关

这方面的论著、讲解、教学心得和介绍，已成篇

累牍，汗牛充栋，随手可得。在新马，华英巫多

种语文的版本也已广泛流通。

际此李总理已带头吹起改革号角，并充满睿

智地宣示朝野必须找到合作平台，我谨此建议：

在进一步完善原已政绩显著的物质建设的基础

上，以全民齐学弟子规文化、在德治绩效和国民

素质上取得质的突破，由政府主导朝野全民共建

一个物质建设第一、德治第一从而人民幸福指数

也第一(目前世界155个国家中新加坡只排名第81

位)的世界模范国家，作为“凝聚民心、打动民

心的理想”(5。27早报颜国伟)，也是朝野全民

大团结的大平台，大改革的核心和杠杆。

为了取得上行下效、立竿见影的实效，由李

总理率领全体部长议员，各部门首长，在野党领

袖及社群与宗教领袖，共同参加全民共学弟子规

文化的誓师大会，公开朗读(以中／英语)，并学

习弟子规，由媒体广泛报道。

由新上任教育部长倡导，全国院校(包括幼

儿园)全体师生，每天花上5至10分钟，长期薰

习弟子规。学校也可同步开展多姿多采的弟子

规文化家长学习班，方便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

的互动互补。

有几十万莘莘学子在校天天学弟子规，口碑

相传，几十万个家庭必深受影响，社区对弟子规

文化了解和学习的热情也必定高涨，各相关政府

部门可趁势推动基层组织、联络所、民间团体、

文化团体、图书馆、宗教机构等，同时开展社区

弟子规文化学习班和论坛。

新闻、通讯及艺术部长也可倡导所有的媒体

天天拨出足够的时段／版位，大力报道、介绍和

讲解弟子规文化。

贸工部和人力资源部也可联同各个工商团

体和职工会，倡导所有企业和公司的领导，把

属下的企业和公司，当成一个现代的大家族，

按照弟子规文化来经营管理(北京的胡小林是最

佳典范)。

70年代，英国著名历史哲学家汤恩比教授

下了这样的结论：要解决21世纪的人类社会问

题，唯有中国的孔孟学说和大乘佛法。80年代

世界诺贝尔奖得主在巴黎大会上也一致议决：人

类只有回到2500多年前的孔子，才能找到继续生

存之路。孔孟学说和大乘佛法博大精深，浩如烟

海，弟子规文化却是它们共通的根，共通的起点

和精华，乃至于道家文化、基督教文化、回教文

化及其他文明，也是如此。

全民齐学弟子规，共建世界模范国家，构建

朝野全民团结大平台，看起来好象高不可攀的乌

托邦。但是，只要大家发大愿，有大决心，又肯

虚心学习，再加上几代人已为岛国创造了得天独

厚的优异条件，不但可以成为世外桃源和人间净

土，要发挥榜样的力量，成为全人类免遭自我毁

灭的指路明灯，也不是天方夜谭、痴人说梦。

这才是政治的大智大仁大勇。“数英雄人

物，还看今朝！”岛国人才济济，高瞻远瞩的

大勇者已开始涌现—李总理已给大家开了个

大好头！

愿全民共勉之。

	 作者是培群学校前校长
	 华文教师总会前会长
	 写于2011年6月1日
	 修于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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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18日，海南省人民政府为立于海南

省海口市滨海大道海南(海口)青少年科技公园广场

的《琼崖华侨联合总队回乡服务团》和《南洋华侨

机工回国服务团》两座纪念雕像举行了简朴而隆重

的的落成仪式。已93岁和89岁高龄的琼崖回乡服务

团成员何秀英、何佩玲两位当年的抗日女战士，当

年的南侨机工、现今95高龄的张修隆先生、以及多

位南侨机工和琼崖回乡服务团的后代，上百名各界

代表参加了落成仪式。海南省副省长陈志荣在仪式

上致辞并表示：海南省人民政府修建这两座雕像，

就是要缅怀广大华侨的丰功伟绩，继承和弘扬他们

的爱国精神。至此，从我开始构思到雕塑的落成，

历经两年多。其间几易其稿，感受良多。

铭记抗战历史功绩
弘扬华侨爱国情怀

━记《琼崖华侨联合总队回乡服务团》和《南洋华侨机

工回国服务团》两座雕塑的创作历程

■海南省雕塑艺术学会会长 陈学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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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多年前，当祖国面临日寇入侵，狼烟四

起的危难时刻，大批旅居东南亚的爱国侨胞，响

应华侨领袖陈嘉庚的号召回国加入抗战的行列，

从而成就了中国华侨回国抗战服务这段可歌可泣

的辉煌历史。我作为一名炎黄子孙，对琼崖华侨

回国服务团和南侨机工们的爱国义举向来由衷敬

佩，早就希望能有机会创作反映爱国华侨抗战题

材的雕塑，以缅怀广大华侨先辈英杰们的爱国情

怀和丰功伟绩。

2010年10月，我正在上海世博会 “宝钢大

舞台”举办个人雕塑展。期间，意外接到中共海

南省委党史研究室许达民副主任的电话,他告诉

我说海南省政府将要建立两座华侨雕塑，目前

正在征稿投标当中，由省委党史研究室、省地方

志办公室和省外事侨务办公室共同负责。当时我

在世博会的个人雕塑展还没结束，人在上海，前

后还有很多事务需处理，分身乏术。但许达民副

主任连续三次打电话邀请我参与此项目的创作投

标，我被他的真诚所感动，决定试一试，于是在

上海便开始搜寻资料及初步构思。

回到海南，我马不停蹄地去省图书馆

和党史办寻找和借阅有关琼崖华侨回国

服务团和南侨机工的各种文献资料，并

积极征求党史专家的意见，进一步拓宽

自己对琼崖华侨回国服务团和南侨机工

历史的了解和认识。

我在创作《琼崖华侨联合总

队回乡服务团》雕塑小稿前，

已阅读了不少相关的史料。为

了取得更为真实的第一手材

料，多次想去采访现住

在海南的原琼崖华侨

回乡服务团的何佩玲

老人。但是很遗憾，

几次计划均因为何佩

玲老人身体不好，不便

拜访而未能成行。没能听到琼崖华侨回乡服务

团前辈的亲身讲述，我于是转而采访了琼崖华

侨回乡服务团成员的儿孙辈们，取得了许多有

价值的信息和建议。琼崖回乡服务团为争取琼

崖革命胜利曾起到重大

作用和立下不

朽功劳，在众

成员中，有的

年纪尚轻就壮

志未酬身先死，

有的历尽硝烟

终迎来革命的

胜利，他们

为琼崖人民

取得抗战胜利

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把青春和生命献给了琼崖

革命。因而，我思索着要表现琼崖服务团成员们

的群体丰采，而不仅是单个人。首先，我总结归

纳他们有三大分工：一类主要作组织和宣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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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一类负责后勤及战场救护工作；还有一类

扛枪打仗成为英勇的战士。其次，这是一个在

海岛上发生的革命。我怀着这些想法征求了时

任海南省党史研究室主任梁振球和副主任许达

民的意见，并获得了他们的一致赞同。雕塑于

是采用三个人构图，代表琼崖华侨回乡服务团

的三类人群。并且，寓意三人成“众”，众志成

城。中间一人居高，左右两边人物稍低紧随其

后，形成一个“山”字形，寓意他们爱国爱乡

的精神如山一样崇高，抗战必胜的信念如山一

样坚定。雕塑的下部刻画出海浪，反映出海岛

革命的地域特征。

谈起我对南侨机工的印象，眼前便浮现那张

抗战时期拍摄，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滇缅公路照片

《24拐》。最深刻的有两点，首先是南侨机工们

运送抗战物资的车队，其次是那崎岖艰险异常的

滇缅公路。南侨机工们在我心中也如大山般高

大，因此我在出设计小稿时，把南侨机工雕像整

体设计成一座拔地而起的大山。雕塑的上部分塑

造的两位半身人物表现了南侨机工中的两个主要

分工，一个是汽车司机，另一个是汽车修理工。

右边的人物手里拿着一件发动汽车的手动拉缸，

代表了他的司机身份；左边的人物手里拿着一把

扳手，代表他的汽车修理工身份。雕塑下部分重

点表现弯曲陡峭的盘山公路和车队。弯曲的山路

寓意了南侨机工坎坷而壮美的人生。人物设置在

路的尽头，山的顶端，比喻英魂升华，满腔热血

已与山与路与车融为一体。

2010年11月，在省党史研究室和省外事侨

务办组织的投标作品第一轮评审会上，专家评委

们经过讨论，最终认为我设计的两座雕塑方案不

仅把华侨们的爱国情怀、艰辛以及历史特征等很

好的表现出来，而且气势磅礴，耐人回味，于是

获得一致通过。

2011年1月17日，由省住建厅主持的第二轮

方案评审会在海南举行，出席的评委有省党史研

究室、省外事侨务办、省住建厅、省团委、市团

委、市园林局、市规划局等单位的领导和专家以

及海南省美术家协会、海南大学、海南师范大学

的美术专家，还有部分老干部和华侨服务团的后

代代表等等。经过大家认真探讨，我设计的两件

雕塑设计稿再次获得好评并一致通过。

一系列的前期工作完成后，我开始着手两座

华侨雕塑群像中稿方案。我一直认为，在雕塑落

成前的每一刻，都需要不断地研究琼侨回乡服务

团和南侨机工的历史，认真对待各方面的意见，

以便不断地完善雕塑创作。广州曾是我求学过的

地方，那里有我很多高水平的老师和雕塑界的朋

友。于是，中稿创作我决定放在广州完成。在那

里，我可以边创作，边与前辈同行商榷。中稿完

成后，得到了我的两位老师，广东著名雕塑家

李炳荣教授和凌镇威教授的现场建议和认可，

而后我拿着这些泥稿的照片去征求我的恩师、

国际石雕大师曹崇恩教授的意见，同时，我还

征求了中央美术学院著名教授曹春生先生的意

见，收益颇多。

在创作2米高的《琼崖华侨联合总队回乡服

务团》的中稿时，我创作的雕塑中间的人物原本

面容比较清瘦，以示战争年代革命工作的劳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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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辛。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许达民看完这泥稿

照片，提议希望把这形象改动一下，改成接近琼

崖回乡服务团团长符克的形象。我认真考虑许主

任的意见，认为这样也有道理，并不有悖我创作

的初衷。于是，我认真地研究了符克的照片，把

做好的泥稿推翻，重新创作，完成后的泥稿中既

有符克的精神面貌在内，但又不是符克的肖像。

我这么处理，目的是想唤起人们对以符克为代表

的服务团的深刻记忆。雕塑中的女医护人员参考

海南妇女的形象，我有意把发型刻画成当时时髦

的电发，因为不少琼崖服务团的女同志在回国前

家里经济状况都很好，还有不少人带着很多财物

回来，捐献给祖国的抗战事业。虽然参加抗战服

务团的女性都非常年轻，但战争环境会给人历练

并很快磨去稚嫩，于是刻画雕塑中的女性相对成

熟，并且，成熟的女性也会让人感觉在救护方面

更加周到细致。此外，该女性雕塑的姿势动态相

对较大，很不好把握，为求准确在创作的过程中

还专门请过多个模特来比对参考。

2012年春节，我的雕塑作品《琼崖华侨联

合总队回乡服务团》和《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

团》中稿，在海口市万春会“第六届凌博精品雕

塑展”上展出，受到观众的广泛赞誉。我也特别

邀请省党史研究室、省地方志办公室和省外事侨

办的领导莅临展览现场指导。期间，恰逢“海南

省南洋华侨机工历史研究会”在海口成立，我应

邀参加成立大会。在那里，我很荣幸认识了健在

的南侨机工吴惠明老人和 张修隆老人以及海南南

侨机工的后代和云南来的“南侨机工及眷属联谊

会”多位南侨机工后代。这真是我最大的收获，

我欣喜地邀请南侨机工的后代们去万绿园观看南

侨机工雕塑。他们给我提了很多宝贵意见和建

议，对雕像的最后定稿帮助不小。

为了更好地贴近事实，激发灵感，完善南侨

机工的雕塑创作，2012年3月开始，我专程赴海

南琼海和云南省各地以及滇缅公路边境进行专题

采风。我前后拜访了海南琼海中原镇93岁的南侨

机工吴惠民老人(海南省南侨机工历史研究会会

长陈钟儒先生陪同)、云南昆明94岁的南侨机工

罗开瑚老人、云南宝山99岁的南侨机工翁家贵

老人和云南的“南侨机工及眷属联谊会”的成

员。3位当年的抗战老机工得知海南省政府要建

立南侨机工纪念雕塑都感到特别欣慰！对于雕

塑的创意他们也都表示满意。采访期中，他们

多次给我讲述了当年的往事，回顾了在祖国受

侵、山河沦陷的危机关头，机工们如何积极响

应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的号召，从南洋回

国参加抗日的种种难忘的经历。虽然我已读过不

少有关南侨机工的抗战史料和记载，但都不及亲

耳聆听他们的讲述感受深刻。与三位老机工的接

触，让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在中华民族危难的

关头，南侨机工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在极其艰

难的条件下，运送了45万吨的抗战物资，使滇缅

公路成为“抗战的生命线”。他们为抗日战争的

胜利做出了不朽的贡献，是值得我们世世代代铭

记的民族英雄。

采访中，我特意询问3位老人，南侨机工平

时的生活细节和衣着仪表。他们告诉我，南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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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工们大部保留着海外生活时的习惯，很在乎

礼节及个人仪表，平时很多人衣着整洁，头发

都梳的很光亮。南侨机工们有统一派发的美式制

服，尤其是美式船型帽。此外，我详细询问了老

人们有关滇缅公路的情况以及发生在怒江和惠通

桥的重大事件，得知滇缅公路还有一个特定的艰

险点，机工们都叫它“鹰嘴崖”。机工老人们还

告诉我他们很喜欢《告别南洋》这首歌，他们当

初是唱着这首歌回国参加抗日的。此时，我记起

了所读过的文献都有描述，很多留在国内的南侨

机工临终前都在哼着这首曾经伴随他们走上抗日

战场的中国民歌。

记得刚到昆明的时候，我应邀观看了“南

侨机工及眷属联谊会”组织的话剧节目《南侨

机工》的彩排，演员们全部都是南侨机工的后

代及家属。演员虽然非专业，但表演却很真情

很有感染力，使我

加深了对南侨机工

事迹的了解。观看完

表演后，我和各位南

侨机工的后代一起座

谈，并展示南侨机工

的创作照片和创意，

征求机工后代对纪念

雕塑的意见。大家提

出的较普遍意见是，

南侨机工们当时很年

轻，应戴上船形帽。

随后，我去了昆明西

山参观了南侨机工纪

念碑，和南侨机工历

史纪念馆，认真观看

每一副历史图片和文

字说明以及每一件历

史文物，努力寻找对

我创作有用的资料。

在昆明采访过南

侨机工罗开瑚老人

后，我提出希望沿

着英雄们的足迹，

亲自体验一下滇缅公路的艰险。“云南南侨机

工及眷属联谊会”的会长徐宏基先生、副会长

陈田玉女士和成员们非常重视我的这次采风，

给了我很多支持和帮助。联谊会的骨干张云鹏

先生为我们当向导，他的父亲张智源曾是当时

具有少校军衔的南洋华侨先锋运输大队第二中

队的中队长。被众人尊称为“刁哥”的刁文化

先生亲自为我们驾车，他年近70，身体很好，精

力充沛，很乐观，非常热心，大家都说他是滇缅

公路的活地图，因为他从小就随父亲开车跑过无

数趟，对路况很熟悉，他的父亲蔡长梨是从马来

亚第九批回国的南侨机工。我们在颠簸崎岖的滇

缅老公路上行车近10小时，一路上，有我夫人的

陪伴协助，加上张云鹏老师和刁哥为我讲述他们

父辈的抗战历史，使得这采风之路非常精彩。当

我们驱车到滇缅公路的一急转弯处，刁哥停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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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我们走出车外，看到公路下方是万丈深渊。

张老师告知我，下面就是怒江，当年有很多不知

名的南侨机工在滇缅公路上不幸翻车坠落，把年

青的生命献给了这条抗战生命线，而南侨机工邱

九良就是从这个地点坠入怒江。我们举行了简单

的拜祭仪式，表达了对烈士最为崇高的敬意，随

后，我情不自禁，大声对着怒江喊：“邱九良，

您安息吧！您的英名以及您的丰功伟绩会永远铭

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您安息吧！海南省政府将

在美丽的海口市建立一座大型的南侨机工纪念雕

塑”。此处还有一个神奇的传闻，据说不少人经

过这一地点，对着怒江高喊邱九良的名字，常会

看见一股白烟袅袅从怒江上升起。张云鹏老师说

自己亲历过，还说他前年带着中央台纪录片频道

摄制组来时，随行人员也经历过。刁哥说他之前

听说了，他一点都不相信，但他后来也亲身经历

了。可惜，那天我没有看见任何白烟，我猜想，

或许是邱九良先生在天有灵，听到了南侨机工的

纪念雕塑要建起来了，而得到了告慰。

在保山拜访过南侨机工翁家贵老人，我们继

续前行。来到滇缅公路(中国段)六百公里处的惠

通桥边，这当时是滇缅公路的咽喉，让我们也近

距离地感受到桥下面汹涌的怒江。离开惠通桥不

远，就到了鹰嘴崖，这是滇缅公路上南桥机工口

中最为险峻之处，如今已修缮宽敞。但当年，南

桥机工驾驶满载军用物质的吉姆卡车经过时，鹰

嘴崖下修建的路面窄得只能承载汽车半边轮子，

而另外半边轮子要压在临时放置的树干上才能

经过，其艰险程度难以想像，难怪老机工们对

此铭记终生。

行程最后，我们来到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

自治州最南部(与缅甸为邻)的畹町市，直至饱经

沧桑的畹町桥--滇缅公路(中国段)的终点。我们

拜访了住在畹町的南侨机工后代叶晓东先生，

听他讲了很多惠通桥被炸断后，他父亲陈团圆

(第二批回国的南侨机工)的遭遇以及很多南侨机

工滞留在桥那边的故事，英勇而壮烈。接着，他

又带领我们去参观了畹町南侨机工纪念碑，建于

畹町之巅，碑体总高16米，左有南侨机工英名

录，右有纪念碑记，后有详说历史的浮雕长廊。

从云南采风回来，我的收获颇丰，我反复斟

酌并决定把南洋机工雕塑的方案深化修改，把反

映南侨机工主题的重要元素体现在雕塑上。我把

左边的修理机工由原来的便装改为工装，右边的

司机机工戴上船形帽，两人的面容变得更加年轻

俊美，因为南侨机工那段历史就是爱国华侨青春

身影与热血激情辉映的缩影。雕塑底部增加了湍

急的怒江以及翻倒在怒江里的汽车残骸、曾经唯

一连接怒江两岸的通道惠通桥、无法忘却的天险

鹰嘴崖；在雕塑的左侧刻画日寇飞机在滇缅公路

上狂轰滥炸的场景；在雕塑的右侧，加上《告别

南洋》这首田汉创作、聂耳谱曲，机工们耳熟能

详的歌词(部分)；而后，我又在雕塑背面上方刻

上当年颁发给南侨机工们人手一枚的“南侨机工

回国服务纪念章”以表达对他们的永恒怀念。

另外，我把两座雕塑高度都调至7.7米，寓

意“七七事变”，抗战爆发，海外赤子，精忠

报国的情怀。

我把修改后的方案拿给省党史研究室，征求

他们的意见。得到梁振球主任的首肯。他说修改

后的方案很好，更加全面了。他强调，我们就是

要尊重历史，还原历史。

中稿方案修改好后，我花了三个月的时间，

进行泥稿1：1放大。我把前期到云南等地采风的

所有收获一一注入南桥机工泥稿创作当中。《南

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雕塑大稿完成后的效果

比起中稿，令人思绪万千，在山一般英魂的周

围，车队、怒江、鹰嘴崖、惠通桥等线索无不

让人想起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那条用青春铺

就的抗战生命补给线。

紧接着，《琼崖华侨联合总队回乡服务团》

雕塑的大稿也在征集各界意见后仔细推敲，同样

历经三个月反复修改并顺利完成。我把代表负责

组织和宣传工作的华侨形象置于雕塑的中间：他

居高远眺，深思熟虑，眉毛微颦，双目中似乎已

满浸家乡被侵占的焦虑和愤怒；他穿着西装，头

发梳得整齐，手里抓着当时南洋流行的风帽，这

些符合当时南洋华侨的身份和特质。在他的左

边，是一位美丽、坚定的女性医护人员形象，她

面带微笑，身着那个年代的立领单襟衣裳，肩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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挎着方形药箱，双手分别紧扶肩带和药箱，一只

脚踏向前方，一只脚隐没在山崖中，仿佛时刻做

好准备救护受伤的战友。雕塑靠右的人物，表现

的是目光刚毅，手握步枪，历经日晒雨淋，面容

沧桑的战士。当海风吹起，他的衣衫敞开露出健

美的胸腹肌，这一方面表现了海南的炎热气候，

另一方面也展示了人体美，其中的力度感渗透出

必胜的信念。雕塑下方刻画的海浪，与他们高大

身影构成的“山”形相辉映，不禁让人联想起琼

州大地无限美好的山山水水，渗透出华侨英杰们

为捍卫琼崖人民民族独立和解放而远渡重洋回乡

抗战的决心。对于雕塑中所出现的南洋风帽、药

箱、枪、衣服等，我都以符合史实为准，经过认

真查对和反复考证才定稿。

最后，简单说下两座雕塑的制作，从技术上

主要分四大步骤进行：第一步是设计小稿，重点

是构图和创意，很多细节刻画可以暂时忽略；

第二步是按比例放大，创作泥塑中稿，有2.3米

高。这步骤很重要，工作量剧增，必须当做一

件完整的作品来完成，否则，会影响下一步的

创作。泥稿完成后还要经过翻制石膏模，然后

再用这件石膏模具翻制成玻璃钢模型，然后经

过打磨、修补、上色后才能成为中稿；第三步

是1:1创作泥稿，以中稿为模型放大至7.7米 。

这一步最复杂，工程量和创作量都很大。每一

步骤创作的好坏，都关系到成品石雕的最终效

果，因为石雕是要根据这1:1的泥稿，再翻制成

玻璃钢的模型来制作。第四步骤，即雕刻石像，

这一步最关键，时间长也最艰辛。因为石头雕刻

都在室外完成，必须长期顶着烈日风雨而作业。

在设计之初，我就选定石材为新会红花岗岩，因

为这种石材很特别，质地细密又很耐看，阳光下

泛着红光，对于表现爱国主题最为合适。石头雕

刻在广州进行，总共雕刻了6个月。完成后的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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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学博，国家一级美术师，海南省雕塑艺

术学会会长，英国雕塑艺术硕士。海南省有突

出贡献的优秀专家，海南省工艺美术大师。中国

雕塑学会理事、中国工艺美术学会雕塑专委会委

员、中国城市雕塑家协会理事。中国民主同盟中

央文化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美术院理

事、中国民主同盟海南美术院常务院长、中国民

主同盟海口市委员会副主委。海口市政协委员。

个展：

•• 2010年，在上海世博会举办个展：“陈

学博雕塑展”；

•• 2011年，在美国亚利桑那州举办雕塑

展；

•• 2014年，在海南省博物馆举办个人雕塑

展

•• 近两年主要创作的城市雕塑作品有：

•• 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和《琼崖华

侨联合总会回乡服务团》统称“华侨回国

抗战纪念组雕”(花岗岩ň均高7.7米，海

南省人民政府立ň荣获2013年“全国优

秀城市雕塑建设项目”优秀奖)

•• 绽放》(不锈钢ň2014年ň落成于新加坡

德景中学ň高3.5米)

•• 侨光》(铜ň高4米ň立于海口市万绿园

ň2014年)

•• 友谊之门》(不锈钢ň高4米ň立于海口

市万绿园ň2013年)

•• 海南英雄谱》(花岗岩ň高5米)立于海南

白沙县城；

•• 琼崖纵队》、《解放海南》(花岗岩ɑ均高

5米••立于海南省军区•2013年)

•• 邱浚》(铜ň高3.5米ň立于海口市中介

路)

•• 海瑞》(花岗岩ň高4.5米ň立于海口市

文庄路)

•• 大爱无疆》(锻铜•4.5米•落成于海南(海

口)特殊学校)

座石像重约200吨，从广州运回海口，又在安装

现场精雕细琢了1个多月。

《琼崖华侨联合总队回乡服务团》和《南洋

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两座纪念雕像前后共花了

两年多时间完成。期间，还克服资金不足等重重

困难，使雕塑得以顺利完成。过程虽然很辛苦，

但每每想起能够为弘扬华侨先辈的爱国情怀和丰

功伟绩做点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一偿多年夙

愿，不禁也乐在其中。

(转载新闻报道：近日，全国优秀城市雕塑

建设项目评选结果揭晓，海南著名雕塑家陈学博

创作的《华侨回国抗战纪念组雕》喜获•“2013

年度全国优秀城市雕塑建设项目”━“优秀

奖”。这是海南省唯一获得此项全国优秀奖的

城市雕塑作品，全国共有28件雕塑作品获得该奖

项。该奖项由住建部主管，全国城市雕塑建设指

导委员会举办，是目前国内级别最高、最权威的

专业城市雕塑评选活动。

报道称：雕塑家陈学博创作的《华侨回国抗

战纪念组雕》由《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与

《琼崖华侨联合总会回乡服务团》两座红花岗岩

雕塑组成，前后历时两年时间完成。2013年1月

由海南省人民政府立于海口市滨海大道的海南(

海口)青少年科技公园广场。两座雕塑均通高7.7

米，寓意“七七事变”抗战爆发，海外赤子精忠

报国。该组雕塑深刻表现了七十多年前，当祖国

面临日寇入侵，狼烟四起的危难时刻，大批旅居

东南亚的爱国侨胞，响应号召回国回乡加入抗战

的行列，从而成就了中国华侨回国抗战服务这段

可歌可泣的辉煌历史。

《华侨回国抗战纪念组雕》的落成及获奖让

美丽椰城海口增添了一处独具特色的人文景观，

让更多的人通过雕塑了解并铭记南洋华侨机工

与琼崖华侨回国回乡抗战服务的历史功绩，为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海口市增添了一张厚重亮

丽的城市名片。

2015-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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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员理事陈垂良

前言

中国第一部民谣歌集叫《诗经》，成书时

间大概是在公元前600年左右，所收集的民歌民

谣大概是从公元前1100年到公元前600年间的作

品。收集区域主要是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汉水

一带。经由孔子的弹唱(“诗三百，孔子皆弦歌

之”)后，选了305篇编辑成书。风、雅、颂是

《诗经》的三大板块。宋代语言学者郑樵在他的

代表作《通志·点序》中说：“风土之音曰‘风’，

朝庭之音曰‘雅’，宗庙之音曰‘颂’。海南

岛的原始居民在商周时期就开始从事各种生产活

动，开创海南岛的文明，自然也产生了丰富的优

秀的歌谣。可是，因为地缘的关系，《诗经》里

并没有海南的歌谣。随着秦朝划海南为象郡属

地；西汉元丰元年(公元前110年)设珠崖郡、儋

耳郡；到了西汉末年，却放弃珠崖、儋耳二郡，

对海南岛采取遥领统治政策，接下来经魏晉南北

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国民→新中国

(1949)→建省(1988)⋯⋯。明朝开始，琼州隶属广

东省，治所在笔者的老家琼山县(1994年升格为琼

山市，2002年划入海口市，笔者今为海口人矣。)

一直到1988年海南建省。这样随着中原文化千百

年来的南流，海南也有了海南的风雅颂。

海南之“风”

正如“前言”中所引述的宋代语言学者郑樵

在《通志·点序》中所说的：“风土之音曰‘风’

而海南的‘风’非常丰富，因为海南除了汉族

外，还有黎族、苗族、回族等，所以海南之风就

有了汉风、黎风、苗风等的民间歌谣。例如，新

加坡人所熟悉的黎族歌谣《五指山歌》：五指山

咧五条溪哩，

你知哪条流水多罗？

你知哪条流出海？

你知哪条流回来？

又如，新加坡人很陌生的苗族歌谣《唱山

歌》：⋯⋯

一世住在愁堂里，千年万岁无珠游，

(我们村从来没有客人来)

今晚天托玉珠落，放心欢喜篆来朝。

(今晚你来了我们很高兴)

住在愁堂不知事，人传官马入愁乡；

(我不知道，听说有客人来)

也望灵仙转落鉴，且望庙门开任游；

(客人不必有顾虑，尽情歌唱)

坐落台前无般唱，千方思了无方良，

(我们天天在家里很无聊)

今晚得闻天仙落，放心欢喜篆来朝。

(今晚听说有客人来，我们很开心)

转入庙门烧香献，望仙落鉴朵香烟，

(我们来唱歌，希望客人也配合)

官人骑马入乡里，马铃亮远到天心。

(听说你很会唱山歌)

⋯⋯⋯⋯⋯⋯⋯⋯

海南风、雅、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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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的海南人最熟悉并且能琅琅上口的当

然海南岛的汉族歌谣，因为新加坡的海南人的先

辈绝大多数海南岛的移民。笔者自2008年就在海

南会馆开办《海南歌谣诗词吟班》至今已七年，

全以海南话之文读、白读及训读等发音教导歌谣

及唐诗宋词，略计百首之多，也曾多次在海南会

馆礼堂作公开演出汇报。

汉族海南歌谣深受中原唐诗宋词的影响，讲

究押韵，宽求平仄，例如这首大家所熟悉的《鸡

仔吱吱无母带》。因为是民间歌谣，可用白读或

训读(有音无字)。现在笔者以1960年9月广东省

教育行政部门公布的〈海南话拼音方案〉白读或

训读给这首歌谣拼音：

鸡    仔    吱    吱    无    母    带  (押韵)

goi1  gia3   zi1    zi1    vo2   mai3  sua1

 自    己    讨    吃    自    己    大  (押韵)

ga1   gi1    ho3   zia5   ga1    gi1  ddua1

自    己    爬    虫    来    饲    嘴

ga1   gi1    be2    hang2  lai2   si1   sui4

自    己    出    毛    来    遮    寒  (押韵)

ga1   gi1   sud7   mo2   lai2    zia1  gua2

韵脚的要求还是相当严谨，这首歌谣只有四

句，每句七个字，类似七言绝句，第一、二、四

句押韵，第三句无需押韵。

鸡仔(仄)吱吱(平)无母(仄)带(平)，

自己(平)讨吃(仄)自己(平)大(平)，

自己(平)爬虫(平)来饲(平)嘴(平)。

自己(平)出毛(仄)来遮(平)寒(仄)，

海南话有8个声调，第1，2声相当于古调的

“平”声，也就是标准华语的第1，2声(阴平，

阳平)，以上扬长挫腔调吟唱；第3，4，5，6，

7，8声则相当于古调的“仄”声，既是标准华

语的第3，4声(上声、去声及古调中的入声)，

以抑顿腔调吟唱，从而达到抑扬顿挫的效果，

只是平仄的要求不很严格。除了占大多数的七

言之外，还有五言，三七言和四五七言，基本

上要求按照格律创作，在实际创作过程中，为了

迁就字义，破格是常有的。不过，儿歌则只需押

韵，不要求平仄，而且不一定得唱，朗诵或快板

数读就可以了。

海南歌谣的吟唱调称之为“海南调”也

叫“四句调”，但是因为居住地区或县市的不同

而在音韵、腔调、唱法和个别字的发音也不尽

相同，如海口、琼山、文昌、乐会、琼海等县都

有些不一样。现在笔者将童年的记忆整理其调如

下：

 

4/4 拍

5   2   5   6   5   |   2    2    3    5  －   |

鸡  仔  吱   吱            无   母         带，

 

5   5   2   5   6   |    5   5     5    5  －   |

自  己   讨  吃            自   己          大，

5   5   6   5   •   |   5      5     6   －     |

自  己   爬  虫           来      饲     嘴，

3   3   5   2    •     |    1   •    2   5  5  3  2 － ||

自  己   出  毛            来         遮        寒。

本曲调式简单，容易上口；旋律优美，深受

欢迎。不过，这只是基本调式，歌者可以根据

个别歌谣的内容、情感、氛围以及在第二四六字

的平仄作适当的调整来唱。还有一点必须说明的

是：因为本首歌谣流传甚广，所以内容方面，个

别县市区域有所差异是很自然的，很多歌谣都会

这样，其他民族的歌谣也不例外。

海南之“雅”

就如“前言”中所引述的宋代语言学者郑

樵在《通志·点序》中所说的：“朝庭之音曰

‘雅’”，“雅”又分“大雅”、“小雅”，尤其

是小雅，可以视作小贵族、士大夫及文人的创

作，后来更发展成骚、赋、诗、词、曲等。千百

年来。随着中土文人文化源源灌溉海南，也孕育

了不少杰出的文人，“雅”了海南， 如：丘浚、

王佐、海瑞、张岳崧等海南四大才子，还有掌教

琼台书院的乾隆进士谢宝等。下面就介绍丘浚的

《五指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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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峰如指翠相连，撑起炎荒半壁天。

夜盥银河摘星斗，朝探碧落弄云烟。

雨霁玉笋空中现，月出明珠掌上悬。

岂是巨灵伸一臂，遥从海外数中原。

第一句描述五座青翠的山峰，就像五根手指头一样。第二句说海南岛是一个炎热

的荒凉之边地，五指撑着半边天。第三句形容伸出的五指在银河里“盥”洗后要摘下

星星，大意是指以盘水沃洗。第四句的“碧落”是道家指天空，“弄云烟”是比喻五指

把玩着缭绕的云烟。第五句的“玉笋”比喻丽秀得如玉笋的五峰如玉笋般耸立空中意

境。第六句，到了夜晚，月亮像明珠般在五指之中。第七句的“巨灵”是山神名；难

道是巨灵伸出的一肢手臂？第八句说五指的手臂手指点着中原的风流人物，写出了

五指山的不凡，写出了海南人的傲气。看官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到海南会馆礼堂

的墙上看。同时，《海南歌谣诗词吟唱班》也以海南文读发音吟唱并公开演唱过。

接下来，笔者还要介绍谢宝的《观稼亭》：

浮粟留名胜，芳游我惯经。

头怜新月白，眼对旧山青。

多稼分千亩，双泉共一亭。

为怀春梦客，把酒话沧溟

这首诗已用作琼剧《搜书院》的序诗，由王黄文吟唱，是难得一听的海南话文

读发音吟诗腔，看官如果有兴趣的话，不妨找来听听。

前面说过，吟唱歌谣要用白读或训读以保留地方特色，而吟唱诗词古文必需

用文读。海南话、福建话和潮洲话同一语系，而且都是八个音，海南话和福建话

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除了文读、白读、训读之外，都多了个诗词古音读法(中

原音)。文读、白读、训读在当今的一般方言字典里还可以找到注音，而诗词古音

就未必找得到了。福建诗词古音在台湾不难听到，因为台湾还有闽南语诗词吟唱

文化活动而且很活跃；海南古音在海南岛却很难听到。笔者从1981到2005年间，

几乎每年都回海南岛，就是没机会听海南话诗词吟唱，只能在戏曲《搜书院》和

《红叶题诗》等名剧中听得一二。笔者至今已十年没返乡了，不知道海南岛现在

有诗词吟唱活动了没有。

海南之“颂”

诚如“前言”中所引述的宋代语言学者郑樵在《通志 · 点序》中所说的：“宗庙

之音曰‘颂’”。“颂”也分周颂、鲁颂和商颂三部分，是古代可以伴舞的祭祀乐。

据说《诗经》的古乐谱都已毁于秦时的“焚书坑儒”，现代所用的曲谱，多数是宋、

元、明、清各代补作的。宋朝元祐元年朝庭举行隆重的祭祀：

皇天浩浩，日月不息，圣德融融兮，威服四夷，上下和畅，时节不移，神州感

恩，舞我羽衣，风调雨顺兮，丰我兆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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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颂”庄严磅礴，唱来感神人，动天地，有机会才给宗亲们示范示范。笔者粗学了一些道乐如：

净心神咒、澄清韵、虚步韵等。从2007年至今，每年有幸为南洋孔教会的孔诞庆典当祭司，并以“颂”

的吟唱腔恭颂祝文。笔者去年有幸(2014年)在本会的春秋两个祭典上以海南话为我族始祖恭“颂”祝

文。祝文行文精彩绝伦，不知是哪位我族前辈之手笔。为了方便后辈学习，笔者现在就将祝文全文以

海南话拼音法拼写如下：

物  本 乎 天   人 本 乎 祖   典  重  丞  赏   感 深  霜 露

vud8 bun3 hhu1 hin1   yin3 bun3 hhu1dou3   ddin3 ddang5 deng2 diang3  gam3 sim1 duang1 lu5

伟 哉 吾  族   溯 源 虞 帝   胡  公  受  封   因 国  为 氏

ui2  dai1 ngu3 dog8   duag7 yuan2 yi2 ddi4    hhu2  gong1 diu5 pong1    in1  gog7  ui3  di5 

以 备 三  恪   上 奉 舜 祀   累  代  侯  王   自 周  传 继

yi3  bi5 dam1 hag6   suan2 pong5 dun6 se5    lui3  ddai5 hhou2 uang2   se5  ziu1 suan2 gi6

完  公 相 齐   卜 昌 五 世   木  本  水  源   支 派  蕃 衍

yuan2 gong1dio4 si2    bag7 sang1 u6 di4      mog8 bun3  dui3 yuan2   zi1  pai4  pan1 yin2

至 于 东  汉   三 十 六 传   太 丘  实   公   得 郡 颍  川

zi4  i1 ddong1 hhan4  dam1dab8 log7 suan2   hai4  hui1 did8  gong1  ddid7 gun5 yeng4 suan1

政  绩 卓 著   誉 满 瀛 寰   泽 及  黎   庶   感 动  苍 天

zeng4 zid7 duag7 zi4   yui5 muan3 yeng2 hhuan2 zeg7 hib8  li2    si6   gam3 hang5 sang1 hin1

渡 琼  始 祖   植 根 南 疆   立 言  立   德   名 载 史  纲

ddu6 heng2 di2 dou3    zeg7gin1 nam2 giang1  lib8 ngin2  lib8  ddeg7  meng2 dai4 se3  gang1

琼  崖 吾 族   克 勤 克 俭   千  秋  万  代   薪 火 相  传

heng2 yai2 ngu3 dog8   heg7 hin2 heg7 giam5   sin1  siu1  van1 ddai5   din1 hhue3 dio1 suan2

仰   望  星 空   追 求 理 想   立  嗣  南 洋   子 孙 繁 衍

ngiang3 vang5 deng1 hong1  dui1 hiu2 li3 dio5     lib8  se3  nam2  io2   zi3 dun1 pan2 yin2

德  星 高 照   世 代 辉 煌   精 英  辈  出    齐 聚 狮  城

ddeg7deng1 gao1 ziao4  di4 ddai5 hhui1uang2  zeng1eng1 bue4 sud7       si2  zi4  se1  dia2

敦  宗  睦  族   启 迪 纲 常    祖 功 祖 德   子 孙 莫  忘

ddun1 dong1 mog8 dog8   hi2 ddeg7 gang1 diang2  dou3 gong1 dou3 ddeg7  zi3 dun1mog7 van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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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亲贻敦博士摄影：世界一角

尊  祖 敬 宗   善 行  益 彰   倚 赖 我  祖    庇 佑 荫  长

dun1dou3 geng4 dong1  din5 hheng2 eg7 ziang1   i3  lai6 ngo3  dou3     bi6  do3 im4 siang2

报  本 追 远   春 祀  秋 尝   谨 具  牲 醴    虔 荐 苾  芳

bo4 bun3 dui1 yuan3    sun1 se5   siu1 diang2  gin3  gi5 deng1  li3      hin2 zin4 bid7 pang1

旧  典 宜 遵   迭 奏 乐  章   必  诚 必 恪    济 济 跄  跄

gui1 ddin3 ngi2 dun1    did7dou4 yiag8 ziang1   bid7 seng2 bid7 hag6     zi4 zi4 siang6 siang6

祈  祖 来 格   鉴 此  馨 香   启  我 后 裔    万 世 无  疆

hi2  dou3  lai2 geg7   gam4 se3 heng1 hhiang1  hi2  ngo3 ao5  yi6     van1  di4 vu2 giang1

螽  斯 蛰 蛰   麟 趾 呈  祥   簪 缨 勿 替     颍水 流   光

dong1 se1 zeg8  zeg8   lin2 zi3 seng2 diang2    dam1 eng1 vud8 hi6   yeng4 dui3 liu2 guang1

 

结语

当“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毛泽东的词‘沁园春’—‘雪’句)的时候，海南岛依然是

青山绿水，“江山如此多娇”，优美的“风”(歌谣)吹在五指山间，飘在东郊椰林里，荡在天涯，漾在

海角，恰似千村万户缭绕的炊烟。我们的“风”不在《诗经》园地，我们的“风”在广袤的天，无垠的

地。正如丘浚在《五指山》中所写的：“遥从海外数中原”。

海南有“雅”、有诗、有贝，就是缺少诗海拾贝的人。海南也有“颂”，海外的某些海南道士还记

得“颂”，还会以“颂”作法。可惜在海南本省，反而很难听到“三伯公”(道士)以“颂”祭祀，有些

则用海南戏曲唱腔作“颂”。文革十年浩劫，使全中国“颂”体势微，乃至不为人知，呜呼！

 

(28-8-2015 于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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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是指在一个地区的族群通用的语言，在

不同地区或不同族群的方言有所不同，有的较接

近，有的完全不同，南腔北调。幸好，汉族是同

文民族，口语不同，文字相通。但是，当一个族

群移居到异地或异国，融入了当地的族群后，其

本族的语言会受影响而起了变化，吸收他族的语

言，形成了多姿多彩的新语言。

海南人从家乡移民的南洋各地，落地生根

后，海南话也受到所在地其他语言的影响而起

新加坡的
    海南话趣谈

了变化。早年，在新加坡有许多海南人为洋人

家庭当厨师或管家，学习了英语，把一些英语词

汇夹在海南话中使用；另外，在跟马来族群沟通

时，又学习了马来语，也用在海南话中，结果海

南人参杂这些外来语应用，大家都能明白，久而

久之，还以为是海南话，这是很有趣的现象。在

此，胪列了一些常常听到的词汇，与大家分享。

借用马来话的有：

■ 修坤 

华文 海南话 马来文 华文 海南话 马来文

1 球 波拉 bola 16 审判 别查拉 bichara

2 警察 妈炸 mata-mata 17 罚款 乌公 hukum

3 医生 陆军 Dukun巫医 18 罪过，错误 查拉 salah

4 洗衣匠 罗味 dobi 19 阻挡，耐久 炸汉 tahan

5 肥皂 查未 sabun 20 寄宿，寄托 隆邦 numpang

6 黄瓜 丝闷 timun 21 哪里，怎样 妈那 mana

7 面包 罗氏 roti 22 相撞 郎甲 langgar

8 乌贼 初仲 sotong 23 玉蜀黍 惹共 jagong

9 拐杖 中葛 tokat 24 罗望子 亚参 asam-asam

10 宣誓 参巴 sumpah 25 大约 亚甲 agak

11 帮助 助隆 tolong 26 向后退 鹅次赞 gostan

12 床褥 丝舰 tilam 27 勾结、共谋 巴葛 pakat

13 地契 牙兰 geran 28 四分之一 一苏古 1 suku

14 喜欢 苏甲 suka 29 乡村 甘榜 kampong

15 拍卖 礼弄 lelang 30 水沟 弄刚 longk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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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用英语的有：

华文 海南话 英文 华文 海南话 英文

1 蛋糕 极 Cake 12 玻璃杯 牙叻 Glass

2 苹果 亚武 Apple 13 玻璃樽 武卒 Bottle

3 咖啡 哥咪 Coffee 14 阔口杯 若 Jar

4 牛扒 米市色 Beef  steak 15 铁罐 善 Tin

5 猪扒 柏集 Pork  chop 16 计程车 色市 Taxi

6 火腿 喊 Ham 17 可以，好 OK OK

7 传票·罚单 差慢 Summons 18 货车 罗里 Lorry

8 设计图 武兰 Plan 19 公共汽车 巴车 Bus

9 刹车 武勒 Brake 20 执照，牌照 礼申 Licence

10 高尔夫球 高子 Golf 21 破产 bankrupt

11 轮胎 西夏 tyre 22 经纪人 不络教 broker

马来文 华文/海南话 马来文 华文/海南话

1 Otak-otak 窝打 7 Rojak 罗惹

2 Kaya 加椰 8 Achar 阿杂（酸腌菜）

3 Belachan 峇拉煎 9 Pasar 巴刹（市场，菜市）

4 Chendol 津律 10 Baba 峇峇

5 Kari 咖厘 11 Nyonya 娘惹

6 Satai 沙爹（烤肉串） 12 Kalangguni 加郎古尼（收购旧货）

华文 海南话 华文 海南话

1 船长 火錶 10 日本人 不挑仔

2 涡轮长/轮机长 打铁头 11 警长 大狗

3 厨师 总铺 12 警探 暗牌

4 总厨 总铺头 13 奸细/卧底 透仔

5 打电话 打铜线 14 稽查员 地牛

6 书信 批 15 汽水 柏水

7 邮局 批关 16 非法德士 霸王车

8 流氓 参清仔 17 马铃薯 荷兰薯

9 马来亚联邦 山里

还有一些马来语词汇，华文没有这类词汇，或者有而不用，只能照用马来语，无可厚非， 例如：

另一种是本地海南人把原来的词汇，用别的说法来表达，不知道来源自何处，的确有趣，例如：

新加坡的海南话这么多姿多彩，从第一代传

到第二代，大家都能够应用自如，互相沟通。但

是，当我们到中国海南或其他地区与海南人交谈

时，对方可能听得满头雾水，不知所云，还可能

闹笑话。例如：某人当多年海员退休后，回乡探

亲，告诉家乡亲人他曾在船上当“打铁头”，乡

人以为他当“铁匠”。或者告诉乡亲他的儿子在

新加坡的“妈炸厝”（警察局）当“大狗”（警

长），对方一定听得莫名其妙；生病了要去看 “

陆军”，以为要看军医呢。这些都是笑话。海南

话在新加坡还能继续传承下去吗？没有人能预

测。因为所有方言当今已经式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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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在历史上已经有五千多年的历史，

几千年来老祖宗都是以素质教育，取得了稳定、

和谐、发展、昌隆的效果。华文教育在海外华人

的心中俨然像林中之树，永远茂盛荟萃。

中华传统文化公益论坛—祖宗虽远，祭祀不

可不诚；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废经废伦，

治安败坏根由；贪瞋痴慢，人心堕落原因，欲致

天下太平，须从根本着手。

由于种种客观因素的影响，在各国各地区的

华文教育不是那么兴旺。必须恢复并弘扬道德文

化传统的伦理精神，藉由推动各项活动以使其落

实至全世界人民的日常生活，积极为全人类及万

物苍生的和平安定，进而改善社会风气并形成良

善道德的风范。

教育，从宏观上看是给予人生哲学，教育不

仅仅满足于精神生活，对物质生活上也起着非常

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华文教育,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 也是世间所有圣哲教

诲的根本，现代人所说的“爱的教育”。实际

上，我们自古至今皆是接受这种“真诚爱心”的

教育。

以儒家“仁、义、礼、智、信”思想为主，

教育孩子热爱祖国、尊老爱幼、孝敬父母、以礼

待人、诚信做人、等为人处事之道的培训教材。

从字的造型来讲；“教”字是由孝与文组成的，

就它的含义来讲，孝是最完美，最完善的, 以孝

为先是古今中外华人的传统美德。

古代的孟母断机杼，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每个母亲都望子成龙，但如果孩子不孝，对母亲

之训教置若罔闻，那么会有成才之路吗！

对海外华文教育的浅见

古书的三字经有讲：“人之初，性本善，性

相近，习相远，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

之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苟不

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言简意赅，意

味深长，教益匪浅。

人之初本性都是善良的，但要经过家庭、老

师、社会等等多才多艺的良师益友们开导与教

育，薰陶才能使他们成长成人。否则，在人生中

根本就无法成为一位文武双全、能屈能伸的高瞻

远瞩者。

人类离不开知识，更离不开华文知识！华文

在世界各个国家都能应用，所以我们每个华人

后裔，都应该有求知华文知识的愿望，在完善的

基础教育上去追求完美无缺，当然，完美的追求

者，有所不同的方式；有的是知难而上，有的是

坐享其成。

实践经验告诉我们；成功永远是属于艰苦奋

斗者。身为家长的关心备至，当孩子的贵人，

拨出宝贵的时间来，从聊天开始，引导和支持他

们，让他们时刻都感受到温暖，使他们觉得自己

有人做后盾，给他们一份温馨感动的心，不要因

为华文教育费用的昂贵，而使他们不得入其门，

渐渐他们求学的信心会无形中一点一滴地消逝，

此起彼伏，特别值得作为父母者深思远虑。

但愿天下为人父母者，帮助后裔们练习华

文，其实，每位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子孙接受传统

的文化教育，使华文、话语承传延续和发展，因

为在新的科技年代没有丰富的华文知识，是站不

住脚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不少行业都需要

使用华文，据了解，真心诚意去练习华文的华人

■ 陈妹（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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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裔并不太多，他们都是推卸责任，种种藉故，

没有真知灼见，没有深入研究练习，使自己的华

文见识适合于社会的需要，造成自身经济上的直

接损失，尚未觉悟；因为现在外国投资者很难找

到合格的满意的华文人才，而我们也失去良好的

工作机会！因此为了使国家的经济发展，为了振

兴中华文化教育，为了珍惜自己的前途而努力

吧。

古代有位名叫黄香的孩子，他才九岁时，在

严寒的冬天里，懂得用自己的身体去将父亲的被

子先温热，免父亲刚上床时受冻，在旧社会落后

状况下的孩子都能如此聪明才智的孝敬父母。更

何况我们生活在新的、发达的、现代化的、安定

的、文明教育的社会里，更应该好好的听从父母

的教诲，孝顺老人，以自己的孝心去实现他们对

后裔学习华文的期望。

从实践经验看来，教与学要互相配合。古今

中外有许多自学成功的人才，依靠自己的努力

奋斗，不耻下问，请教他人，撷取别人之长补充

自己的短缺，只要持有谦虚谨慎，着重求学的精

神，有抱负和自信，相得益彰，成功永远属于勤

学者。

有一个女孩，她成长在泰国，对于华文根本

不懂，仅有在日常生活中跟奶奶学一点方言，对

于华文一窍不通。她的爷爷很有远见，也看到孙

女的聪明才智，他就地取材，先教她学习简单的

拼音字母和一般的普通话，起初她觉得很难学，

爷爷就给她讲述古为今用的：“铁棒磨成针”

与“滴水穿石”等有意义的教益故事，启示她要

有恒心有耐心，一个一个的学，慢慢地学，就这

样，她拜爷爷为师，自己刻苦钻研，边学边问，

最终达到了学习中文的目的，学会了中文拼音，

渐渐的，在世界日报的《教与学》中读懂了，学

会了自我看报，阅读新闻及国家要事等，慢慢的

也能帮助左邻右舍解释一般的中文信件，此与她

的努力分不开，与爷爷的尽心尽力开导分不开；

世界日报《教与学》版的启蒙也有着肯定的重要

因素，才能使她有所进步，学以致用，现在她已

读完了台湾成功大学国际经济系的中文硕士班。

全家人为她的成功而高兴，正是“吃得苦中

苦，方为人上人。”！希望，就是激励人们向上

努力的力量，只要肯努力学习，成功的大门永远

为你敞开着。

鲁迅先生曾经讲过：“路是人走出来的。地

上原本就没有路，踏的人多，便成了路⋯⋯。”

以此为基础，更大程度上教导我们；人应该有自

知之明，无论如何都要依靠自己去努力创造，学

无止境，活一天就要争分夺秒地去学习和工作，

只言片语并非难事，但实践告诉我们；“冰冻三

尺非一日之寒”	的道理，想使自己的华文使用得

心应手，就要真正做到能反复研究，华文学问的

现状与发展，绝非是一朝一夕能实现的，也不是

一步登天的事，但也并非是高不可攀的，文化学

问全靠我们去发掘、造就、不骄不噪努力提高。

常言道：“理想头顶天，实践脚着地。”有

鉴于此，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往往遇到很多难分难

解的问题；好像与外国华人通电话时，连十个阿

拉伯数字也讲不准确，影响很大的，不但浪费时

速，还会延迟了工作效率，由此可以看出我们的

华文水准不好的误差。

当然，现在亦有很多文武全才、能言善辩

者，而语无伦次的毕竟只是部分人，希望他们

能够加班加点，从长计议，多加努力才能去粗

取精，使自己成为学而不厌、名副其实的、有中

华文化教养的、学以致用的优秀海外华人后裔。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在日常生活中接

近的人及所闻所见都很重要，有着本质性的—

好与坏的区别。

所谓：“性相近，习相远。”如果在日常生

活中交朋友时不小心不加分析，不注意择优而

友，随波逐流，黑白无辨，颠倒是非，好人和坏

人溷在一起，最终都会身败名裂。

有个小孩本来是很乖巧的，但是经常与那些

调皮的孩子在一起玩卡通后，连饭也不吃，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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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在电子游戏机前，家人为此非常担心头痛，想

尽了所有的办法才能使他转变好！

当今社会，人们所发出的感慨都是世人缺乏

传统文化教育，没有助人为乐、拾金不昧、勇于

担当等朴素的帮扶意识，更没有回报社会、回报

祖国；且暴露出诸如崇尚暴力、冷漠无情、缺乏

感恩、意志薄弱、缺乏自律等问题。

真正让我们担忧的便是我们的文化发展遭遇

到的挑战，金钱对文化的绑架，市场对道德的冲

击。这是不能忽视的。

人是为一种文化的存在，不同的民族拥有不

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孕育出不同的教育思想，

进而又影响这接受教育的人。

随着国际社会经济的发达，现代科学技术课

程的深奥，除侨居地的语文，更需要有高水准的

中华文化素养，惟有这样的教育质量，才能使中

华文化适应海外社会的需求。希望所有的海外华

人后裔都能积极行动起来，微笑鞠躬有礼貌的共

同学儒释道中华传统。

见诸于教育者众目睽睽，但愿为弘扬中华文

化尽善尽美，把握际遇，努力学习华文，使自己

的文化水准提高效益，更好地为所处的国家为社

会服务。

为华文教育新颖性的发展前景，推进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教育，努力培养有文化、有智慧、

有责任、有境界的创新人才，把精髓纳入教育之

中的自觉传承；为了自己的前途，为继承中华民

族之美德，使华文在海外延续，更好地为社会贡

献,为振兴华文教育而努力奋斗！为弘扬华夏传

统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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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桂霞

海南菜不属于中国八大菜系，也不在十二大

菜系里头，但在我国来说，海南菜肯定占一席之

位。我国的海南菜和海南岛的海南菜，有着渊源

的关系。

(一) 抱罗粉

当回去海南岛探亲时，相信很多人都会品

尝“抱罗粉”(或称海南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时，随同家人回乡。那时的昌洒市，每星期有四

天的市集。每当市集时，邻近乡村的乡民都会到

市上买鱼肉蔬菜和各种日用品。人群熙来攘往，

非常热闹。乡人深谙生意的门路，一时间多间店

铺都租给人卖抱罗粉。家中的两位堂姐也不落人

后，起早摸黑准备抱罗粉的用料。

抱罗粉用的是自家研磨制成的粗米粉，那浓

稠的卤汁，据说是用多种原料，经过长时间的

熬煮而成，香味浓郁，味道鲜甜。人们多数会吃

干捞的，也就是所谓的“腌粉”，但最重要的还

齿颊留香话

是它的配料。我吃过的抱罗粉是在上面放了瘦

猪肉、粉肠、猪肝、猪小肠等，再撒上葱末、炒

花生、酸菜、虾膏。食材多样，卤汁甜美，令

人齿颊留香，念念不忘。这样的抱罗粉来到新加

坡，就成了闻名的牛肉粉，也一样有干捞和汤料

两种。但对海南人来说，觉得它始终缺少某些配

料，那大概就是炒花生、酸菜和虾膏吧！

(二) 文昌鸡

新加坡的海南鸡饭远近闻名，甚至走上国际

舞台，各界人士来到新加坡，总得尝尝海南鸡

饭，否则就会有入宝山而空手回之感。尽管现在

的海南鸡饭已不是海南人的“专有”，其他籍贯

的人士也卖海南鸡饭，也都打出“海南鸡饭”

的旗帜，但各家各摊都有自己不同的烹调方法，

都有自家的酱料秘方，可说是各显神通，百花齐

放。

到海南旅游，更得尝这号称“海南四大名

菜”之一的文昌鸡。回到祖屋，也会宰杀公鸡来

拜祖先。这些鸡都是所谓的“走地鸡”，体型较

大，肉质较粗，加上乡亲们习惯把鸡煮得八分

熟，还可看到一点血丝，又斩得大大块的，甚至

两三块连在一起。一口咬下去，肯定咬不断，随

便嚼嚼，就吞下去了，深怕牙齿会断掉。但反观

乡亲们，他们连声说好吃，很有嚼劲。

难忘的一次吃文昌鸡，是在潭牛的一家饭店

里。黄色鸡皮下是一层厚厚的油，肉质不粗，

长辈们一口咬下鸡皮，说这才是真正的文昌鸡，

黄油晶莹的鸡饭，配上由辣椒加蒜泥、酱油和桔

海南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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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汁制成的佐料，大家都吃得好满足。据乡亲们

说，这里的鸡有独特的饲养方式，在农户放牧饲

养120天后，再回收后喂大米、番薯、花生饼及

椰蓉等饲料，集中育肥50天才宰杀。曾听说有人

去海南旅游时，在盛情难却下，真空包装多只文

昌鸡回来。

我国的海南鸡饭盛名远播，但来新加坡探亲

的乡亲们品尝后，都说这儿的鸡饭不好吃，鸡小

肉软，全无嚼劲，完全没有“文昌鸡”的味道。

所以，同样是鸡饭，换了个地方，就会有不同的

体会了。

(三) 东山羊

到海南旅游时，大概都会尝尝“东山羊”这

道菜肴。据说东山羊自宋朝以来就享有盛名，曾

经被列为贡品。这里的羊肉肥嫩爽口，没有什么

羊腥味，而且有滋补养颜、防湿热美容的功效。

吃法多样化，如羊肉火锅、真味白切羊、秘制山

羊煲、红焖羊肉、椰汁羊肉等。海南人无论娶

嫁寿丧，还是过年过节，羊肉肯定是桌上佳肴。

印象最深刻的“羊宴”，那是有一年到海南

探亲时，在海口工作的堂侄儿，特地请我们到火

山口的“ 荔湾酒乡 ”吃羊肉火锅。那真是高胆

固醇的一锅汤，除了肥瘦都有的羊肉外，还有羊

杂、羊肚、羊脑、腿骨等，全都混在一起，烫烫

滚滚后吃得不亦乐乎！

这羊肉火锅、焖羊肉的传统海南菜，也由早

期的移民带到新加坡来，到现在，海南人对于

羊肉，依然有一份难以割舍的感情。到海南餐馆

用餐，很多时候都会点羊肉汤这道菜。那是用当

归、北芪、党参、枸杞、红枣等多种药材长时间

焖煮，再加入黑木耳、腐竹等，焖出一锅味道浓

郁香醇、肉质酥软可口的地道羊肉汤。在今天来

说，这道菜虽然不合乎健康的标准，但海南人还

是有“久久吃一次没关系”、“久久滋补一下”

的想法。除非虚不受补，否则，偶尔吃顿羊肉

汤，真可以暖胃呢！海南人对羊肉汤可说是又爱

又恨！

(四) 加积鸭

加积鸭是海南四大名菜之一，这鸭是俗称

的“番鸭”，据传300年前琼籍华侨从马来亚引

进的良种鸭。去到海南，总得尝尝这道名菜。加

积鸭的鸭肉肥厚，为了保持原汁原味，多以白切

为主。佐料有蒜茸、姜茸、辣椒加上酸桔汁。当

地人觉得绝顶好吃，赞不绝口。其实，我在海南

时，只尝过一两次加积鸭，不是太喜欢，除了块

肉切不断，连成一串外，主要是太韧了，咬得好

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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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加坡，一般海南人较钟情鸡饭，至于

鸭，似乎是属于潮州人的。但在我家，妈妈煮过

一道卤鸭，非常美味可口。那是先用五香粉、胡

椒粉、蚝油、黑酱油等腌一段时间，然后放在镬

里加水盖过鸭身，主要的还是得在水里加入“广

益”香醇的黑酱油。在焖的一个小时中，得翻鸭

身，还不断的把汁淋在鸭身上。这样子的卤鸭，

可真是够味够软，吃过的人都赞不绝口。

(五)全家福

全家福是海南人婚庆、宴请或逢年过节时必

有的一道菜，也称为“头盘菜”。

全家福之所以名为“全家福”，大概就在于

食材的丰富，可以多达十几种。当中包括荷兰

豆、包菜、竹笋、胡萝卜、腐竹、黑木耳、西

芹、冬粉、冬菇、虾米、猪皮、干鱿鱼、腊肠、

烧肉、菠萝，在家乡还加入鸡肠、鸡肝、鸡腱

等。各种食材一起烹煮，配以调味料、青葱、芫

茜，即是色香味俱全的全家福了。这道菜荤素搭

配，寓意圆圆满满、岁岁平安、合家幸福、团圆

美满的家庭生活。

在新加坡的海南菜单里，名为“杂菜”，但

食材没有那么多样，最常见的含有荷兰豆、冬

粉、包菜、黑木耳、腐竹、猪皮(最好是有鱼鳔)

，重要的是要放些烧肉，那才有味道。这杂菜看

起来较健康，往往一上桌，就像秋风扫落叶，被

众人一扫而空。在海南人的日常生活里，杂菜是

最容易准备和烹煮的，所以是桌上的一道佳肴。

(六)水果宴

海南岛地处亚热带，气候适宜，盛产水果，

如荔枝、龙眼、菠萝、木瓜、火龙果、杨桃、芒

果、红毛丹、莲雾、人心果、菠萝密、椰子、香

蕉等等，非常多样化。

在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下，各餐馆在菜式方面

也得推陈出新、各出奇招，水果宴就成了吸引

顾客的特色菜肴了。以水果入菜在选材、搭配、

调味方面都得适当，才能让人大快朵颐。在不断

改良下，今日的水果菜肴里有木瓜东坡肉、木瓜

排骨、杨桃煮海螺、菠萝牛肉、什果咕噜肉、鲜

果凤凰羹、脆皮炸香蕉、芒果汁淋虾、椰子炖盅

等，不仅物尽其用，保持水果的鲜美味道，也使

鱼肉海鲜的烹煮方式有更多花样，丰富了海南菜

的内涵。

在新加坡，虽然也有各类水果，但在海南菜

的菜单里，还没有以大量的水果入菜。其实，可

以参考其他族群的菜单，烹煮菠萝密咖哩、杂菜

里加入木瓜、芒果排骨等，相信能给食客带来新

鲜感。

(七)海南小吃

煎堆是海南人著名的小吃。按照海南人的传

统，在婚娶当天，男方得给女方送上两个圆圆大

大的煎堆，那是没有馅料、油炸且空心的，有着

圆圆满满的寓意，但现在要定制这样的煎堆当礼

品，似乎已不容易找到商家了。平日能买到的是

小椭圆状以黄豆为馅料和小圆形状以花生为馅料

的煎堆，但这已不属于海南人的了。

椰丝糯米粑是海南人的另一小吃。这是用糯

米粉做皮，倒膜成圆形，用香蕉叶围着和垫底，

以椰丝、磨碎的花生、姜丝、黑糖等当馅料，然

后再蒸熟。工序不简单，难怪现在要吃传统、馅

料正宗的糯米粑，还得四处打听，托人预订。虽

然市场上也有卖，但吃起来总觉得少了些味道。

  还有粑压也是海南人的传统小吃，这就难吃

到了，大概只有俗称海南二街的一家咖啡店在星

期天的时候有限量售卖。那是用糯米粉蒸煮后，

压成一个个的扁圆形，上面撒上椰丝、姜丝、碎

花生和黑糖混成的配料。在今天，年长一辈的海

南人才会吃粑压，多数年轻人都没有兴趣尝试。

至于鸡屎藤，那更不用说了，在新加坡已没

人卖了吧？不要说别的籍贯的人，很多海南人也

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来的?   

总之，海南菜的内涵丰富多彩。海南岛的海

南菜还夹杂黎族、苗族等少数民族的山野气息。

由早期移民先辈带到新加坡后，经过长时期的不

断改良，加上吸取其他籍贯菜肴的精华，今日的

菜式已合乎本地人的口味，成了新加坡式的海南

菜。但无论如何，尽量保持传统的原汁原味，并

将之发扬光大，还得靠厨师们的坚持与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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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文化孤儿”的文化乡愁

我国已故戏剧家郭宝崑先生(1939—2002)，

在大约20年前曾经感慨地把国人比喻为“文化

孤儿”，一针见血地指出国人内心深处的一种失

离感、一种追索自我的焦虑与一种边缘人的意

识。笔者身为我国“末代华校生”1，对于郭先

生“文化孤儿”的洞见，可说是于我心有戚戚

焉。

1600年前，陶渊明在千古名篇《归去来

兮》2  文中发出了“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

归”的慨叹，所指的“田园”不仅是外在的自

然风光的“山水田园”，更是内在的人文修养

的“心灵田园”。在此，我们不妨把它进一步引

申为“文化孤儿”所上下求索的“文化家园”。

笔者之所以从事《弟子规》教育，正是因为内心

涌动着一股浓浓的文化乡愁。

二、在狮城新加坡推广《弟子规》教育

今正其时

纵观我国学校教育发展的历史，自1959年成

为自治邦，踏上建国之路以来，共经历了四个不

同“主导”的阶段：

(1)	 1959年至1978年属于“生存主导”阶

段，华校逐渐式微，乃至于退出历史

舞台，其中当以南洋大学与新加坡大

学的合并为最显著的例子。

(2)	 1979年至1996年属于“效益主导”

阶段，我国一方面在全国范围落实

了“英文为主，母语为辅”的双语教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
  —《弟子规》教育的人文抱负与文化愿景

育政策，一方面也从1979年开始在特

定范围推行“双语并重”的“特别辅

助计划”，至今我国共有“11所特选

中学”3  和“15所特选小学”4 。

(3)	 1997年至2011年属于“能力主导”阶

	 段，我国教育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

展，除了上个发展阶段出现的“特选

	 学校”(始于1979年)与“自主学校”

	 (始于1994年)，这个阶段推出了“直

通车学校”(始于2004年)。

(4)	 从2012年至今属于“价值观主导”5  的

阶段，过去三年多来，“品格教育”已

经成为我国学校教育的最强音。

总的来说，“生存”、“效益”与“能力”

前三个发展阶段都免不了偏重于“有形生命”

和“物质文明”的层面，唯独第四个阶段“价

值观”触及了“无形生命”和“精神文明”的

层面。从这个角度观察，我们可以说，在我国

推动《弟子规》教育，今正其时。

三、在华族传统文化发展脉络中看《弟

子规》教育

华族拥有5000年传统文化的精神资产，以

孔子为中心。孔子之前2500年的文化资源流传

至今，就是《周易》、《诗经》、《尚书》、《礼

记》和《左传》这五部经典，合称《五经》。

《五经》是华族传统文化的总源头，值得我们

高度的尊重、重视与学习。

■ 黄添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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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
  —《弟子规》教育的人文抱负与文化愿景

■ 黄添崃 

孔子之后2500年的传统文化发展，主要是儒

家、道家和佛家三大流派。分述如下。

(1)	 儒家：可以通过“三个时期”和“四

个人物”来概括。第一个时期是春秋

战国时代的“原始儒家”时期，以孔

子(公元前551年—479年)和孟子(约

公元前372年—289年)为代表。第

二个时期是从宋朝到明朝的“宋明理

学”时期，以朱熹(1130年—1200

年)和王阳明(1472年—1529年)为

代表。第三个时期是从民国初年至今

的“现代新儒家	6 ”时期。

(2)	 道家：可以通过“两个时期”和“两

个人物”来概括。第一个时期是春秋

战国时代的“原始道家”时期，以老

子(约公元前581年—470年)和庄子

(约公元前369年—286年)为代表。

第二个时期是“魏晋玄学	 7 ”时期。

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倡、呼唤“当代新

道家”，亦是值得关注的发展趋势。

(3)	 佛家：可以用“三个时期”来概括。

第一个时期是东汉、魏晋、南北朝

的“扎根发展时期	 8 ”；第二个时期

是隋唐、宋元明清的“盛极而衰时

期	 9 ”；第三个时期是民国初年以来

的“革新与复兴时期”。

《弟子规》教育应该秉持文化传统中“儒释

道合一”的大方向、大原则，打破门户之见，

抛弃意气之争，带领华族子弟回返人文先哲为

我们创建的文化家园，结束“文化孤儿”的流

浪生涯。

四、我国华族民间社团应该推动《弟子

规》教育

《弟子规》教育在近年来，在蔡礼旭等人	10 

的努力耕耘下，已经在国际上的华人圈子里形成

了一种文化自觉运动，并且成为华族文化(中国

传统文化)复兴的契机。

在新加坡，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也有

民间社团积极举办与推动《弟子规》教育。虽然

不乏质疑与误解的声音，但是《弟子规》教育正

在引起更多人的共鸣与认同，也是不争的事实。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今年6月初旬在南洋小学举

办的《弟子规》公众讲座，吸引了高达1000人

的公众人士前往听讲。

在新加坡中小学，也有一些学校把《弟子

规》教育融入正式课程，成为“价值观主导”教

育体系之中有机的一环。这自然是最理想的一种

做法。但是，对于无法在正规的学校教育中接触

到《弟子规》的众多华族子弟，华族民间社团便

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华族民间社团推动《弟子规》教育，实实在

在也就是社团对于我国文化发展的实质贡献。因

为只有社团成员以及华族社群，对于以《弟子

规》为代表的文化传统，能够认识、理解、欣

赏、认同与回归，我国华族家庭用语英语化的

趋势，才能够扭转，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希望

我国华族家长在家里多跟孩子讲华语的遗愿，

才能够实现。

再者，华族民间社团推动《弟子规》教育，

实实在在也就是社团自身的自强运动。因为只

有社团成员与华族社群恢复了文化自觉、文化

自信，主动积极地负起自己身为新加坡人的文

化使命	 11 ，社团才能够焕发出更大的生命力，

发挥更大的社会功能，更好地完成社团本身的

时代使命。

五、《弟子规》教育的纲领与层次

《弟子规》教育的纲领有二个:	(1)“身教为

本”—所谓“身教”，指的是“教儿教女，先

教自己”，强调家长必须通过《弟子规》先进行

自我教育，然后以身作则，才能有效开展家庭教

育来教育子女。《大学》所谓“欲齐其家者，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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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就是这个意思。

这是《弟子规》教育的根本。(2)“心学为本之

本”12 —所谓“心学”13 ，就是“心性之学”

，也是佛家所谓“内学”。具体内容就是《大

学》“八条目”的前半段：“格物、致知、诚意、

正心”。因为这是“修身”与“身教”的根本，

所以把它叫做《弟子规》教育的“本之本”(根

本的根本)。

《弟子规》教育的三个层次：纲领是针对有

志于从事《弟子规》教育的学校教师、社团义工

而言，至于《弟子规》教育的层次，可以用“三

层宝塔”来比喻。(1)宝塔第一层是“读诵关”：

从牙牙学语的幼儿到头发花白的中老年人，一开

始接触《弟子规》这部经典，都应该老老实实地

从第1句到第360句分段 14 “反复熟读”，最好是

能够坚持下去，直到“熟读成诵”，能够不假

思索地把整部经文背诵出来。这是基本功，是

《弟子规》教育扎根生长的阶段。(2)宝塔第二层

是“讲解关”：学生熟读经文之后，教师便可以

讲解经文的意思。讲解经文时，可以多讲故事，

或古代德育故事，或生活所见所闻，或教师本身

成长经历，都可以是很好的教材。学生从听教师

或同学讲解，到自己能够自信地为人讲解，才算

过关。这是《弟子规》教育开枝散叶的阶段。(3)

宝塔第三层“实践关”：说得再好，却做不到，

一切等于零。能够把《弟子规》的教导一一落实

在生活之中，在家孝顺父母，在校恭敬师长，处

处为人着想，时时保持一颗诚敬谦和的心，让他

人、让自己真正受益，才算是真本事。这是《弟

子规》教育开花结果的阶段。

六、《弟子规》教育的常见问题与思想

误区：

  (1)《弟子规》是不是一种宗教信仰？—

《弟子规》属于儒家思想，它不受任

何宗教仪式的束缚，可是它的核心信

仰“善”与“爱”却是跟一切宗教的

教义相通的，任何宗教信徒都可以学

习《弟子规》，并且能够因此而成为

一名更加优秀的宗教徒。

(2) 《弟子规》是童蒙教材，为什么大人

也要学习？—《弟子规》虽然是童

蒙教材，但是其中包含着做人的大道

理。大人如果在小时候没有学过，现

在就应该赶快“补课”，就算是学

过，也应该认真复习，所谓“温故知

新”，也是很有必要的。 

(3) 《弟子规》是不是过时、落伍的东

西？—《弟子规》不只是属于过去

时态的“传统文化”，更是属于现

在时态与未来时态“文化传统” 15 。

《弟子规》所传授的人生道理、做人

原则，永远也不会过时，永远也不会

落伍。过时与落伍的是人们心中对于

传统文化的偏见与文化自卑症。

七、《弟子规》是一条回归文化家园的

道路

从陶渊明发出“田园将芜，胡不归”的千古

慨叹那个时间点，再往前穿越一千年，我们听到

了2600年以前的《诗经》16  所发出的更为深沉、

更为焦虑的呼唤：“式微式微，胡不归？” 17  是

的，天黑了，是回家的时候了。回家的路在哪

里？就在《弟子规》教育。这不只是母族文化的

回归，更是个人生命的回归。回归了，才能重新

出发，走得更远，走得更潇洒。值得国人深思的

是：我们回得去吗？

许多珍爱母族语文，并通过《弟子规》教育

用心学习母族传统文化的国人，都会听到自己内

心深处清晰的回响：回得去，我们当然回得去！

这就是《弟子规》教育的人文抱负与文化愿景。

今年适逢我国独立50周年，我国已经从第

三世界国家跃升第一世界国家，正当在文化建设

方面力争上游，大力提升国民的人文素养，以期

在独立100周年时可以培养出世界级的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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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983年笔者重考高中会考，那是我国教育历史上

最后一批学校高中考生以华文为第一语文、英文

为第二语文；1984年开始，所有学校高中考生都

必须以英文为第一语文。

	 2.	 “归去来兮”中的“来兮”二字，是语气助词，

无义；这句话翻译成白话就是：回去吧！

	 3.	 11所特选中学是：(1979)圣公会中学、公教中

学、华侨中学、中正中学(总校)、德明政府中

学、海星中学、南洋女中、立化中学、圣尼格拉

女中；(2000)南华中学；(2012)南侨中学。

	 4.	 15所特选小学是：(1990)爱同学校、公教小学、

圣尼各拉小学、菩提学校、海星小学、南华小

学、南洋小学、公立培群学校、卍慈学校、道南

学校；(1992)圣婴小学、宏文学校、光华学校、

培华长老会小学、培青学校。

	 5.	 “价值观主导”是简练的说法，英文原文

是“Student-Centric,	Values-Driven	Education”

	 6.	 “现代新儒家”可分为三代，第一代是1921年至

1949年，代表哲学家为熊十力、梁漱溟、马一

浮、张君劢、冯友兰、钱穆；1950年至1979年

为第二代，代表哲学家为方东美、唐君毅、牟宗

三、徐复观；第三代是1980年至今，代表哲学家

有成中英、刘述先、杜维明、余英时等。(互联网

〈百度百科〉资料)

	 7.	 魏晋时人注重《老子》、《庄子》和《周易》，称之

为“三玄”，而《老子》、《庄子》则被视为“玄

宗”。魏晋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阮

籍、嵇康、向秀、郭象等。

	 8.	 这个时期包括：东汉200年的扎根阶段，安世高等

人最早翻译的佛经，史称“古译”；魏晋200年的

发展阶段，鸠摩罗什等人翻译的佛经，史称“旧

译”；南北朝169年的繁荣阶段，以译经大师真

谛为代表。

	 9.	 这个时期包括：隋唐300年的鼎盛阶段，玄奘大师

所译佛经，史称“新译”；由宋至清900年盛极而

衰的阶段，对内逐渐走向禅净密合一、对外走向儒

释道合一的道路。

	10.	 关于蔡礼旭的介绍，互联网上介绍资料甚多，读

者可自行上网阅读。兹不赘述。

	11.	 笔者认为，根据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的构想，我

国子民固然要学好英语，因为英语对内是行政语

言与全民共用语，对外则是国际上使用最广泛的

商业与科技用语，英语涉及我国生存与发展，自

然不容忽视，但是我们也要学好自己的母语，要

保存自己的文化传统与价值观。笔者大胆再引申

一点：每个国人都应该立志成为“双语双文化”

人才，虽然大家所能达到的水平高低不同，但是

大方向却是一样的。只有这样，我国才能发展出

独具一格的新加坡文化，才能保持国际大都会的

活力与魅力。这就是国人的文化使命：自我期许

成为“双语双文化人才”，以便为新加坡文化的

发展作出独特的贡献。

	12.	 明末大儒刘宗周(1578—1645)著名论述为“修身

为本，诚意为本之本”，笔者受其影响甚深，故

在此借用其论述形式，阐明《弟子规》教育的纲

领。

	13.	 “心学”在儒家思想体系中指的是“陆(九渊)王

(阳明)心学”。笔者在此借用来指称“心性之学”

，与“身教”相提并论。读者察之。

	14.	 《弟子规》共360句，每4句是一个完整的意义

段，全文可以分为90段来读诵。

	15.	 “文化传统”好比是一条大河，我们每个人都只是

这条河的一滴水，只有融入大河，并流向大海，才

能感受宇宙生命庄严与恢弘的境界。脱离“文化传

统”的个人，就好比脱离大河的小水滴，生命很快

就会干枯、消逝。

	16.	 《诗经》为华族传统文化经典“五经”之一，

共收录305首诗，分为“十五国风”、“二雅”

、“三颂”三个部分。此处所引诗句出自第36首

《式微》，属于“十五国风”中的《邶风》名篇。

	17.	 “式微”二字，有两种解释：(1)本义指天黑；(2)

引申义为衰落。此处用本义，可将这两句诗直译

为：天黑了，天黑了，为什么还不回家呢？

2015-10-18

作家与教育家。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

索。谨此此文衷心祝贺新加坡独立50周年，海南

陈氏公会成立8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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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员：陈昌亿

听说文昌的葫芦村是海南最美的十个乡村之

一，这次回文昌便决定到那儿一游。可是在文昌

市打听葫芦村的所在，好多人都不知道。后来女

司机小杨说是在东路镇，她愿意载我们去。于是

我们便包了她的车前往。

车子从高速公路转入东路镇，走了不久，就

来到“龙泉乡园”门口。看到入口处左边一块

巨石上刻着“葫芦村”三个大红字，汽车便驶了

进去，在接待厅门前停下。 下车抬头一看，大

门两边有一幅对联，上联是“龙吟琼州风云际

会”，下联为“泉咏南海琼崖生辉”门楣上面有

一横匾，写着“紫贝葫芦”四个金色大字。

进入接待厅，高高的墙上挂着文昌名人如陈

策将军，开国大将张云逸，以及国家领导人周

恩来等访问海南的相片。在和柜台服务员谈话

中得知这里是“龙泉乡园”。她们并向我们介

绍“龙泉乡园”与“葫芦村”的关系。早年一位

当葫芦大队书记的邢氏子孙，改革开放后驰骋商

海，为了报效故乡，特地在葫芦铺办起了有乡土

特色的“龙泉乡园”，展现海南乡村集住宿，康

乐，采摘，垂钓，自助烧烤，观光农业等为一体

的休闲度假观光园，并致力发展葫芦村的文化风

貌，曾获评“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

“五星级园区”等称号。听了介绍，我们便定了

两个房间，决定在这里享受休闲度假的乐趣。

漫步“龙泉乡园”，到处绿荫铺盖，曲径通

幽，轻柔优美的音乐，萦绕耳畔，还隐约听到花

木丛间潺潺的流水声。在转弯处的墙壁上，我们

看到一幅巨画，上面绘着两位古代文人在茅亭中

互相作揖行礼。 上头写着“双贤亭”，并有诗

一首：

与君相送到葫芦ɑ酒在葫芦不用沽
共饮一杯离别去ɑ君行西出故人无

旁边还建有一座古

色古香的“双贤亭”，

据说有一次邱浚到文

昌探望邢宥，离别之

时，邢宥为邱浚送行至

琼山与文昌交界处的葫芦铺。大家情深意切，惜

别依依，邢宥不禁举杯吟出了这首影响后人的送

行绝句。由于二人志趣相投，情谊深厚，人们特

地建“饯别纪念亭”来纪念他们，此亭后来又改

名“双贤亭”。  清代海南探花张岳崧称誉“一鼎

三足”的海南三贤，（邢宥，邱浚，海瑞）的其

中两位—邢宥和邱浚，都是明朝高官，邢宥“

清名美政，播闻朝野，人咸谓其长于政事也”，

而邱浚则从翰林院庶吉士到国子监祭酒到文渊阁

大学士。后人更为纪念他们深厚的情谊和相送惜

别之情，而又另建“约亭。”

“双贤亭”边的花丛间有一块大石，上面刻

着“葫芦铺”三个字，心想：这里难道就是明代

海南历史名人邢宥与邱浚二人相送别的地方葫芦

铺吗？然而，葫芦铺真正的所在地，如今已无法

考证了呀。但这次的送别，却让人们知道并记住

了葫芦村这个名字。

从服务员那儿得知“约亭”是在大致坡墟。

时间还早，我们便决定乘车到那里去看看。 车

子在大致坡墟路旁停好，一下车就看到“约亭”

牌坊，往里走，就是“约亭”了。 “约亭”呈

八角形，置葫芦顶，采用钢筋混凝土和琉璃瓦结

构建造。亭中有两个介绍邢宥和邱浚的石碑。旁

边的空地上插着一个小牌子，上面写着“重点保

护”等字样。然而我们看到亭里却有丢弃的破

旧被单，亭栏上也有破衣服等废物，显然没人打

理，令人惋惜！

离开了“约亭”，我们回到“龙泉乡园”。

稍作休息，便到数步之遥的池塘那儿去，坐在茅

走进葫芦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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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中看人们自由垂钓。各自为群的白鹅与黑鹅，

在池塘中悠然自得地游着。太阳逐渐西斜，游人

都纷纷围拢到池塘边来，原来工作人员正把猪只

赶上高台，准备让猪表演跳水。在大家的掌声

中，只见猪只在高台跳板上东嗅嗅，西闻闻，稍

微犹豫一下，便“嘭”的一声往池里跳，然后游

到岸上去。

看过了猪表演，人们渐渐散去，我们也起身

继续在绿叶丛中漫步。来到儿童乐园，游戏场中

有各种设备，附近还有养马场，脚车道。排球场

上，下班的工作人员正在那里打排球。我们驻足

观看了一会儿，便绕回走向住宿的地方。在生态

区穿梭行走，犹如进入清幽曼妙的境界，徜徉其

间，令人流连忘返。

第二天一早起来，我们先去参观农业蔬菜果

园。在占地28亩的蔬菜园里，种着红红的辣椒，

黄黄的小番茄，还有黄瓜，南瓜，番石榴等近20

余种有机蔬菜和瓜果，客人也可以亲手采摘这些

蔬果，体验农村文化和乡土风情。

早餐后，我们来到东路镇中心小学和香火鼎

盛的关圣庙，不远处，便是葫芦一，二村。这个

由十个小葫芦村落组成的行政上的大村—葫芦

村，到处都修有水泥路，四通八达，交通便利。

葫芦村里，绿荫之下，粉墙黛瓦的传统房

舍，门户相对，在古意盎然的小巷映衬下，更增

添了几许清幽与淡雅。走在清凉的水泥小道上，

两旁古木参天，郁郁葱葱，满目的翠绿，点缀着

阵阵花香，一股新鲜的空气包围着我们，我们宛

如与世隔绝，置身于世外桃源。 林立的古树，

有树龄高达三四百年的龙眼树和荔枝树，听说还

有一棵树龄高达500多

年，树身要5，6个人

才能抱得过的黄桐树，

我们不知在哪儿，便向

一位村民打听，在他热

心指示下，我们终于在

葫芦6村处找到了这棵

树，虽然它的树龄已超过500年，却仍然苍劲挺

拔，实在令人感到震撼呢！   

葫芦村建有文化室，里头有各种书籍杂志，

供村民阅读。此外还有排球场和篮球场、乒乓球

桌、棋盘，休息的石凳和石桌等等，让村民们工

余之暇可以来这里下象棋和锻炼身体。在这里也

建有“龙泉乡园”的附属民宿和茶餐厅，方便游

客住宿。 

傍晚时分，我们乘坐观光游览车到白鹭湖

去。平静的湖水中，荷花绽放，岸上椰树婆娑起

舞，绿树成荫，巨树林立。这里还有广袤的果

林，农业科普示范区，农业生产体验区，生态农

业观光区等等。也许现在不是白鹭回归的季节，

我们伫立湖畔眺望，虽然偶尔能看到白鹭在枝头

上栖息，但却很少看到白鹭在湖面上嬉戏或盘旋

飞舞。     

驾驶观光游览车的司机是一位大约40岁的中

年人，和他交谈，才知道他是主管“龙泉乡园”

和“葫芦村”的苏总。我们离开白鹭湖，苏总便

把观光游览车开到文昌鸡养殖基地。基地面积约

5000亩，拥有文昌鸡纯育种场，坡养场和笼养

场等。

观光游览车在一处“捡蛋区”停了下来。 苏

总拿出了小筐子，开了门，说这里的鸡都是放养

的，大家可以在里头任意捡鸡蛋。于是游客纷纷

拿了筐子进去找蛋，尤其是小孩显得特别兴奋，

大家在树头或叶子底下寻找，结果有些人捡到满

满一筐，有些却只捡到十多枚蛋。     

太阳落山了，大家都带着自己的战利品，坐

上游览车回去。    

文昌既有深厚的人文底蕴，又有明媚的自然

风光。500多年过去了，葫芦铺的送别故事，和这

个美丽的绿色乡村，都给我们这次的度假旅游，

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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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城之春—
春来处处绿红妆，

大地芳菲喜气洋。

鸟憩枝头声弄巧，

蝶徘花圃意偷香。

微微丝雨浥春草，

灿灿梢花映夕阳。

新绿鸣禽悦耳目，

城花似锦兆和祥。

注：此诗先后刊载于《九好诗词选集》
与《新风》诗刊。系由新风诗协会
出版。

修于乙未年春2015年2月18日

—保健—
人生最忌病魔煎，

厌食倦勤愁不痊。

纵有雄才怀大志，

雄鸡断尾梦难圆。

癸巳年，季秋
2013年10月13日

陈升诠会员
诗词四题

—海南农村往事回味—

《忆江南》
	 捞鱼笱，獭盗笱鱼空。

	 戏水放牛消夏暑，烧柴烤薯御

	 冬风。往事味无穷！

	 戊子年孟秋2008年8月7日

简介：	诗作者升诠宗亲，本会年长会员。
	 祖籍为文昌永嘉村。
	 出生于新加坡，10岁时，曾随父母回乡住

上5年。16岁回返新加坡读书。六十年代
毕业于新加坡义安学院中文系。

—还乡—

调寄《浪淘沙》

相见泪盈眶，互叹沧桑；鸣禽绝迹路更张；

昔日幼童今白发，怀旧情长。

市镇起楼房，各样商行；马龙车水笛声扬；

鱼米之乡风物好，任我遨翔。

注：十五年前的海南岛，鸟类几乎要绝迹了。据
当时村里人说，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二：
其一，鸟的卖价好，所以成为人们的猎物。
其二，农作物喷射杀虫剂，虫子死了，鸟儿
啄来吃，也跟着被毒死。

注：曾刊登于《世纪风》诗刊

写于庚辰年仲冬
—二千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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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一直走一直走

到天涯海角吹吹风

到三山五岳看看山

可是啊ň我有一条小尾巴

去哪里都不能丢下她

她需要我ň我也需要她

只是啊ň烦恼总会驻心间

我只有在她睡觉的时候

才能上网聊聊天

我想一直走一直走

回老家看看爸爸和妈妈

去各地看看亲朋和好友

可是啊ň我有一个小心肝儿

到哪里她都不放假

她爱着我ň我也爱着她

只是啊ň苦愁有时候会上心头

我只有在她快乐的时候

才能舒展紧锁的眉头

放
心
灵
在
春
天
去 
旅
行

文
:

梁
士
霞

北
京

我想一直走一直走

趁着春光明媚的时候

给自己斟满一杯酒

喝下自由的美酒

开始快乐的旅途

红尘俗世抛身后

烦恼忧愁都赶走

在人生的长河里泅渡

带上疲惫的心灵上路

给自己做一次救赎

放心灵在春天去旅行

把天下美景都看透

最后到太空去遨游

(2015年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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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烈 浦 

新加坡华文作家或华文读书界并不容易读到

泰国华文作家尤其海南写作者或作家的华文文学

作品。我知道当中有些海南年长作家，能运用泰

文和华文进行写作，这真是了得。

我有幸结识多位海南作家或执着写作的乡

亲或宗亲。在非常繁忙的日子里，我还是乐意

抽空翻读由“泰国海南文友联谊会”早期出版

的作品选集第九集以及近年出版的选集第十六

集。今天，我只对阅读第九集之后，谈谈一些

 泰国海南文友华文文学作品选集

	 	 题材丰富反映当地

	 	 	 	 华社深远的期望

个人的感想，作为新泰两地文学耕耘者相互交

流心得或看法。

其实，我在2013年就曾读过泰国《湄南散文

8家》一书，里头就有海南资深作家符积忠( 南

人)及符征的佳作。作品选集第十四集也在2013

年读过且也写了一则读书报告得到泰国文友的欢

迎和重视。泰国海南文友联谊会成立不过才18周

年,却热心去筹募基金出版作家作品选集而且已出

版了第十六集了。这可见泰国海南人非常热爱华

文文学。据该联谊会资料显示，像陈修炳宗亲、

陈华琼宗亲、陈玉馥宗亲、陈玉钧宗亲、陈玉兰

宗亲、陈冠宗亲、陈日新宗亲、陈序琳宗亲及陈

灼萼等宗亲，都是泰国华人当中的热心者。我们

应该给这些慷慨者一个赤热的掌声。

泰国今天又成功出版第十六文选集册几近

四百页的华文作品，首推当地侨商符致炳博士

乡亲居功不小。当中其他热心乡亲包括：符传

文、韩文璠、卢焕杰、邢詒博及唐保世等等出

资及其他努力。

每一个国家和社会都是不停地改变，泰国

第一代与第二代识华文的华人已先后并渐渐老

去；其实自第二代起，就只识泰文泰语的华人

是难免的。在这样的趋势下，泰国当地华人或

侨乡(或乡亲)的不同组织；能常年筹资出版华

文文艺作品与其他华文杂志是非常难能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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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烈 浦 

从作品选集中(第九集)的作者及作品体裁，我

发现有多位诗人对<古体诗> 掌握得很好。像黄

循辕、唐保世、张业芸、陈邦海、吴盛风⋯⋯

可以代表。

读读黄循辕的《答谢海南文友》的贺词：“崇

高人格情浓厚敬礼恩深感五中”。再读他的：《贺

苏东坡书圣化雨海南后胄》：“东坡书圣贬琼

州，教益黎民智慧优。翰墨薪传偏僻地，诗经对

句久长留。热情博爱民尊敬，造就群伦志气酬。

诚恳开恩施后代，海南享福庆千秋”。接着

吟读：唐保世的：《清明感赋》：“一年一度清明

节，孝子贤孙集祀堂。车马水龙公路塞，白云

墓苑火吞昌。

三牲祭品呈梁肉，一叠冥钱奉彩裳。饮水思

源怀祖德，聊当异城作家乡”。诗行押韵工整，

思绪表达净明。

在每一选集的诸作品中，体裁还包括：短篇

小说、散文、游记、新诗和论说等。符徵是写

散文和小说高手。像他的散文《有家归不得》

和《蓝甘恒路》以及短篇小说：《一本难忘的

经》都是 很高水平的佳作。其诸多作品，在台

湾、新加坡及马来西亚的文坛都有读者。文集中

其他甚受好评的散文或游记，包括：元钦的《悠

静的湄南河》、陈安玲的《九十四个秋冬》和陈

妹的《春节感言》、符树樑的《寄语表妹》以及

何和清的《给叔叔的一封信》、云大机的《青山

不老，性福到老》等等篇章，都表述了作者对内

外生活环境、家庭、社会观和个人情愫的表露。

很直接很纯真很坦率地描绘对事对人的情感与读

者分享。短篇小说这一辑，像邢爱周的《柑园风

云》、王莹的《茫茫姻缘道》、王家丁的《胡不

归》⋯⋯的题材都是很现实的社会课题。

在诗歌这一辑，出现多位我熟悉的作家、诗

人。如符徵的《受伤的湄南河》、韦云的《湖之

夜》、陈妹的《秋》、黄章夫的《野花》都一再

倾述了诗人对事对景对人的浓浓情怀。这其实也

是人之常情。

从论说的篇章中，符徵乡亲指出：泰国政府

自1992起重新开放华文教育，加上泰国当前拥有

六家华文日报且读者有日增的趋势。只要代代从

学习泰文泰语之外，继续得到鼓励并沿袭学习华

文的愿望，那么，华文在泰国仍有展望的。

在泰国一样拥有不少海外游客和各大种族住

民，林明儒乡亲的《宽恕之道》一文，对表述原

谅他人的“错误”是造福甚至是善举。作者或例

举历史故事或寓言故事或生活所见来说明“宽

恕”他人是具有说服力与可取的。

邢谷波乡亲的《人生十最》一文是警世做人

的座右铭，也是年长者的常言。当中常常提醒自

己：不能自大；不可自欺；不得绝望；要有自

信；要有宽容；要有人情；要有孝训；要有健康

⋯⋯。大家生活在“你争我争”的社会里，这警

世观是能给读者传播或做人之道的正能量，是令

人欢欣与鼓舞的。

 

     写于2015年10月18日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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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S!
WE CATER FOR EVENTS

FOR MORE INFORMATION
Contact us @ 6291 2668

catering@killiney-kopitiam.com

www.killiney-kopitiam.com

FRANCHISING AVAILABLE CALL 9172 9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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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海南会馆
47 Beach Road, Singapore 189683
Tel: 63363457 / 63399685   Fax: 63390815

放眼界域
瞻望未来

本会      周年庆典暨
首办新•马•泰海南陈氏联谊恳亲会

恭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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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成立      周年暨
第一届海南陈氏宗亲联谊恳亲会

恭贺 海南陈氏公会

陈学博，雕塑家。海南省雕塑艺术学会会长，海南凌博雕塑艺

术有限公司艺术总监。教授级国家一级美术师，英国雕塑艺术硕士。

海南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海南省工艺美术大师，海口市专业技

术拔尖人才。中国雕塑学会理事、中国民主同盟海南美术院常务院

长、中国民主同盟海口市委员会副主委、海口市政协委员。

祝贺单位：
海南凌博雕塑艺术有限公司

www.lb66.net

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白龙北路25号

电话：0086898-65359404  

 0086898-65368682

手机：008613807584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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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意

庆祝成立      周年暨
第一届海南陈氏宗亲联谊恳亲会

恭贺 海南陈氏公会

四海塑胶业(私人)有限公司
OVERSEAS PLASTIC INDUSTRIES PTE. LTD.

陈川信主席
Tan Suan Thin

Chairman
Office:

Block 5046, #01-553 & #01-557
Ang Mo Kio Industrial Park 2,

Singapore 569549
 Tel : 6482 4373
 Fax : 6482 4960
 Email : opi@pacific.net.sg

四海塑胶业(马)私人有限公司
OPI PLASTIC INDUSTRIES SDN. BHD.
25 Jalan Arung, Taman Johor Ind. Est. 
81200 Johor Bahru, Johor, Malaysia

 Tel : 07-238 7955 
 Fax : 07-238 2654

合作私人有限公司
CO-OPERATE ASSOCIATES PTE. LTD.

东主
Proprietor 

三巴旺西果
SEMBAWANG CONFECTIONERY

Block 6 Beach Road #01-4869
Singapore 190006

 Tel : 6295 3965

致意

  AD_Layout.indd   10 11/13/15   4:42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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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海南陈氏宗亲联谊恳亲会

恭贺 海南陈氏公会

敬贺

陈德发
Benny Tan 

Mobile: 91818918  
Email: tthbenny@gmail.com

Business Advisor
 SPRING-SIM 

Business Advisor Program

Co-Founder & Consultant

RAFFLES STRATA MANAGEMENT PTE LTD
PACIFIC PROPERTY MANAGEMENT PTE LTD

Building Defects Claims Services  Advisory on BMSMA  Property Management

精进创新
再写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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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ound at East Coast Rd The Sound at East Coast Rd

Canopy at Nankin Mall, China Square Precinct Alba at Cairnhill Rise

‘Towards a More environMenTal Friendly 
& CoMpeTiTive ConsTruCTion’

71 Tannery Lane #10-06 CiTy indusTriaL BuiLding singapore 347807
TeL: (65) 6383 4833 Fax: (65) 6383 3753 

emaiL: BLdrenas@singneT.Com.sg

EMS 592403
ISO 14001:2004

CERT. NO.: FS 96903
SS ISO 9001:2008 CERT. NO.: N625679

enViron ConsTruCTion Co., [pTe] LTd
(Building & Civil Engineering Contractors)

偉崙建築(私人) 有限公司

The Sound at East Coast Rd The Sound at East Coast Rd

Canopy at Nankin Mall, China Square Precinct Alba at Cairnhill Rise

‘Towards a More environMenTal Friendly 
& CoMpeTiTive ConsTruCTion’

71 Tannery Lane #10-06 CiTy indusTriaL BuiLding singapore 347807
TeL: (65) 6383 4833 Fax: (65) 6383 3753 

emaiL: BLdrenas@singneT.Com.sg

enViron ConsTruCTion Co., [pTe] LTd
(Building & Civil Engineering Contractors)

偉崙建築(私人)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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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禧楼 Carpenter 29

Qian Xi Group

29, Carpenter Street, Singapore 059923. (Opp. Clarke Quay MRT)  
Tel: 67458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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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海南陈氏宗亲联谊恳亲会

海南陈氏公会

AD_QianXi_L.indd   1 11/16/15   11:01 AM



Raid / Advertisement /  P&L / PioneerNLeaders_Ad / PCL_Share / PCL_ShareFull_Ad

PC
L 

Pr
in

te
rs

先 锋 印 刷 装 钉 私 人 有 限 公 司
电话 : (65) 6745 8733  │  传真 : (65) 6745 8213  │  电邮 : pclprinters@pnl-group.com  │  网站 :  www.pcl.com.sg

 设计／印刷／数码媒体：杂志、刊物、年报、日历、特辑、画册、网站设计 

任何询问，欢迎联系林碧峰先生(9037 9725)

从开业的第一天起，我们对客户的每一个需求都全

力以赴。随着一站式出版和印刷中心配备了最新的

科技，我们将秉承优良服务传统，令您称心如意。

逾20载丰富经验

把您的创新意念在印刷品中传递

先 锋 印 刷  -  让 您 的 创 意 迈 向 成 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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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史话
展望新中建交银禧志庆的新高点

中新友好 大有可为 
新中关系不止25年
新中建交历史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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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  •美容  •学院

爱美雅集团

13 Purvis Street 
Singapore 188592

Tel: +65 6336 0013  
Fax: +65 6338 3013

rsvn@hoteladonis.com
www.hoteladonis.com

恭贺
庆祝成立      周年暨

第一届海南陈氏宗亲联谊恳亲会
海南陈氏公会

•酒店  •美容  •学院

爱美雅集团

13 Purvis Street 
Singapore 188592

Tel: +65 6336 0013  
Fax: +65 6338 3013

rsvn@hoteladonis.com
www.hoteladoni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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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陈氏公会

Do not pull your teeth……save them……keep them

CHENG DENTAL SURGERY
#02-09 Furama Hotel  & Shopping Centre

60 Eu Tong Sen Street
Singapore 059804

Clinic tel : 62223637   /  65364880
Email: accheng@live.com.sg

Dr. Cheng Tim Jiam BDS-Dental Surgeon

EMERGENCY TREATMENT : 98380907
Consultation Hours:  11am to 7pm ( Monday to Friday)
 11am to  2pm (Monday to Saturday)
 Public Holiday/Sunday (Close)
                                                                      

金龙商店
Golden Dragon Store

101, Upper Cross Street, #02-51,
People’s Park Centre,

 Singapore 058357
Tel: 65358454, 65358234     

Fax: 65342465

Email: gdscraft@hotmail.com
Website: www.goldendragon.com.sg

Centre for handicraft and needl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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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ITA & CO. PTE LTD
DEFU LANE 10, 

BLK 38, #02-37, SINGAPORE 539215
TEL: 6280 9637
FAX: 6287 5267

Elita87@singnet.com.sg

Brendan Tan
Operations Manager

+65-9105 6568

YEH LAI SIANG CATERING SERVICE

OH’S FARM CATERING (F&B) PTE LTD OH’S FARM FOOD MANUFACTURING PTE LTD

精诚团结  为族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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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纪念刊编辑委员会

•	 Hand Bouquets 
 手捧花束

•	 Well Wishes Baskets 
 祝福礼篮

•	 New Born Gift Set 
 新生儿礼品

•	 Birthday Basket
 生日祝福礼篮

•	 Opening/Congratulatory 
Floral Arrangement

 开业／祝贺花卉

Lee Oi Cheng
M: (65) 9088 9294

Realising Your Desire Through Our Passion

Blk 47 Bendemeer Road #01-1469 Singapore 330047
Tel: 6291 1481   Fax: 6291 1486

www.passiondeflorists.com
leeoc@passiondeflorists.com

•	 Festival Season Hamper
 佳节礼篮

•	 Event & Ballroom Decorations 
 喜庆活动会场布置

•	 Bridal Floral Works
 婚礼花饰

•	 Condolences Florals/Arrangements/Blankets
 追思吊唁花卉

•	 Scrolls & Blanket 
 锦旗/彩标与联轴昼挽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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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周年纪念

公
会是于1935年成立的。会所等资产也必然是由先贤筹资购买而留

下的。身为后辈会员宗亲，都藉此刻良机，通过不同语言文字；表

达对先贤的贡献或功绩给予感激和褒扬，这样的胸怀是一代接一代的美好

遗风。

我族先贤会员宗亲于廿世纪二、三十年代就飘洋过海到狮城。公会历

经八十风雨岁月，至少走过最艰难时期到今日繁华的年代。我们的先贤族亲

会员，在生前的动人故事一定有很多，可惜无从得到可考的资料。

在欠缺人手和时间的紧迫下，编委这方尽量把会史、会务和使命给予

延续与总结，供会员宗亲与关心者参阅。不足或错误之处难免，这是无心

的，至祈宗亲会员们多加谅解与包容。

编委知道各方宗亲们会乐意从不同渠道给予帮忙或作贡献，由于面对

出版时间的催促，无法接纳更多赞助贺词广告和迟来的文稿。在此，编委

会要向热心会员宗亲表示深深的歉意。

照片集锦可以反映会务的精彩，但是又基于版位所限；使历年众多

的活动照片，真是无法一一安排和取用。敬请参加活动的宗亲，对此也给

予谅解。

本刊文章之中，有会员或理事的佳作，亦有理事或会员推荐的作品。

有些作品被割爱，这是很不得已的。内外文章最大的意义在于交流智慧；互

相交换知识与见解。宗亲们要是去品读，从中是可以获益的。

配合隆重庆典，大会先后有举办多项富有传统文化气息的节目，当中

包括专题讲座和海南美食。本刊将在庆典过后，将所有的活动内容，列入

增版范围予以作为永存的精典资料。

谨此感激所有宗亲会员及家眷、各界海内外宗亲与嘉宾给本刊的支持

与关注。

	 	 	 	 	 	 执行主编：川强

		 	 	 	 	 	 2015年11月11日志

编后小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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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亚太海南陈氏宗亲联谊恳亲会

庆祝成立        周年暨

海南陈氏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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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到樟宜 机场迎接海外宗亲

乡亲们有来自泰国、印尼、大马及中国海南省。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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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到樟宜 机场迎接海外宗亲
80周年节目表

晚宴节目表

2015年11月27日 (星期五)

整天	 接待日	 	 	 	
	 迎接海外嘉宾】

2015年11月28日 (星期六)

09:00	 祭祖典礼	 	 	 	
	 海南陈氏公会德星堂(5楼)】

11:00	 海南美食节与迎宾午宴	 	
	 珍辉阁(三楼)大巴窑后备军人协会】

15:00	 亚太区海南陈氏宗亲理事会会议	
	 太子厅,	京华酒店】

18:00	 迎宾晚宴	 	 	 	
	 会宾楼,	京华酒店】

22:00	 晚宴结束

2015年11月29日 (星期日)

10:00	 第一届世界海南陈氏宗亲恳亲会	
	 会宾楼,	京华酒店】

10:15	 专题演讲1－	海南传统文化的传承
	 陈修炳宗贤主讲(泰国旅暹海南陈家社)

10:35	 专题演讲2	－马来西亚杰出的海南陈氏宗亲
	 陈声评宗贤主讲	(隆雪海南颍川(陈)宗亲会)

10:55	 专题演讲3	－认知贪腐的新动态
	 陈薇伊宗贤主讲	(海南陈氏公会)

12:00	 恳亲会总结

12:15	 午餐： 待外宾及理事	 	
	 会宾楼,	京华酒店】

14:00	 午餐结束

2015年11月29日 (星期日)

18:00		 民乐小组演出

18.01	 嘉宾莅临

18:45	 主宾宗贤川仁部长莅临

19:00	 接见海外海南乡团代表

19:01	 娱兴节目【1】

19:30	 晚宴开始

19:50	 海南陈氏公会会长	-	嘉兆宗亲致欢迎词

19:55	 海南会馆会长	-	潘家海会长致辞

20:00	 主宾	-	宗贤川仁部长致辞

20:05	 陈川仁部长颁发	-	长期服务证书

20:20	 陈川仁部长主持切蛋糕仪式及敬酒仪式

20:40	 娱兴节目【2】

20:55	 泰国旅暹海南陈家社	-	陈川庆社长致辞

21:00	 隆雪海南颍川(陈)宗亲会	-	陈声评会长致辞

21:10	 互赠纪念品

21:30	 移交仪式－亚太区海南陈氏宗亲联谊会

21:55	 娱兴节目【3】

22:35	 筹委会主席	--	泽南秘书长致谢词

22:45	 全体大合唱两首歌
	 第一首：朋友〔周华健版〕
	 第二首：友谊万岁

22:55	 晚宴结束	/	晚安

171

xx__AfterEvent.indd   171 3/3/16   5:10 PM



80周年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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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内外宗亲集聚 德星堂进行祭祖仪式
一、	齐集

	 公元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廿八日					岁次乙未年十月十七日

	 新加坡海南陈氏公会宗亲与来自马来西亚、泰国、海南省

等国家与地区之陈氏宗亲齐聚我会德星堂，举行八十周年

祭祖大典。

二、	执事者各司其职。主祭孙嘉兆就位、陪祭孙泽平、敦川、

修炳、声评、川庆、泰钦、玉煌同众裔孙等就位。

三、	奏乐（播放会歌）

四、	献香一上香、二上香、三上香；

五、	行迎祖礼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

六、	行初献礼斟茶、献茶、酌酒、献酒、献帛；

七、	行终献礼、献猪牲、献翰音、献鱼羹、献馔、献饭、献

蛋、献果、举筷子；

八、	颂祝文（化祝文、化帛、酹酒）；

九、	行辞祖礼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

十、	礼成八十周年祭祖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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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内外宗亲集聚 德星堂进行祭祖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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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愉快的心情，设宴迎海内外宗亲

大会主席/会长嘉兆宗亲热烈欢迎各地宗亲
踊跃前来共庆盛会。

本会顾问大会主宾文安律师在交谈时称：
宗亲们藉此机会，共同参与“不同课题的
专题”讲座，可以促进了解不同社会的文
化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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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愉快的心情，设宴迎海内外宗亲

文安宗贤接受大会纪念品。
会务顾问泽平宗贤指出：四海宗亲
联系这条钢线一定要紧紧连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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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亲们以多元形式反映都市里的乡音乡情。

海外宗亲为晚会呈献优美动人的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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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要感谢文安宗亲在百忙之中，出席我们为外宾们举办

的欢迎晚宴，为我们海外的宗亲们洗尘。

现在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海外宗亲和嘉宾。他们

有来自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中国海南省等地。今年是新加坡海

南陈氏公会成立80周年，为配合这千载难逢的日子，我们举办的好多活动，

其中包括	海南陈氏宗亲恳亲大会，联谊论坛，与海南会馆联办的美食节，出版80周

年特刊，这些活动能够顺利的展开和完成，全靠海内外宗亲们的努力与合作，在此我要特别感谢声评宗长

和成刚宗长的协助和提供宝贵的意见。

欢迎晚会提供给我们一个交流平台，让宗亲们能在一个无拘无束的环境下，话家常。交换各个领域的

信息。希望宗亲们以此作为基础，建立起相互联系的方式，在往后的日子里，让它发挥正能量，开花结果。

今晚，我们的舞台开放给我们多才多艺的宗亲们，让来自不同地区的宗亲们把您们的才华展现给大家。

最后，我祝愿海外宗亲们在这里度过美好的时光。

望往后发挥正能量，

       开花结果

嘉兆会长在欢迎晚宴致词：

今年是新加坡海南

陈氏公会隆重庆祝成立

80周年大庆。这个日

子，也正好是新加坡举

国上下一整年欢庆独立

建国五十年并富有历史意

义的好日子。今晚，我要

以最愉快最诚挚的心情，

欢迎并感谢大家到来一起

共庆。尤其来自中国海南

省、大马、泰国、印尼等地的宗亲团。您们把“四海兄弟姐妹亲情”都一起带过来，大家济济一堂；乡音

乡情乡曲共化成一团，这样的浓浓之情，真叫我们永远难忘。

配合这个喜庆的大好日子，庆委会也将举办：三地宗亲专题座谈会。即马来西亚、泰国及新加坡的三

地宗亲，或汇报或介绍或讲述有关的课题。这项文化讲座，主要是分享心得；分享经验；分享知识。希望

宗亲们能抽空出席，一起交流。通过生活心得的交流，可以促进和提升宗亲们的友谊。

新加坡的天气是热了些。但是，大家对新加坡	海南陈氏公会的这份热情，是比天气还要热情；还要高

涨。我再次感谢大家爱护本会。祝大家度过一个难忘的夜晚。谢谢大家！

主宾文安律师宗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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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与新加坡 海南会馆联办“海南美食”

海南会馆秘书长韩进元阐述与我公会合作的意义。

大厨师介绍如何料理加积鸭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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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与新加坡 海南会馆联办“海南美食”

海南会馆潘家海会长说：忙碌的陈振泉政务部长
是为品尝海南佳肴而来的。

尝出海南佳肴的美味。

陈政务部长称：海南传统文化值得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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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区宗亲团联谊  恳亲会(2015.11.29)

我们非常高兴，看到海内外众多的宗亲们济济一堂，出席今天的开幕仪

式和参加论坛。海南陈氏宗亲分布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从事各种各样的行

业，行行出现海南陈氏状元。不论是文化与教育界，财经界，工商领域，政

治领域，专业界，我们的宗亲都以傲人的成绩，对居住国，作出无可磨灭的

贡献。	以新马为例，在政界，我们有川仁宗贤，文焕宗贤，文安宗贤和群川

宗贤等，他们为国家社会默默的耕耘。成为宗亲们的楷模。

中国的崛起，带动了整个世界的经济，一带一路的建设，给世界人民带

来了无限的商机。特别是海外华人，我们具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一个强

盛的中国是海外华人的最好保障。

亚太区海南陈氏联谊会成立于2011年，我们的宗旨是：1.	促进和加强

海南陈氏宗亲之间的凝聚力，多元的合作和交流。2.	弘扬海南优良的文化传

统。3.	协助海南陈氏弱势群体。4.	鼓励宗亲回乡寻根与探亲。5.	加强海南方言

的使用。6.	增进商业信息的来往，开拓新的商机。7.	推广青少年之间的交往。

我们希望联谊会能茁壮成长，有更多的宗亲团体加进我们的队伍。大家

一起为海南陈氏宗亲的福祉而努力。

嘉兆会长宗亲致词

大家好，谢谢大家在美好的周末拨出宝贵的时间，前来参加亚太海

南陈氏联谊会举办的首届专题演讲。在座的诸位，除了新加坡海南陈氏

公会宗亲和嘉宾们，还有来自马来西亚、泰国、印尼和海南省等国家和

地区的宗亲，这是非常难得的一次欢聚。

今年是新加坡海南陈氏公会80岁生日恰逢新加坡独立建国50周年，

为配合这个隆重的庆典，亚太海南陈氏联谊会特别举办第一届专题讲座；

作为互相交流的平台，负责主讲的是代表马来西亚宗亲会的声评宗贤，代表

泰国宗亲会的修炳宗贤以及代表新加坡宗亲会的薇伊律师；她们都是名重一时的

宗亲。请大家以热烈的掌声表示欢迎。接下来就让大家洗耳恭听他们的精彩演述。谢谢！

主宾文焕博士宗贤致辞

首届专题精彩演述

180

xx__AfterEvent.indd   180 3/3/16   5:20 PM



181

亚太区宗亲团联谊  恳亲会(2015.11.29)

声评宗贤：在大马华社族群中琼籍人士只有力争上游

薇伊律师说：新加坡是法治国家。所以，新加坡的任

何商业机构、福利组织甚至民间乡社的财务管理，一定要

按会计程序处理和税务守则。任何含糊不得。

今天，新加坡的清廉指数，已在“国际清廉指数”的

排名，滑落到〈世界第七〉的水平。于是，政府已经积极

开展招聘人手且会增加或提高到百分之二十。“国家反贪

污局”经决定在市镇中心建立“举报中心”供人民随时举

报不法行为。

薇伊律师特别指出：贪污行为“不一定可以见到钱

修炳宗贤说：生长和生活在泰

国社会，要成为一名商业成功者，

不仅仅依靠努力，人脉和机会是非常

重要和需要的。为了生存，我一定要	学好和

掌握好泰语。但为了保存我的'母语'，我得更努力养成常

讲海南话的习惯和关心海南省的文教与福利事业。对于个

陈修炳宗贤: 努力 + 人脉 + 机会
坚信：“吃亏是福”的古训 

人，自己一定要把家庭建立得好，使家庭温暖才能有心情

为社会和更多宗亲与乡亲服务。

修炳宗贤指出：人生不会是一直风平浪静。只有经历

过崎岖坎坷的道路，才会珍惜所拥有的一切。为了生存而

开拓市场，先苦后甜是不移的定律。记住：“吃亏是福”

的古训是值得坚信的。

海南人在马来西亚多元种族群中的华社，人口比率则

低。但是，却分布在不同的市镇。

在不同的市镇里，都可以找到海南乡团组织；把海南

文化和乡音乡情保留下来。

海南人在大马多元社会里，除了不断努力谋生，一再

力争上游而取得一定的经济地位。

最重要，大马海南人同星洲

海南人一样，每个家庭都注重子

女的教育。因此，大马海南人的

后一代，大抵海南人的教育水平并不

低。所以海南人对多元文化、学术与经济能力，亦随着社

会国家的进步而提升，并取得可嘉的成就。⋯⋯

宗亲薇伊律师称：妥善管理机构或社团财务 
提供专业服务是刻不容缓

的”。所以这项不法行为，是不

易察觉和被指控的。

她特别提醒公司或乡团领导

人，必需拥有五大管理步骤：(1)	 	一

定要具备管理准则，提供财务专业或专才人士进行掌

理；(2)	定期进行评估生意与行政风险，随时负起法律责

任；(3)	为公司或机构组织订下“清廉法则”，上下共同

遵守；(4)	与时俱进，提供培训课程；(5)	上下坚持守则；

时刻反省复思，齐心完成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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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0周年隆重晚宴
假万兴大酒楼举行

大会主宾为川仁宗贤
(2015.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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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宗亲团第四届联谊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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