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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亲雅属	
贵家族资料，请参阅	 	 卷	 第	 页	
	
这是我新加坡海南陈氏姓族的历史档案文献。	
祈请妥善保存，并作为教诲子孙的读本，教本。	
使他们认知身世由来，认同家族、宗族，有助走向世界，面对未来。	
	

新加坡海南陈氏〝建国一代〞宗亲	
敬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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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谱首：目录(Contents)	
	

一	 首序（发刋词）、序（献词）、题词	 	
二	 编谱说明（凡例）	 	
三	 新加坡海南陈氏公会史略。（附历届理事会名表）	 	
四	 建闺当代，宗亲公会建修《开族传世大宗谱》的历史意义、使命及其紧迫性。	 	
五	 姓族史料，考源	 	
	 1	 中华民族的组成，起源和共祖炎黄帝	 	
	 2	 陈氏先祖像赞	 	
	 	 初祖：黄帝；血缘始祖：舜帝；得姓始祖：妫满（胡公）；郡望始祖：实公。	 	
	 3	 陈氏姓族史略；海南陈氏宗支流派和渡琼始祖。	 	
	 4	 海南古代名士：邱公；海瑞；海南五公；苏东坡和海蜀	 	
	 5	 淡马锡（海城）和新加坡拉（狮城）的传说	 	
	 6	 海南人移氏到新加坡的史略	 	
	 7	 地方志：	 	
	 	 A. 海南当地的名山景胜，风俗传统，饮食文化	 	
	 	 B. 新加坡海南人传统结集地：如海南街、海南村、海南山等地今昔风貌	 	
	 8	 新加坡海南陈氏杰出宗宗名士录（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医药、教育、科技

工艺、慈善公益事业、公共服务等。	
	

	 9	 新加坡海南陈氏文化和艺术成就，作品介绍（包括文学著作、音乐、舞蹈、书

画、雕塑等）。	
	

六	 	 小统计	 	
七	 	 结语	 	
八	 	 鸣谢	 	
九	 	 其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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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设计 	 Content	Planner	
	
栏目编辑 	 Content	Editor	
	
创意编辑 	 Creative	Editor	
	
专题编辑 	 Feature	Editor	
	
美术设计 	 Graphic	Designer	
	
撰稿 	 	 Contributor	
	
编辑顾问 	 Editorial	Consultant	
	
法律顾问 	 Legal	Advisor	
	
网络支持 	 Online	Support	
	
校对 	 	 Proofreader	
	
摄影 	 	 Photographer	
	
出版 	 	 Publis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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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编谱说明） 	
	
一、	甫过建国 50周年，国家历史首站里程碑，历史新的纪元，一切叙

述从头，是民间百姓立谱、辅成国家建史的黄金时刻，躬逢盛世，

政通人和之际，本会公会掌握此一历史性的特殊机遇，发动本氏宗

亲家族、举族协作，共修一部《开族传世谱集》，要为本氏姓各宗

亲家族立一份〝开族当代〞翔实珍贵的〝历史档案文献〞，流传后

世，成为〝考源〞的依据蓝本，以及将来孝子贤孙寻根溯祖探族的

根引指南，建国开族，修谱建史，机遇特殊，唯此一次，宗亲各位，

莫自误才是。	
	

二、	本部《谱集》命名：新加坡海南陈氏《开族传世谱集》 							
本部《谱集》以新加坡海南陈氏姓族为核心认同，汇集谱录

同宗异流各宗亲家族先世当年从原籍海南漂洋过海南来，在当地落

地生根，开枝散叶，艰辛的建家立业，苦心经营的共同历史记忆之

集大成的首部〝平民史册〞是开族传世的首份历史档案文献，故名，

是以凡我新加坡海南陈氏宗亲家族，包括本会会员，非会员以及新

移民宗宗，不分男女老幼，都可以入谱存史，本氏公会也激励大家

莫迟疑，加入工作团队，加强阵容，积极地开展建谱工作，玉成大

业。	
	

三、	本氏公会建修《谱集》，提供系统和机制，带动各宗亲家族也

积极的建修《家谱》，相辅相成，辅成国家建史大业。 	
在此，家谱为谱集提供建谱的资料素材，而谱集则系统化，

永久性的储存这些家谱珍贵的资料素材，由此肯定谱系所述〝人事

〞的确实性，两者相辅相成，共同修成一部开族传世的《宝典》，

尤其要为各家族留下在新加坡〝开宗立系〞当代，首幅珍贵的〝全

家福〞（世系图表），它标志各家族新章段生命历史的〝新开始〞，

将永垂在我陈氏的〝姓族史〞上，流传后世，千秋万年。	
	

四、	激励宗亲族人，确立明确的〝新加坡华裔〞身份认同，（不再是新

加坡华侨）本以〝延承先绪、开宗立系、扎根狮城、放眼天下，展

向世界和未来〞之理念，名正言顺，建修我〝新加坡海南陈氏的姓

族史〞，可让凡有功业、成就或奉献国家社会、杰出的宗亲族人都

有缘入谱存史，有助丰富〝建国史〞的内涵，更具全面性的史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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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秉持〝慎终追远〞及〝敦宗睦族〞的修谱本义，建修本部《谱

集》 	
敦宗者：慎终追远，崇敬列祖列宗，认祖归宗。	
睦族者：整合家族和姓族，强化凝聚力和向心力，延续家世千秋传

承。	
欲使子孙们不只认知自已的身世由来历程，更要认同家族和

姓族的习俗教化以及传统的思想价值观念，感恩先世传世和培育的

浩恩大德，延承先绪，开宗立系，光大门第，我氏宗亲族人，万变

不离其宗，绝不致于〝数典忘祖〞而大逆不道的完全迷失了自我。	
	

六、	秉持〝承先啓后，继往开来〞传统修谱的精神建修《谱集》而不拘

泥于传统谱系、谱法和格局形式及章法。从当代社会宏观的视角去

考量传统的习俗教化和思想价值观念，再以大家熟悉能详的谱表格

式去梳理那些新的和旧的家事和族事，去芜存菁，走出传统〝封建

宗法〞的框架，面对现实的社会生活，大家才能走向世界和未来，

我们要塑立符合当代国情和社会文化背景需要的〝谱法〞，建修

《谱集》，汇录资料、构建平台，方便宗亲族人互相交流、沟通和

联系，以整合宗亲族人，团结族人，并且〝开先河〞，让后世续谱

时蓝本好追随，永续传承。	
	
七、	沿照当前社会体制，以父系血缘血统为核心认同，血脉世系传承，

力求血缘和血统的纯正性，虽然尊重女权，认同女生同样是家族的

血脉骨肉，让女生和男生的资料同等条件入谱，但女生的世系在世

系表上不传，只在〝族人生平事略资料表〞的〝配偶资料〞栏项内，

填具夫婿简略资料及所生子女的名字，如此，可使谱系内容资料涵

盖更全面，可厘清〝堂姑姨表〞的外亲关系，也为将来〝外孙认寻

外祖〞预留索引，这彰显华族重视的〝家族倫常关系〞的传统美德。

这也是华族优良习俗教化传统的一个部份。	
	
八、	本部《谱集》纪实的时空框架 	
	
1. 以新加坡开埠（1819年）至今近 200年的时段，作为〝划世代〞的

分水岭。	
2. 各家族以移民新加坡落地生根，开枝散叶的第一代为〝开基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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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兼顾传统、保存根引、延承先绪、开宗支、立根系、光大门第，既

是延续优良的传统，也在肇始家族世系新章段的传承，掀开家族〝

开族史〞的帷幕。	
九、	本部《谱集》属《宗谱》的性质，因此仍沿照传统《宗谱》谱法的

安排，分为〝谱首〞（卷一）和〝谱实〞（卷二及以下）两部份编

辑，我们以明确〝新加坡华裔〞的身份定位。按〝古略今详〞的法

则编撰，谱系内容回顾过去，兼顾传统，必须保存着家族的根引，

但是敍述的内容重点是当代新生的资料，要做好家世古今传承的衔

接工作，避免重犯传统修谱〝拖泥带水〞和〝以讹传讹〞传统的通

病为要。	
	
A. 〝谱首〞（卷一），这是新加坡海南陈氏族重要的〝历史档案文

献〞	
	

1. 《谱首》内容项目，详见谱集目录表。	
	

2. 内容涉及我陈氏三千多年的〝姓族史略〞，还包括人文志、艺文志、

地方志，以及海南人传统的习俗教化和思想价值观念等方面的资料，

要让族人及子孙有所认知和认同，将之传扬下去。	
	
3. 为顾及当代许多不谙华文的宗亲，以及应合后世未来社会文化背景

的需要，让绝大多数的族人读者读懂谱系，达成修谱的目的；本部

《谱集》内里的文章稿件，尤其是有关人文历史和习俗教化的部份，

将尽可能要〝中英文对照〞或附有〝内容提要〞的译文，而英文稿

件中，凡人名、地名或特定的名称和名词，都必须旁注〝中文汉字

〞（因为〝汉字〞一字多音、多字），避免日久后，时过境迁了，

这些名字、名词，读者无法理解。	
	
4. 本氏公会历尽滄桑 80春秋，在过去漫长的时日中，历届理事会的

成员以及宗亲们都曾经为公会做出无私的奉献，奠定公会今天的基

业，应在《谱集》里给予肯定。	
	
5. 人文历史方面，载录有功于族群和社会，做出无私的奉献，杰出的

宗亲，表彰他们的功业成就，以资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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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艺文志方面，不能忽略了一群默默埋头笔耕的宗亲作家和艺术家；

应该留版位录下他们名号和佳作，作为模范，鼓励后进，同时也体

现我新加坡海南陈氏的文化内涵和气息。	
	
	
7. 地方志方面，不忘介绍当地以及原籍海南有故事性和掌故的名胜或

古蹟，滄海桑田，留下历史发展过的斑驳点滴的印迹，让子孙们认

识身世来处，有所追思和缅怀。	
	

B. 〝谱实〞（卷二及以下），这里汇录了本氏姓族同宗异流，各宗

亲家族当代新生的人文资料，以备衔接家族、家世古今的传承，并

延传后世，它肯定了当代各家族的〝存在〞以及宗亲族人功业成就

的确实性。	
	
〝谱实〞，由家族简史（根引），血脉世系图表和族人生平事略资

料表等，三个部份合组而成，按県市为核心，分〝篇〞系统化的编

撰，为方便读者查阅，互相交流联系，编委会提供〝资料填报表格

〞，让宗亲家族据实情填报，以统一谱实的谱法，让后世续谱时，

有蓝本可以追随，而成〝一致性〞，连贯性的《谱集》。	
	

有关谱实的编撰原则等详情说明篇幅冗长，故留待卷二及以下卷次

才说明，在此不加赘述。	
	

十、	综结	
	

1. 本部《开族传世谱集》，顾名思义，是汇录新加坡海南陈氏同宗异

流，各宗亲家族在新加坡当地落地生根，开枝散叶，建家立业的〝

开族史〞，历史新的纪元，一切敍述从头，建谱留史，也唯此一次，

宗亲各位莫让〝开族史〞留白，空遗憾。	
	
〝开族〞是家族历史的渊源开始，唯此一次，〝传世〞是与时并进，

与世代俱存，源源不断的延传后世的专著《谱集》，它功在当代，

寓意在未来，是惠及后世子孙，千秋功德大业，各位宗亲何乐而不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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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秉持〝敦宗睦族〞的本义建修《谱集》〝敦宗者〞，弘扬华族饮水

思源的美德和慎终追远的孝恩孝道精神，而更强调〝睦族〞、〝妆

族〞，整合家族和姓族以强化凝聚力和向心力，以本氏公会为中心，

凝聚团结宗亲族人，共同面对现实生活的挑战，展向世界和未来，

间接的这将提升公会的形象和地位，让公会发挥其宗祠家庙的传统

使命任务。	
3. 本部《谱集》在族史考源和习俗教化等方面都尽量使用〝中英文对

照〞的方式来撰述，应合当代国情和社会文化背景的需要，顾及不

谙华文的宗亲读者，尤其是对将来散居海外各地〝无缘〞接触华文

的后裔子孙，使他们能认知自己的身世由来，认同自己的身份，也

心系狮城，有迹可循的回溯到狮城来寻根溯祖探族，所以本部《谱

集》是具前瞻性的；同时，因为是〝双语文〞，所以本部《谱集》

能坦然的和其他种族文化相交流、沟通、互相学习促进彼此相互间

的理解和包容心，巩固多元种族共存共荣的社会基础，并达致国家

文化政策的终极目标：〝塑建深具各种族文化內涵的新加坡文化〞，

为此，尽一分心力。	
	

4. 《开族传世谱集》汇录的是各位宗亲家族在新加坡当地的〝开族史

〞和每位宗亲的家世是息息相关者，更者，那些先世渊源失考，连

至亲的爷爷的名字都报不上来的宗亲。修谱立史，此正其时，〝亡

羊補牢，未免晚也〞。	
	

寄语：本部《谱集》将是与时并进，与世代俱存储，连续性的姓族

谱集，它和建国史同步拉开帷幕，也随国史流传千秋万世，期盼我

陈氏宗亲们会重视、珍惜、支持。输浆献力，共同耕耘这片心田，

认祖归宗，维系族情族谊，共同面对未来现实的社会生活挑战。	
	
万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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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当代，正也是宗亲家族建家立业，开宗立系，光大门第的当代，

谈宗亲公会发动宗亲家族建修《开族传世谱集》的意义及其紧迫性。	
	 	
	
一、	 絮语 

 

甫过 2015 年建国历史 50 周年首站里程碑，而今大家又再举步迈入另

一段 50 年未来的历史进程，心情依然兴奋，还沉浸在举国欢腾，热烈

庆祝 SG50 金禧纪念盛大庆典的喜悦气氛中，信心满满的，对未来更怀

有另一番的期待和憧憬，国泰民安，政通人和，深信我们能继续地走

下去，而且走得更久远，更好。 

 

当下，建国伊始，躬逢盛世，政通人和之际，正也是民间百姓立谱，

辅成国家建史，千秋大业的黄金时刻，且让我们回顾过去，肯定建国

和〝开族〞的当代，激励宗亲家族踊跃地建修《家谱》，谱录纪实祖

辈当年如何地从原籍故乡，漂洋过海南来，在当地落地生根，艰辛建

家立业，苦心经营，点点滴滴的历史记忆，让本氏公会汇集资料，集

大成建修建国后的首部《开族传世谱集》为各家族垂留〝开族史〞，

同时也顺此共同筹划另一段 50 年的进程，为缔造首度〝百年大业，尽

一分心力〞，并完成当代人的历史义务和责任。 

 

谨此祝愿：新加坡国远昌隆，风调雨顺，各项事业发展顺利，方方面

面都更上一层楼。 

 

二、	 建国当代，正也是各家族在当地落地生根，建家立业，光大门第

的当代，这是很特殊的历史性机遇，亟待建《谱集》，立〝开族

史〞流传后世，莫教〝开族史〞留白，空遗憾。 
	

1. 首先，大家必须先要了解《开族传世谱集》（《谱集》）是怎样的典籍	
	
从现代社会宏观视角看《谱集》有别于《家谱》，它是姓族繁衍和发

展的生命历史，系统化地汇集同姓氏、同宗异流各宗亲家族谱系资料，

集大成的一份〝历史档案文献〞，也是民间 草根性田野资料的一部

〝平民史册〞，更是姓族镇族传世的《宝典》，及后世追本溯源的根

引指南，是具有存史、教化和资治的功能效应，并和国史及地方志，

三者並列为〝史学三大支其〞负有时代性和历史性的使命任务，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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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历史和学术性研究价值，亟待大家建谱，积存资料给后世塑建〝

心灵文化〞的黄金时刻。	
	

2. 《谱集》纪实各宗亲家族血脉世系繁衍和发展的历程，从根源起始，

流程和际遇，以至播近移流的轨迹，展示各宗亲家族分布地域图，及

生活和功业成就等等，丰富多姿多彩，鲜活的人文史料，集大成而有

的一部〝开族史〞的《谱集》，让各个平凡普通的宗亲家族都能上榜，

在此垂留一个永垂不朽的〝名位〞和历史印迹，让后世子孙有所认知、

认同和追随，不致茫然地迷失了自我。	
	

3. 《谱集》上载各家族在新加坡开宗立系，光大门第的第一幅〝血脉世

系图表〞，随附〝族人生平事略资料表〞，形同一幅形象鲜明突出〝

全家福〞图像，让后世子孙认知认同自己的家族和姓族，知所追恩、

缅怀、景仰并感恩传世和培育的浩恩大德，激发他追本溯源，重拾那

份自信心和自豪感，延承先世遗志，参与建谱工作，持续家世传承的

任务。	
	

〝开族〞当代这第一幅的〝全家福〞，只此一幅，珍贵无比，是整部

《谱集》的聚焦点（Focus），也是热卖点（Selling	Point）， 重大意

义和价值所在，躬逢建国和开族的当代，吁请宗亲家族莫坐失贻，误

仅此一次的历史性机遇，积极地参与建谱的工作，共同完成一宗千秋

功德大业，善哉，功德无量。	
	
三、	 本氏公会，始终不渝，扮演维系族情，凝集团结族人的祠堂宗庙

的传统角色。 	
	
德星堂上供奉着本支姓族列代先祖的祭祀，按节庆期举行感恩祭拜典

礼仪式，不敢或忘先世交付遗志，务必要坚持维系宗亲族谊，凝聚团

结族人的使命任务，正是为此，而发动宗亲家族，举族协作，共同建

修这部《开族传世谱集》，但求无负于先世之所交付的义务和责任，

且无愧于后世子孙，其用心良苦，可见一斑。	
	
回顾 80年前，祖辈从原籍故乡，为逃荒避难，谋求生计而离乡背井，

漂洋过海，南来落户当地，初时人生地不熟，举目无亲，陷于落单飘

零的困境中，当时幸得有这股〝宗乡情谊〞所牵引和感召下，血浓于

水，本氏宗亲族人凝聚一体，互相扶持、提携，共同克服了许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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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难题，并且奠定各宗亲家族今天的事业基础。而这股强烈的〝宗

乡情谊〞终就凝结，而于 1935年成立了我〝新加坡海南陈氏公会〞，

给族人建了一个避风港，增强自信心，历经 80多年的沧桑岁月，几经

奋斗，先贤和前辈无私的奉献，成就今天族人的事业基础，功不可没，

本部《谱集》必须彰扬歌颂其功德。	
	
〝前人种树，后人遮荫〞，后世当知〝护根〞和〝反馈〞的道理，我

们是常怀感恩之情建修《谱集》以垂留这段沧桑岁月的〝开族史〞，

以期完成家族及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任务。	
	
四、	 本氏公会主持建修《谱集》，对家族、公会本身，甚至整个华社，

都具有诸多正面性的意义和价值。 	
	
1. 《谱集》为姓族立下一份翔实重要的〝历史档案文献〞，可作为后世

子孙追本溯源的依据蓝本，上载了各家族在当地落地生根，开枝散叶，

繁衍和发展的〝开族史〞，各个平凡普通的家族在此上榜，垂留永垂

不朽的〝名位〞和历史印迹，不让〝开族史〞留白，空遗憾。	
	

2. 《谱集》由本氏公会主修和出版，版权自然归属公会，因此公会可以

全权掌理本氏姓族谱系资料和使用、储存和延续发展等事宜，名正言

顺的建立起本氏姓族的〝族谱书库〞（谱系资料中心），供作族人聚

会，直接交流、沟通和联系的平台，也在这平台上共同研习本氏族的

〝根缘文化〞（传统文化），由此直接提升了《谱集》的实用价值和

意义，另一方面也提升了公会在族人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塑建一个

神圣不容渎犯的象征图腾，有助强化公会的生命力，这点对那些当前

会员人数递减，会务低迷不振的宗亲公会，意义更是重大。	
	

3. 本氏公会率先发动宗亲家族建修《开族传世谱集》，相信这部《谱集》

将会成为海外华裔谱系的楷模，激起建谱的热潮，引伸起来，影响所

及，足以促成了〝海内外华裔大联谱〞的空前壮举，让子子孙孙一圆

万流归宗的夙愿，本氏公会为之铺路，成为领头羊，起着带头的作用，

将传为千古佳话。	
	

五、	 当代建修《谱集》的理念，坚持修谱的传统精神，而不拘泥于传

统谱法的格局形式和章法，要建修一部〝当代〞谱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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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不停的在演进，处在不同的时代，国情和历史，以及社会文化背

景等等客观条件，因素不用，各次建谱或修谱的宗旨和目的都不同，

因此不能依样画葫芦的一概而论。	
	
当代建修《谱集》必须先调适心态，要从当代社会宏观的视角来考量

建谱的〝当代意义〞，先要摆脱〝封建宗法专制〞传统思想的阴影，

坚持传统的精神，不拘泥于传统谱法的格局形式和章法，去芜求菁，

走出传统的框架，面对现实的社会生活环境，策定正确的方针取向，

建修通俗化、易查、易懂，符合时代所需要的〝当代谱集〞，能为宗

亲族人所接受传统文化以及辛苦修成的《谱集》，也才可能流传千秋

百世，这是必然的硬道理，希望宗亲诸位莫要食古不化、固步自封，

盲目苟且的盲从下去。	
	
六、	 当下推动宗亲族人建修《谱集》的社会大环境。 	
	
1. 建国初年，市景箫条，百业待兴，国家教育政策方针受到一定的局限，

偏重于经济建设以及工艺科技知识方面的传授，稍有忽略人文思想教

育和社会思想价值观念的灌输工作。新生一代沉浸在〝功利主义〞挂

帥的现实生活环境中成长，〝功利主义〞催生了〝个人主义〞，人们

自我为中心，也显得急功近利，立竿就要见影，忽略了人文素养方面

的修为，对自我身世的认知不足，对家族和姓族的认同感，自然的也

不强烈，于是在现实的生活环境中有许多人便迷失了自我，有的人连

至亲的爺爺的名字都报不上来，还有兄弟姐妹形同陌路人，这些都早

己经是社会的常态现象，不足为奇，人们的心态如此淡漠低迷，怎会

想要建修族谱呢！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呀！	
	

2. 当今失谱，家世根源失考的家族极多，比比皆是	
	

早年为逃荒避难，为谋求生计而漂洋过海，南来的先辈，多数受教育

不多，文化水平不高，加以政治因素关系，不少宗亲和在乡的亲人早

己经失去了联系，因此很多宗亲族人无法说清楚自己的身世，茫然迷

失的，不知根源出处，何处是侬家？感到惆怅无奈，但是，他们不曾

放弃寻根溯祖的梦想，而疾呼着〝侬（我）是谁？〞（Who	am	I	?）
的在奔波寻觅自我，要重拾那份自信心和自豪感，以延续家族世系，

千秋不断的传承，这是推动修谱工作的一股新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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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正可借助本氏公会建修《开族传世谱集》的契机，模仿前人〝

复修〞族谱的作法，回顾仅知有限的过去，肯定〝建国开族〞的当代，

以移民新加坡落地生根，开枝散叶的第一代人为〝开基始祖〞作为家

族新的世系传承起点，开宗立系，肇始家族新章段的生命历史，这正

所谓：〝前世己矣，后世尚可追待的〞，亡羊补牢，未为晚也，原是

失谱，先世渊源失考者，别气馁，把握契机，认祖归宗，迎头赶上才

是。	
	

3. 兴建祠堂宗庙，供奉先祖祭祀，百善孝为先，以尽孝思孝道，这是华

族的传统美德，同时由此而维系宗亲族情，但却不幸的被一些〝新潮

子孙〞所曲解，视之为宗教迷信，无知的膜拜行径，连带的也否定了

家族修谱的意义，而抗拒修谱工作。	
	
华族有〝饮水思源〞和〝慎终追远〞的孝思孝道美德，兴建祠堂宗庙，

供奉先祖祭祀，原义出于对先祖的追思、缅怀、景仰和感恩的情义，

并且由此维系家族和姓族数千年的亲族情谊，减缓子孙的星散迷失的

境况，兴建了祠堂宗庙后，跟着是召集族人建修族谱纪实家世繁衍发

展的历程和际遇等历史记忆，流传后世，免因失传，以致后世〝失知

〞而消散掉其用心良苦。	
	
兴建祠堂宗庙和建修族谱，二位一体，长久传承下来，早已经合成华

族的一种习俗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的已经是华族根深柢固的生活方式

部份，家族、姓族。	
	
每次修祠堂，续族谱都会激发族人追本溯源的热情，起着整合家族和

姓族，强化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效应。中华民族及其精深博大的传统文

化便凭靠此管道，不断的积累和传承五千年而不朽，是当今世少硕果

仅存，依然还鲜活着的〝古文明活文化〞，中华儿女必须珍惜，重视

之，并且引以为豪。	
	
而时下，却有许多〝新潮子孙〞，他们误解，或是刻意的曲解，将兴

建祠堂宗庙，供奉先祖祭祀的习俗，当成是宗教迷信，无知的膜拜行

径，混为一谈，一些人进而连带的也抗拒家族修谱的意愿，除此还有

另一类只顾眼前的现实主义者，则认为修谱只为纪实那些过往无谓的

陈年旧事，认为认祖归宗与否，意义不现实，都不会影响大家现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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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生活，何苦还费心力去做这些无谓吃力不讨好的苦差役，所以也

不愿修谱。	
	
上述两类族人子孙的思想，前首偏激，后者小聪明的消极，但箭头一

致都针对传统的修谱工作，完全漠视自已的身世和身份的认同，以及

民族的习俗教化和传统精神的重要性，对当前建修《谱集》重大的工

程，造成一定的困扰，并加重压力，诚实不幸。	
	

4. 21世纪，中国和平崛起，经济实力振兴强劲，独领风骚，带动世界经

济运作和发展的势头，于是也改变了世人对华人以及华族文化的看法

和评价，世界各地纷纷兴起学习华族文化的热潮，这也激发了海外华

裔追本溯源，寻根问祖，探族的热忱，海外华裔向神州大地的归向，

归心炙热，寻根之旅络绎在道，而在中国本土各地相应的也兴起修建

祠堂宗庙和修谱的活动，随处应声而起，里应外合，沸沸揚揚的一大

片，反映了中华文化欣欣向荣的复兴迹象，可喜可贺。	
	
而 近十数年间，海外宗乡团体组织更加生气蓬勃的纷纷林立，响应

整合族群，弘扬传统文化的活动、世界性的活动频密，如〝世界华商

年会〞，各地宗乡的〝恳亲联谊聚会〞、〝文化交流会〞、〝饮食文

化会展〞等等活动，连年轮流的在世界各大城镇中召集举行，而且场

场反应都热烈，这些活动促进了世界华人间互相联系、交流和沟通，

也拉近彼此在思想和感情方面的距离，强化〝万流归宗〞的意向。	
	
当下，本氏公会建修《开族传世谱集》当能激发其他姓氏宗亲公会效

法跟进，也从当地做起，建修一部《谱集》，纪实本氏姓族的〝开族

史〞，在此恒留一个永垂不朽的〝名位〞和历史记忆，如此，此起彼

应，终能促成海內外华裔万流归宗，推动〝世界华人大联谱〞，伟大

〝根缘文化〞的塑建工程，强化世界华人华社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凝

聚团结，更缔造辉煌，这可谓是石破天惊空前旷世的壮举，本氏公会

成了领头羊，起着带头的作用，将传为千古佳话。	
	
5. 本部《谱集》，不只是本氏姓族的一份〝历史档案文献〞，也是传承

传统文化的裁体，以及灌输正确思想价值观念的重要管道，当前发起

建修《谱集》，符合当代国情和社会文化背景的需要，也为贯彻国家

文化政策，达成塑建深具多元文化內涵的〝新加坡文化〞的终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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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这个由多元种族共同建立起来的移民国家社会，2015年才刚度

过建国 50周年的首站里程碑，仰天庇祐，更拜谢各种族同胞有善良的

秉性和宽宏的包容心所赐，各种族和谐共存共荣，历经三代人的励精

图治，共同努力完成了国家的基础建设，更奠定了多元种族文化和宗

教信仰自由，和谐共存共荣的社会基石，让新加坡从当年的一个荒芜

的小渔村，晋升到今天令国人感到骄傲和自豪的新兴繁华都会，耀眼

夺目的小红点，沧海桑田，历史是 好的写照。	
	
〝双语教育〞是新加坡建国的国策之一，近年间更强化至〝双文化教

育〞的方面，政府颁拨土地和基金，让宗乡总会兴建〝新加坡华族文

化中心〞，由民间团体组织负起领导塑建〝深具多元文化内涵的新加

坡文化〞（非杂烩 Rojak文化）的重任，以期达成国家文化政策的终

极目标。	
	
〝国家文化政策〞其终极目标清楚明确，强调各种族优良传统文化应

该持续传承，各种优良的习俗传统也应该加以表扬，而且这些文化和

传统，必须提升至互相理解、包容、欣赏、学习和参与的境界，这些

指示，充份显示政府关注多元种族文化和习俗传统的延传和持续发展

的决心，也意识到多元种族和谐共存对国家社会能长安久治的重要性，

并全力以赴，筹划建树另一段辉惶的〝百年功业〞，高瞻远瞩，其用

心良苦，诚万民之福，这点，政府已赐予我们有利的客观条件，建国

当代建修《开族传世谱集》要顺势而为。	
	
本部《谱集》以中英文对照的，纪实各宗亲家族落户新加坡繁衍发展

历程和际遇，敍述族人曾经的无私付出和奉献，《谱集》的内容也上

载了海南的风土民俗，不忘灌输优良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教诲子弟

扮演好〝新加坡海南族裔〞的身份角色，它是具有〝存史、教化和资

治〞功能效应的一部〝平民史册〞，有一定的学术性的研究价值，足

以作为本氏姓族一部镇族传世的《宝典》，以及教诲子孙〝根缘文化

〞的谈本和教本，对贯彻国家文化终极目标的工作，有一定的助益。	
	
6. 跨入 21世纪网络科技的全盛时代，使用网络程式储存和搜寻档案文献

资料，确实便利快捷，对谱系资料的搜集和考证的工作也解决了不少

的难题，同时，《谱集》资料数码化存档后，公会即顺理成章的建立

了〝族谱书库〞（谱系资料中心），全面系统化的处理本氏姓族的〝

人文史料〞，成为族人交流、联系的平台，更简化了后世续修族谱的



	

新加坡海南陈氏《开族传世谱集》	 Page	18	
	

2017年	

工作程式，一劳永逸，因此当代先用心建修起《谱集》的框架，是关

键。	
	
处在不同的时代，国情和历史以及社会文化背景完全不同，无论〝建

谱〞或〝修谱〞，都肩负着不同的使命任务，新加坡这个多元种族，

新生的移民，国家社会，目前尚欠缺一套〝属于自已〞的网络输入程

式，有待大家用心的去编制，使用，虽然目前市场上网络公司林立，

不乏〝输入程式〞，但这些输入程式多数不能应合本氏姓族建修《谱

集》的条件和要求，所以不能盲从，胡乱套用。	
	
使用网络科技建修族谱，便利快捷，大家在网络的〝云端〞上神交，

互相交流联系，就通过手机，弹指间隔空的也能〝续修〞成一部族谱，

完全可以省免掉人际间繁琐的交往程序，这样修成的谱系只是达到目

标，冰冷空洞的内容，和〝敦宗睦族〞的目的，相距甚远，无法凝聚

团结宗亲族人，发挥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亲族精神。	
	
我们固然赞尝修成谱系的成果，但也更重视建谱繁复工作过程中，凝

聚起来亲族情谊。	
	
七、	 总结：当代，宗亲公会发动宗亲家族建修《开族传世谱集》的意

义及 				其紧迫性 	
	
1. 建国当代，正也是各宗亲家族落户当地，开宗立系，光大门第的〝开

族当代〞，本氏公会由始至今，都扮演着祠堂宗庙的传统角色，敦宗

睦族，维系宗亲情谊，设置建谱的系统，提供机制，掌握唯此一次历

史性的特殊机遇，发动宗亲家族建修一部《开族传世谱集》全面汇集

谱录各家族当代的人文史料，为各家族立〝开族史〞，让原是平凡普

通的宗亲人家也都能上榜，在本氏姓族的〝开族史〞上，列下一个永

垂不朽的〝名位〞及一份历史档案文献，流传后世，作为镇族传世的

《宝典》以及后世追本溯源的依据蓝本，不让这新章首页的〝开族史

〞	
留白，空遗憾。	
	
再者，当代建修〝谱集》，激励大家确立明确的〝新加坡华裔〞的身

份认同，扎根狮城，放眼天下，展向世界和未来，并和〝世界华人社

会〞接上轨，共创辉煌，子孙认同根在狮城，心系狮城，将来无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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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何处，都会回溯到狮城来寻根，溯祖探亲，探汸〝德星堂〞给列位

祖先礼一束香，甚至探索回到原籍故乡去，在那棵千年老树下和在乡

的族亲共敍天伦，汲一口源头的活水、聊尽游子的一兮考思心意，本

氏公会深具前瞻性的修为，功德无量。	
	

2. 环顾周遭环境，当前我们正处在东西方文化相碰撞交融之际，社会文

化背景和思想价值观念等都在蜕变和变异的状况中，古老的中华传统

文化备受冲击，此刻已显露苍白乏力的倦容，传承文化的工作和活动

也呈现表面化，几至 后驿站的边缘，同时此刻我们又处在新旧世代

交替，青黄不接的点上，眼见族中〝知事〞的年长者，逐个年华老去，

都已入了垂暮之年，当前，如果不趁他们尚健在，记忆力和思维都还

清晰的片刻，邀约他们参与建谱工作，或口述细诉话当年的旧事，留

下斑驳点滴的经历记忆，建《谱集》留下历史，流传后世，让子孙有

所认知和认同，免致茫然迷失了自我，此刻如果错过建修《谱集》的

时机，恐怕这些珍贵无比的历史资料，将随时间湮没消失，致令〝开

族史〞空留白，成为千古憾事，徒叹悲哀。	
	

3. 新加坡地小，人口越来越密集，又没腹地可依靠，社会发展的饱和点

不高，市场競争剧烈，后世子孙为求生存和发展， 终难免得走向世

界，播迁移流，势所难免，此刻建修《谱集》，提醒宗亲族人要未雨

绸缪，先做好心理和思想上的准备功夫，希望将来子孙们在他乡异地

相处时，大家都不忘〝根在狮城〞，血浓于水，互相扶持、提携，共

同面对现实社会生活的严峻考验；他们不只心系狮城，回到狮城来追

本溯源，甚至还探索回到原籍故乡，汲一口源头的活水，呢喃告慰先

祖，孝子贤孙归来祭祀，一尽饮水思源，慎终追远的孝思心意。	
	

4. 当代本氏公会克尽职守，负起建修《谱集》，立〝开族史〞的重任，

其用心良苦。谨此呼吁：宗亲家族（包括本会会员、非会员以及新来

的男女移民）珍惜并重视此番建修《开族传世谱集》的历史性，唯此

一次的特殊机遇，参与建谱工作为姓族立一份〝历史档案文献〞，并

为后世子孙积存一份珍贵的〝心灵文化〞资产而献力，别辜负本氏公

会的一番苦心，如此，共成千秋大业，对上，无负于先世遗志，对下，

也无愧于后世子孙，功德无量。	
	

5. 万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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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新加坡海南陈氏作家系列简介 
 

陈国首  笔名陈歌秀 ，生于 1936 年，祖籍海南文昌县，1957 年华中毕业，

南大肄业,1959 年加入星洲日报任外勤记者。荣获新加坡文化部及电台联办剧本比赛

创作奖；1971 年获德国政府奖学金前往柏林国际新闻学院深造。1979 年柬泰边境边

境特派记者。六十年代，参演新加坡艺术剧场“鸡鸣早看天”、“富贵浮云”	、
“少奶奶的扇子”及南大“少年游”、表演艺术学院“黑魂”、实践剧团“夕阳无

限”、“红鹰”等舞台话剧演出,著有《冲出朝阳云围的朝》（2009）、《敬你一片

蓝天》（2011）、《绿洲边缘》。 

 

陈国相   生于 1936 年，祖籍海南文昌县，“513 事件”发生时就读莱佛士

书院。九号结束后转读中正中学，被选为中学联的英文秘书；中学连被封后，开始南

洋大学生涯，成为第一届毕业生，毕业后一直在海外学习和执教，2002 年退休时是

加拿大贵府大学的荣休教授，著有《情系五一三》（陈国相、孔莉莎、陈仁贵合编）、

《复办南大》（论文集）。 

 

陈川强  生于 1938 年，祖籍海南文昌县洒市抱才椻村，海南公立培群小学

毕业及育英中学高中毕业，函授攻读中国厦门大学师范语文专科及香港美江学院新闻

专修科。曾任人民协会《人协报》记者、报社兼职新闻助理编辑，“教育出版社编审

委员会”执行秘书，海南会馆属下文学会副主任。《大士文艺》执行主编，新加坡作

家协会名誉会长、大士文艺促进会主席；《午后，又一个午后》（蔡丽双杯赤子情新

诗佳作奖）、《见到爝火哪怕没有光》、（中国东盟作家笔会赏录）著有《烈浦诗文

集》。 

 

陈昌亿  常用静森、野雁、香缔，陈逸、陈思等笔名，生于马来西亚丁加

奴州，祖籍海南文昌县蓬莱墟干塘村，1948 年返海南读小学，1956 年赴新加坡高中

毕业，曾任职于教育部课程组，曾获又译《教与学月刊》短篇小说奖，新加坡文化部

主办“儿童故事”创作比赛第三名，著有散文《蝉声处处》、编撰《潮塘村陈氏族谱》

等。 

 

陈来水 祖籍海南省文昌县，生于 1954 年，南阳大学中文系毕业，曾任南

大中文学会会长，南大诗社理事，新加坡广播新闻编辑。主编《北斗文艺》、作品入

选《8人诗集》《13 散文选》。 

 

陈垂良  笔名垂仰，1949 年生于中国海南琼山县土桥市道统后村。曾任牛

车水人民剧场经理，海南会馆教导海南会话及海南歌谣诗词吟唱、大士伯公宫《道德

经》吟唱、新加坡广播电台体育评述员、成立《陈垂良语言音乐学院》，新加坡作家

协会、新加坡文艺研究会、锡山文艺社与新声诗社等会员，出版《金山顶上迎朝阳》

诗集、《城市与芦苇的梦》 三人集）， 《垂仰诗选》（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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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业雄  生于 1941，祖籍海南万宁龙滚镇。1961 年华侨中学高中毕业，

1960 年新加坡篮球国手，任教体育教师直至退休。 “新加坡族谱学会” 创办发起

人兼会长，主编《族谱》系列刊物。出版有《海南鲤跳陈氏族谱》、《鲤跳人》(史

料)、《落地生根，开枝散叶，新加坡华族谱系》，《万流归宗，倡导建修新加坡华

裔大宗谱》。 

 

陈川波   生于 1941 年，祖籍海南文昌县，常以长河、山河、南海客、夏

木青等笔名发表作品 1963 年南洋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毕业，曾任南洋大学中文学会

秘书及该会属下《大学青年》编委。六七十年代任星洲日报编辑，主持《青年园地》

《青年知识》《少年园地》《儿童园地》编委。八十年代起任职“中国银行新加坡分

行”直至退休。新加坡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会长。《艺术天地》执行编辑，，出版著

作有《无名河，哼哀歌》、《事在人为》、《木石集》、《主观与客观的问题》、

《掠过夜空的彗星》、《文坛刍议》、《文艺与人生》。 

 

陈业兰   祖籍海南琼海县佳文村人，以涵心为笔名，作品收入：《新马海

南作家作品选》、《新马海南作家选集》、《亚细安海南作家作品选》。 

 

陈在民    笔名卡尔，祖籍海南文昌 ，编舞老师，曾和星马知名歌手合作，

作品收入《亚细安海南作家作品选》。 

 

陈嘉伟    祖籍海南琼海，毕业自南洋初级学院，曾获新加坡总理书籍奖，

作品收入《亚细安海南作家作品选》。 

 

陈华彪    祖籍海南，1994 年华侨中学毕业。1996 年毕业于华中初级学院，

现就读于新加坡国立大学，曾担任国大柔道部队长。《一个十九岁的爱情故事》获新

加坡戏剧奖（初级者）亚军。2000 年（陨石传说获过大中文文艺写作奖季军。小说

The Devil Ttriedto buy my soul 获过大文艺学会创意写作比赛（英文）季军。出

版有如《如风的少年》 （小说）《陈华彪诗歌选》、《超级铁链男的故事》（小

说）。 

 

陈玉莲    生于 1947 年，祖籍海南。圣尼格拉女校及南桥女中受教育。

1987 年意外身亡。出版(小说集)有 《心灵深处》、《零》，作品收入《新加坡海南

作家选集》、《亚细安海南作家作品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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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领域艺术人才 
  

陈昌明   生于 1939 年，祖籍海南文昌，曾以龙哥为笔名，在报上推介华

语话剧团体演出。毕业于英校美智政府中学，后考获中国福建厦门大学中国语文文凭。

历任民报记者、星洲日报与联合晚报执行编辑、新明日报总编辑助理、华文报集团联

合早报培训部高级经理以及联合报剧团等职。曾导演康乐音乐研究会  “螳螂世家”

（独幕剧）、“生活的旋律”多幕剧；南大戏剧会“大团圆”独幕剧、实践艺术剧场

“苦难的航程”（诗剧）。以及中侨集团出品的本地电影“桥的两岸”（与林明洲 

联合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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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things that make being a Hainanese in Singapore uniquely awesome 
 
January 22, 2017 Joshua Lee 
 
They are a small community, but they have a created a niche for themselves in Singapore. 
The Hainanese community makes up less than seven per cent of the Chinese population in 
Singapore. But even though they are a relatively small group, they have created their own niche, 
especially in food. 
 
Here are five reasons why it is cool to be Hainanese. 

1. They’re the original Kopi kings 
 
If you are one of those who require kopi (real Nanyang coffee, by the way) to properly 
function as a human being, then you need to thank the Hainanese for the kind 
of kopitiams (coffeeshops) and coffees that you love, and are nostalgic for today. 

 

	 	 		 	 Thank the Hainanese for Kopi. 

	
They started the Hainanese kopitiam trade just after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1942 to 
1945), when rental rates were affordable, which began their reign on kopitiam culture in 
Singapore, before the hipsters came along. 
 
As pioneers of the kopitiam trade, the Hainanese are generally acknowledged as people 
who brew the best coffee in Southeast Asia. Don’t believe it? Check out Ya Kun or Killiney 
Coffee because their owners are Hainanese. 

 
 
2. They cook better than your grandma 

 
Hainanese immigrants were among the last Chinese communities to arrive in Singapore, 
after the Teochews, Hokkiens, and Cantonese. 
 
Unable to break into the businesses dominated by the other dialect groups, the Hainanese 
took up jobs as servants (runner boys) and chefs for the British colonial masters. 
Over time, they managed to hone their skills and reputations as purveyors of good taste 
(literally) and coo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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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Hainanese chicken rice to Hainanese-inspired Western dishes (think Hainanese pork 
chops), there’s really no denying that Hainanese-created food is awesome. 
 
Just take a look at these. 

    
 Hainanese Chicken Rice.     Hainanese Pork Chops. 

 
	  

    
   Kaya Toast.      Hainanese Curry 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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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hey invented booze for the ladies 
 
The Singapore Sling was created by Hainanese bartender, Ngiam Tong Boon, at Raffles 
Hotel in 1915. The iconic cocktail was designed to be an alcoholic drink for ladies disguised 
as a juice-based drink. It enabled ladies to drink alcohol in a public place at a time when 
such an act was socially unacceptable. 
 
Sneaky? Sure. Ingenious? Definitely. 

 
  Singapore Sling. 

4. Speaking of Raffles Hotel and the area around it… 
 
The area around Bras Basah was a Hainanese enclave. Hints of the old Hainanese locale 
in the form of the Hainan Clan Association can still be found in the area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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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 fact: The Hainanese used to refer to Middle Road as “Hainan First Street”, Purvis 
Street as “Hainan Second Street”, and Seah Street as “Hainan Third Street”. 

 
 
Zip round to Bugis Junction Shopping Mall and you’ll find a pedestrianised street which is 
the reincarnation of old Hainan – Hylam Street. 
 
Today it is an air-conditioned, cleaned up shell of its former self – a gritty street just a 
stone’s throw away from the (in)famous old Bugis red-light district. 

 
5. They take care of one another 

 
As with every other dialect group, the Hainanese value family and clan relationships. They 
are always looking out for one another. 

“Go to a chicken rice seller and speak to him in Hainanese. He’ll offer you more meat for a 
lesser price. That’s how bonded we are.” 

–  Mr Han Tan Juan, Head of Cultural and Education, Singapore Hainan Hwee Kuan in 
a Oct 29, 2009 AsiaOne article. 
In the past, Hainanese employers would help their fellow clansmen by employing 
them for culinary jobs. 

To improve the skills of its community members, the Hainanese clan association also 
offered night classes to help improve their skills, which led to better employment prospects. 

The Hainanese may be a relatively small group among the other communities in Singapore, 
but they sure have talent. That’s something to think about the next time you’re savouring 
that kaya to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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