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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长的话

2018年常年会员大会和换届选

举，成功选出第51届理事，衷心

感谢会员宗亲们对我们团队的信赖

和支持，我们将不会辜负您们的期

望，继续为宗亲们的福祉和提升公

会的形象，奋勇前进。在新一届理

事会里，我们很荣幸，其亮大律师

和玉镇博士加入我们的团队，他们

双双被推选为副会长，协助会长和

理事会推展多项有意义和造福会员

宗亲的活动。公会成功的引进这批

年轻有为，经验丰富和肯为公会献

身的专才，是我们的福气。此外，

我们也聘请世荏宗贤高级律师为我

们的法律顾问。把我们现有的强大

顾问团，更进一步加强。世荏宗贤

为李及李律师楼的高级合伙人。

我们海南祖辈和先贤为了逃避

战乱和饥饿，于20世纪初开始大量

移居到海外。他们冒着随时死亡的

风险，飘洋过海，身无分文，来到

人地生疏的南洋一带。先辈们靠着

不屈不挠，勤苦奋斗，坚韧不拔的

高尚品德，一步一脚印的栽培下一

代。至今，我们大部分海南人已经

高级律师世荏宗贤已加入吾会法律顾问团
会长强调：支持海南美食节与海南戏剧为爱护传统文化渠道之一

是第3，4代的移民。祖辈和父辈们非常

注重子女们的教育，我们省吃省穿，培

养出了一大批的专业人才，分布在各个

领域，在新加坡建国和立国的历史中，

都作出无可磨灭的贡献。

我们海南先辈也遗留给我们好多优

良的传统文化和美食文化。希望宗亲们

继承和发扬光大。在新加坡，会讲海南

方言的宗亲和乡亲们越来越少。这与环

境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公会一路来都为

宗亲们开办海南会话班，目的是尽量保

留海南方言的使用。宗亲们如有这方面

的需要，请与秘书处联络，我们将尽量

配合宗亲们的要求。家长也应该多多与

孩子们用海南话沟通，我们海南人见面

时，也请多用海南话寒暄。琼剧是海南

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今日会欣赏和观

看琼剧的观众，人数是越来越少，希望

宗亲们拨冗出席琼剧的演出，给琼剧演

员多加支持与鼓励！海南鸡饭是家喻户

晓的美食，海南薏粑和其他小食，受到

各族同胞的喜爱，我们每年都和逾30个

海南社团联办海南美食节。希望宗亲们

能参与常年美食节的活动。

为宗亲福祉奋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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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长、诸位会员理事、会员宗亲与嘉宾们，大家

晚上好。一转眼，猪年春节又悄悄地过了，但是，我们

的心中，仍然依偎着这只金猪一起打拼；我们依旧看好

我国今年的经济状况是良好的。所以，我相信并祝愿大

家今年的生活定比去年（狗年）来得更丰硕和更美好。

我很高兴和很荣幸受邀出席公会第51届新理事会

就职典礼并主持监誓仪式。从本届理事会名单阵容上

看，获悉大部分旧理事获得连任；也出现几位新理事

加入团队。我要藉以就职典礼的好时刻，恭祝新旧理

事携手协作愉快，共同发挥个人的特长与智慧，为自

己的宗亲公会和国家社会做出新的贡献。

要是我们从时间上来说，海南陈氏公会创会以

来；今年是晋入84周年，而新加坡自莱佛士开埠算

起，它正好是200年。民间宗亲团体和新加坡政府、

国家的命运毕竟是息息相关的。我知道：我公会的会

员宗亲们之中，肯定有不少宗亲是属于建国和立国一

代的国民。这些年长的宗亲会员，在过去数十年的历

史岁月里，不论是服务于哪一种行业或自我创业，都

先后为自己的家庭、国家社会的诸多建设，做出不可

计算的贡献。请让我们较年轻的一辈，借此机会向我

们这群陈家长辈们鼓掌致敬。祝愿这两代的宗亲们 身

体健康；家庭生活幸福。

新加坡政府已在五年前，特别为 建国一代设立优

惠配套，以照顾这一代国民的健康和表示感谢。今年

的财政预算案，政府又为立国一代，提供优惠配套和

惠及全民的开埠红包。我希望建国与立国一代的会员

宗亲，都能理解政府的用心良苦。

海南陈氏公会这近几年的会务，在历届理事会积

极的努力下，发展多元化的会务不但赢得广大会员宗亲

的青睐和好评，也赢得社会各个阶层的赞美。然而，大

家不要自满和骄傲，还得继续加强与提升服务质量。

今天，各族群人民已开始注重寻根和祭祖寻源文

化，这个思想观念有助于推广家族历史。国民能从认

识自己的家庭史到国家史，这无疑是丰富了国家的历

史文化。因此，宗亲的口述历史是非常重要的。要是

我们年轻的宗亲，能抓紧时机，将祖辈的生活故事和

经历分别记录下来，这不仅是陈家的故事范本，也属

于国家发展的历程中的系列故事之一。它不但启发自

己的族人，也传扬和保留了族人的生活事迹。

这是可贵的国家文化遗产。

今晚是我们陈家相聚的好时光。让这份美好的回

忆，都能在以后的日子里，很愉快地回顾和欢乐的想

起。祝福大家。晚安。

注：川仁宗贤是在举行第51届理事会就职典礼上致词。

2019年4月13日于万喜楼

2 2019年第16期� 

吁请宗亲:
 吾会荣誉顾问川仁宗贤

加强认识家庭史和国家历史
传扬族人生活事迹作为国家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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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我会荣誉顾问川仁议长宗贤，潘家海会

长，陈永祥会长，海南乡团、宗乡团的领导和代表。

顾问们，理事们，宗亲们。大家晚上好。今晚我们在

这里举行海南陈氏公会第51届理事会就职典礼并和

大家共享海南美食。承蒙诸位厚爱和赏脸，踊跃出席

观礼和指教，如果招待不周，敬请多加谅解与包涵。

让我藉此机会感谢上一任理事会，他们竭尽所

能，推出许多有意义的活动，包括开展集思营、编辑 

族谱文集、联办多个专题讲演、亲家庭的旅游活动、

促进会员情谊的歌唱班、为会员宗亲举办庆生日活动。

难能可贵的，我们举办的这些活动，获得各界的好评

与肯定，并赢得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2017年的杰

出会馆奖。哪些具有较多文化传承价值的活动，我们

会继续进一步推广与发扬光大。

为迎合未来的发展与需求，我们这一届理事会有

引进了4位新理事，他们是爱贞宗亲、封照宗亲、陈玉

镇博士和其亮律师。陈博士服务中国国家企业多年。并

于去年11月获委任为中国亚洲经济发展协会副会长，

中国亚洲经济发展协会由中国外交部主管，其会长为

原中国驻新加坡全权大使张九恒，其荣誉会长包括好

多前国家领导人，知名商界人士和政要。该协会的宗

旨是促进中国和亚洲国家的经济发展。我们希望通过

陈博士穿针引线，能把我们更多本地企业家带入中国。

另一位进入我们领导班子的是其亮副会长，他是

我们的资深会员，曾担任我会法律顾问多年，为我们

提供法律咨询。贡献良多，其亮副会长先父序传先贤

曾经担任我会4届会长共10年之久。序传先贤也曾担

任海南会馆会长。

顾问团方面，我们非常荣幸，我们聘请到世荏高

级律师宗贤为我会的法律顾问。世荏宗贤是首批被委

为高级律师的法律界精英。目前也是李及李大律师楼

的高级合伙人。

理事会在过去几年的日子里，当我们召开会议

前，都按时邀请陈经源校长率领就读《弟子规》一遍又

一遍。目的不外是 提升理事会所有成员的办事士气。

就职典礼上呼吁：

在我们朗读《弟子规》的内容中，我记得在《信》

的一节里，特别指出：“凡出言，信为先，秽污词；切

戒之”。它的至高意义，就是促请我们作为理事的一

员，在发表意见时，一定要以‘信实’为第一，不能随

意信口开河。在发言时，也要注重语言的应用。希望理

事们要不断提高自己的内涵修养，朝向积极的人生观和

价值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为团队做出更多的贡献。

第51届理事会成立以来，我们就展开了一系列的

活动，其中包括：

1. 海南文化丛谈系列，共12讲，在每个月的第一个星

期六的下午。过去的几场讲座，反应非常热烈，有

超过百位来宾出席。主讲人是我们的文教副主任垂

良宗亲。他深入浅出，引经据典，亲身体验，风趣

幽默赢得听众阵阵的掌声和欢笑声。继海南文化系

列之后，每月的讲座将是陈氏祖先丛谈系列。

2. 我们正在探讨与其他社团举办一些能够推广华族语

言文化的活动，如举办全国小学生演讲比赛。

3. 我们重新整合我们的合唱团，重整后的合唱团，规

模扩大了，团员增多了。团队精神增强了。希望往

后的庆典上，我们可以期待他们的精彩演出。

今晚的庆典，我们特地把顾问和理事的配偶请

来，感激她们理解和支持她们的另一半，出钱出力，

做吃力不讨好的社团工作。没有她们的鼓励和配合，

我们将会是事倍功半的。

我们邀请友会的领导和代表出席今晚的就职典

礼，一来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新团队介绍给各宗乡团体，

也可以让我们的理事们与友会交流，向这些前辈们学习

和取经。二来，我要特别感谢友会们一路以来对我们的

支持和鼓励，我们衷心的感谢您们!

我相信，只要我们理事们同心协力，团结友爱，

同心同德，我们一定不会辜负会员们给予的信任和委

托，把海南陈氏公会带到另一高峰。

最后，祝愿大家有个美好的夜晚，并祝大家身体

健康，事事顺心，万事如意！

谢谢大家！—2019年4月13日 • 万喜楼

嘉兆会长在第51届理事会

理事不断提高个人素养
增强团队服务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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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吾会荣誉顾问川仁宗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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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陈氏公会第51届理事名录(2019~2021)
荣誉顾问	 陈川仁 议长	 陈文安 律师	 BBM 陈文焕 博士 陈运琼 宗贤

法律顾问	 陈世荏 高级律师 陈其玉 律师

医药顾问	 陈毅炜 医生	 陈慧莉 医生 陈振栋 医师

会务顾问	 陈泽平  陈行雄  陈经源  陈文华

会	 	 长	 陈嘉兆	 署理会长	 陈川强 PBM

副	会	长	 陈玉镇 博士	 副	会	长	 陈其亮律师 副会长	 陈贻良	 副会长	 陈玉本

秘	书	长	 陈德发	 副秘书长	 陈文君

财	 	 政	 陈文冠	 副	财	政	 陈川英

产业主任	 陈文浩 PBM  产业副主任	 陈德海 PBM

文教主任	 陈洁如 文教副主任	 陈垂良

资讯主任	 陈泽南 资讯副主任	 陈明敏

青年主任	 陈文濂 青年副主任	 陈封照 PBM

妇女主任	 陈春美 妇女副主任	 陈爱贞

社交主任	 陈文正 社交副主任	 陈奕光

礼仪主任	 陈永益 礼仪副主任	 陈周廷芬

查账主任	 陈川权 查账副主任	 陈贵绪

理	 	 事	 陈泽平 陈经源 陈文华 陈时机 PBS 陈王琼花 陈玺华 陈文禧 陈 媛 陈春兰

 陈昌松 陈玲

荣誉查账	 陈明森 陈传强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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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海南陈氏公会

庆祝83周年家庭日/勤学奖颁奖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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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心
同
德

庆祝84周年家庭日/勤学奖颁奖典礼

新加坡海南陈氏公会

庆祝84周年家庭日/勤学奖颁奖典礼

众
志
成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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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心
协
力

分
工
合
作

祭祀先祖 . 子孙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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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勤学奖申请名单总汇2018年度勤学奖申请名单总汇2018年度勤学奖申请名单总汇

小
	
学

组

编号 中文姓名 年级 学校 会员姓名
1 陈恩希 P1 Tanjong Katong Primary 陈杰汉 

2 曹竣威 P1 Clementi Primary School 陈丽君 

3 罗智恩 P1 Chongfu School 陈君颖

4 陈铭泽 P1 Maris Stella High School 陈文庆 

5 陈沚蔚 P1 Ai Tong School 陈有信 

6 陈资凯 P1 Punggol Primary School 陈仕豪 

7 许恩瑜 P1 Henry Park Primary School 陈姿蕊 

8 陈维绅 P2 Maris Stella High School 陈宗珉 

9 陈昭和 P2 Ngee Ann Primary School 陈仕宗 

10 陈乐嵘 P2 CHIJ St Nicholas Girls' School 陈崇能 

11 陈芷涵 P2 Red Swastika School 陈明达

12 陈奕恺 P2 Holy Innocents' Primary School 陈泽贤

13 陈晟扬 P2 Toa Nan School 陈星安

14 张孜嬣 P3 Paya Lebar Methodist Girls School (Primary) 陈玉敏 

15 谢承熹 P3 Maha Bodhi School 陈君莉 

16 黄俊皓 P4 Teck Ghee Primary School 陈雪霞

17 罗智轩 P4 Chongfu School 陈君颖

18 陈子悦  P4 Pei Chun Public School  陈奕成

19 陈祥偎 P4 Toa Nan School 陈星安

20 陈祈嬛 P4 Toa Nan School 陈星安

21 陈礼澔 P4 Pei Chun Public School 陈惟逊

22 陈颖萱 P5 Clementi Primary School 陈川兴

23 陈乐轩 P5 CHIJ St Nicholas Girls' School 陈崇能

24 陈子欣 P5 CHIJ St Nicholas Girls' School 陈奕志 

25 陈丽诗 P5 Bukit Panjang Primary School 陈锦源

26 陈治安 P5 St Stephen's School 陈兴伦

27 丘玲玮 PSLE Raffles Girls' Primary School 陈秀娴 

28 陈子恒 PSLE Pei Chun Public School 陈奕成

29 郭姿廷 PSLE Kong Hwa School 陈秋燕 

30 陈礼睿 PSLE Pei Chun Public School 陈惟逊

31 陈沅美 PSLE St Nicholas Girls' School 陈颖清 

32 陈伟俊 PSLE Catholic High School 陈待霖 

33 陈昱桦 PSLE Elias Park Primary School 陈思宏 

34 陈泽纬 PSLE Endeavour Primary School 陈贻彪 

35 陈世颖 PSLE CHIJ Primary (Toa Payoh) 陈星豪 

中
	
学

组

编号 	中文姓名	 年级 学校	 会员姓名	
1 林嘉乐 S1  St Anthony's Sec School 陈悦宁

2 陈玉峰 S1  Catholic High School 陈嘉祉 

3 陈乐欣 S1  Nanyang Girls' High School 陈崇能 

4 陈子义 S1  Hwa Chong Institution 陈奕志 

5 陈薏萱 S1  Holy Innocents' High School 陈世勤 

6 陈昭澐 S1  Nanyang Girls' High School 陈安如 

7 陈昭瑞 S1  Hwa Chong Institution 陈安如 

8 陈泽莹 S2  Raffles Girls' School 陈贻彪 

9 陈贻恩 S2  Hwa Chong Institution 陈忠坚

10 丘姈颖 S3  Dunman High School 陈秀娴  

11 陈玉萱 S3  Nanyang Girls' High School 陈嘉祉 

12 陈鑫瑶 S3  CHIJ St Nicholas Girls' School 陈颖清 

13 陈显烨 S3  Catholic High School 陈奕光 

14 陈明婷 S4  CHIJ St Nicholas Girls' School 陈文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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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中
组

／

学
院
组

编号 	中文姓名	 年级 学校	 会员姓名	

1 陈隽翔 JC1  Raffles Institution 陈怡智  

2 李俊宏       ‘A'  Raffles Institution 陈 华

3 陈姁恩       ‘A'  Hwa Chong Institution 陈柳黛

4 陈伟成       ‘A'  Hwa Chong Institution 陈待霖 

5 陈颖珊  IBO  St Joseph's Institution Int  陈崇理   

6 陈泀潣 IBO  Anglo Chinese School 陈明渊 

大
	
学

组

编号 中文姓名 年级 学校 会员姓名

1 陈礼豪 U1 US Military Academy West Point (美国西点军事学院) 陈惟理

2 陈欣仪 U1 NUS (国立大学) 陈明敏

3 沈 晖 U1 NUS (国立大学) 陈洁如 

4 陈文彬 U1 NTU (南洋理工大学） 陈文彬 

5 陈文浩 U2 NUS (国立大学) 陈有国 

6 陈励仰 U2 SUTD (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 陈惟理

7 陈昭彤 U2 SUTD (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 陈安如

8 陈明豪 U2 NTU (南洋理工大学） 陈明豪 

9 邓庆阳 U3 NUS (国立大学) 陈春园 

10 陈之雄 U3 NUS (国立大学) 陈大傑 

11 陈 琳 U3 SMU (新加坡管理大学） 陈颖冬

12 陈恺莉 U3 NUS (国立大学) 陈明峰  

13 陈佳进 U3 NTU (南洋理工大学） 陈秀兰 

14 陈佳圣 U3 NUS (国立大学) 陈秀兰 

15 林耀明 U3 NUS (国立大学) 陈秋敏 

16 陈维欣 U3 NUS (国立大学) 陈宗珉 

17 陈智威 U3 SUTD (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 陈爱贞

18 陈礼涵 U3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陈惟理

19 吴慧淩 U4 SMU (新加坡管理大学） 陈秋玲 

20 萧杰琳 U4 NTU (南洋理工大学） 陈爱珍  

特
别
成
就
奖

	中文姓名 	会员姓名 	Remarks

陈子义 陈奕志 Gold award in the Singapore Mathematical Olympiad(Junior Section)

陈昭澐 陈安如 11th ASEAN Schools Games(Table Tennis) single /Team(Girls) Gold

陈昭瑞 陈安如 11th ASEAN Schools Games(Table Tennis)  Team (Boys) Gold

工
艺
学
院
组

编号 中文姓名 年级 学校 会员姓名

1 陈奕涵 Y1  Ngee Ann Polytechic 陈明清

2 陈明煾 Y1  Temasek Polytechnic 陈文湘

3 陈世鸿 Y2  Nanyang Polytechnic 陈星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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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是公会会员、理事共祭先祖的日子—清

明节。

我就在公会举行祭祀仪式后，与陈玉镇博士齐坐

一角而侃侃地详谈起来。从谈他的学习、他的家庭、他

的专业以及他对社会服务进而了解他对人生的座右铭。

嘉兆会长见到我们聊得很投机，也特别趋前向我

推荐：玉镇宗贤是吾公会未来最佳领导人。他一听到

会长这样的推荐，立即打个不敢苟同的手势。其实，

玉镇宗贤目前已是：新加坡海南陈氏公会的副会长，

积极肩负监理文教与青年事务。

今年67岁生日且土生土长的玉镇宗贤，是此刻人

生最亮丽的年岁。他虽然没有经历过日治时期，但却

经历了英国殖民地和自治以及独立建国时期，是立国

一代子民，资历是特别珍贵的。

单在学历方面，玉镇宗贤早年先后考获英国索尔

福德大学理学硕士学位；英国斯特拉斯克莱德大学工

商管理学系硕士学位以及英国布鲁内耳大学博士学位。

接着又完成了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贸易政策课

程，真可称是“英美饱学之士”。

童年曾在新加坡发拉路公立民主学校肄业一年级

后，便转读英文学校。今天，玉镇宗贤还拥有满满的、

传统的东方人的美德。尤对“敬、孝、勤、仁、耻……

的精神仍然保存着。在这次的话叙中，他还愉快地透

露：即使如何地忙碌，都会安排时间和家人及当年的

小学欧校长、校友们相聚并共庆中秋佳节。据玉镇宗

贤说：他的姐姐、哥哥, 弟弟都先后在这所农村民主学

校完成小学教育，然后分别升上新加坡南侨女中, 南洋

华侨（华中）中学及东林混合工艺中学。

玉镇宗贤虽然在海外接受高深的西方教育，但他

对‘祖根’特别记得牢牢。他说：父亲名字陈嘉鸿，早

年从中国海南省文昌市公坡镇高魁村乘船过来南洋打工

				.	川强	专访	.

谋生。经已过世多年。母亲，名字符金花。是海南省文

昌市良虎村人。现年已91岁高龄（生于1928年），目

前的健康良好且行动自如。谈到父母亲，玉镇宗贤很

感恩地说：“父母的爱，是天下最无私的。同时也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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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少之分，至今，母亲在我出远门时，还常叮咛我：在

外得时刻小心，要给别人多些关心和帮助”。我因此在

安静下来的时候，常常爱回味母亲那份关怀的话语。

当我问及他个人的家庭生活时，他却放低声调

说：“夫人的名字是：赵汝鸾，现年也是67岁。是海

南文昌市迈号村人。哦，我俩人共育有一女一男。长

女陈薇伊（38岁）是名专职律师。她早年毕业于新加

坡国立大学法律系获法学学士学位后，再往美国乔治

城大学攻读法律系并考获硕士研究生学位。目前，她

也是美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我记得：在2015年11

月间，薇伊宗亲曾受邀在亚太海南宗亲团第一届联谊

会议的大会上，以《妥善管理社团财务及税务》为专

题，向各地与会宗亲们发表论述，受到所有与会者一

致赞赏。“次男为陈玟端（35岁），他先后毕业于新

加坡管理大学经济系获学士学位之后，再转读：新加

坡国立大学金融财经系获硕士研究生学位。目前在新

加坡的美国埃克森美孚公司担任经理职位”。

把话题说回来，嘉兆会长耸一耸肩地告诉我：“玉镇博

士副会长在国际专业领域和全球营运管理方面，都拥

有逾38年的管理经验与心得”。这些在国际事务舞台

上吸取的宝贵经验是十分可贵的。据玉镇宗贤指出，

它包括：战略规划与布局、业务重组整合、生产研发

及制造、供应链管理、系统集成与项目管理、城镇投

资与开发、企业收购兼併、国际合作、公司治理及全

面营运管理”。这些林林总总的认识与心得，似乎已

是一生的知识总和。

我知道吾公会执行理事会在每回召开常月会议

或常务会议前，总通过“微信”发出询问：“某月某

日能出席某项会议吗？”我总见到玉镇副会长立即回

复：“我今天在北京出席谘询会议，明天下午动身回

国，应该可以赶上这项常务会议。”可见玉镇博士对

时间的掌控或拿捏非常得当。

陈玉镇博士自2014年起至今，便受新加坡政府任

命为“新中广州知识城”独立董事。他也当知识城董

事会执行资源薪酬委员会主任，至去年下旬中方董事

接任为止。

岁月对陈玉镇博士完全没有阻力。他于2018年

11月，又受聘任为“中国-亚洲经济发展协会(属中国

外交部主管)副会长至今。2019年6月，又被江苏省产

业技术研究院与无锡市共同成立的“全球绿色科技发

展中心”聘任为理事兼主任职。在这同时，陈博士亦

被委为“世界自然基金会”科技与环境全球谘询委员

会委员。中国江苏省政府希望通过陈玉镇博士及他团

队的经验，推动中国绿色科技在国内及全球发展，促

进‘一带一路’在内外的经济效益。

嘉兆会长此刻仍握着茶杯，还从旁加以补充

说：“玉镇的工作经验，不只限在新加坡和中国，他

在亚太其他区域，也肩挑电信、信息系统、商业电子

及消费电子等营业部门的营运与管理。玉镇宗贤一听

到嘉兆会长这么一说，他立即接着回答：“是的，在我

尚未受邀到中国大陆当央企总经理一职（长达10年）

之前，我是荷兰皇家飞利浦亚太区的总裁。我先后也

在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日本、南韩、澳大利

亚、新西兰，中国包括：香港、澳门及台湾地区和东

盟国家的各种机关肩挑专业系统领导职务，诸如：闭

路电视监控、铁路、地铁、轻轨、隧道机电、照明、

医院和商场基础等系统。”这真是能者多劳，处处施

以智慧和一生的专业知识与心得。

笔者称赞玉镇宗贤不只在科技知识与营运管理富

有经验，且在华文华语的应用能力也很强。他听了抿

一抿嘴，还直截了当地说：“我自Duchess （达志）

英校小学毕业后，中一升入St.Joseph Institution  ( 圣

若瑟书院）, 但又立即申请转入一所双语并重示范中

学—被东林混合工艺中学熏陶了我的中学生涯，使

中英语文同时获得提高。这十多年来，我一直在中国

工作；在中国办事；在中国生活；无疑的，这使我在

中文语言和语文表达能力上提升不少”。

那天下午的一席谈，让我更进一步认识和了解

玉镇宗贤一路奋斗的历程。他说：“我回海南探亲或

办点儿事已不止10次。每回走一趟，就有一趟新的感

觉。我对人生总是充满乐观和积极的。我始终认为：

健康才是自身的财富。路是自己走出来的，而不断学

习才会改变人生。良好的生活习惯能成就事业，有志

者事竟成。”

听了玉镇宗贤上述的句句心语，其实就是事业有

成人的座右铭。值得宗亲和乡亲们共勉。

匆匆	写于2019年9月27日 

玉镇乡贤是吾国立代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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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天

（4月1日）

中午12时，

公会提早（农

历二月十六日）

举 行 戊 戌 年 清 明 祭

祖活动，约有近百名宗亲

前来参与。前任副会长玉琬宗亲提着手杖并携带夫人

何淑英（83岁）及二公子文冠齐来拜祖。这是好模范。 

 趁着今天的好日子，我特地和他（玉琬）单

独交谈。从亲切的交谈中，知道玉琬宗亲于1930

年生于中国海南岛。祖籍是文昌公坡镇。约九岁

时，同母亲符娇华自海口乘船到香港，再从香港

乘坐轮船前来星洲与父亲焕章（会员）团聚。然

而 ， 途 中 的 一 切 生 活 记 忆 ， 早 已 模 糊 不 清 了 。 

 玉 琬 宗 亲 只 记 得 到 了 新 加 坡 不 久 ， 父 亲 便

送“我（玉琬）进入海南村化蒙小学。印象中，好

像读没多久，即日本打进新加坡，我就这样辍学

了。15岁那年，经亲友介绍，我来到新加坡巴丝

班让游泳俱乐部当服务员。空闲时间，也和一班友

人或同事，就在这泳池内学习游泳。日本快投降之

前，在一次的枪击中，父亲不幸被日本军的子弹击

中，被留医几天后就西归了。由于我是长子，得看顾

两个弟弟并承担一切责任，只有去工作支撑家庭。

不再有上校读书的念头了。日本投降离开（1945

年9月）以后，我曾到马来亚新山做短期工作。后

来，我才到新加坡实里达空军机场工作近两年”。 

 大约在20岁左右，玉琬说：他到新加坡F&N汽

水厂当推销员，除了在本地向各大小咖啡店推售各种

汽水之外，也前往马来亚丰盛港一带的咖啡店进行

推销。因为，丰盛港的咖啡店老板，很多是海南乡

亲。在F&N 汽水厂公司不少过15年。每个月的薪酬

大约有130元。由于年岁渐渐增长，对新加坡的股票

市场具有一定的兴趣和认识，于是，便走入股票行任

股票经纪，每个月的收入就紧跟着增加。一做就做

了23年。退休后，自己仍然凭着自己的“心得”继

续买卖股票直到今天2018年。退休是由自己决定。 

 玉琬宗亲继说：“买卖股票算是一项生意。只要

你有胆识；果断；出手快；成交快；机会到；你就赚钱

了；赢钱了。玉琬宗亲又补充称：在任股票经纪时，尤

其于1980年代，股票市场大好，每个月的收入，是不

低过五千大元。因此，手头相当宽裕。不过，玉琬乡亲

却指出：1973年，股票市场却很坏；大跌到低谷。我只

有“慢慢期待”。然而，油价却大涨，有人欢喜有人愁”。 

 “ 我算是很幸运，先苦后甜；五、六十年代，我

在后港海南村买了一间亚答屋，宁静生活了不少过13

个年头。今天是住在Farrer Road 的四房式组屋”。 

 玉琬宗亲很满足地说：“我与本地出世的何淑英

结婚后，共育有两男两女。现有二男内孙，一男一女

外孙。长孙明仕已经有22岁了。现就读于新加坡理工

大学。次孙明纬现在还在国民服役。服役后将继续念

大学”。

停了停，玉琬宗亲继续称：“我的两个男孩和两

个女儿都是大学毕业。长男文汉，也是公会会员。他

目前自己经营个人生意。二男就是文冠，目前是吾公

会的执行理事—产业副主任。文冠早年毕业于新加

坡国立大学机械工程系。现任一家美国企业的董事。

工余也爱绘作中国彩墨画，曾多次参加联合画展。

玉 琬 宗 亲 沉 思 了 一 阵 并 感 慨 和 回 忆 般 地

说：“我青少时代，曾住进公会。当时的会长是治云

宗贤。我在公会一向不打麻将，却在公会里学习海

南武术，当时的教练是昌楷宗亲。当年和我一起练

武的宗亲有5、6位，今天能记得的名字是贻连（已

故）和维 。时间过得真快，我如今已垂垂老矣”。 

 一个时代远去了，又一个新的时代开始。玉琬宗亲

耸耸肩，把手中的手杖放好之后，挺起胸膛地说：“公

会今天的行政工作已上了轨道，只要大家加强协作，

一切会务当更上一层楼。我是老会员，有空，我会到

公会三楼听赏宗亲们练唱歌咏和演唱卡拉ok，让歌声

把我带入快乐的时光中”。

曾任副会长玉琬宗亲（曾任副会长玉琬宗亲（曾任副会长玉琬宗亲（898989岁）认为：岁）认为：岁）认为：

今日公会行政已上轨道今日公会行政已上轨道今日公会行政已上轨道
只要宗亲加强协作只要宗亲加强协作只要宗亲加强协作

会更上一层楼会更上一层楼会更上一层楼
川强	.	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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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六月10日星期天，公会举行端午节祭祀

后，见到礼仪主任昌松宗亲用过自由餐后闲了下来，于

是，我特约他一起到三楼去聊聊。他很爽快地答应我。 

 坐定了，昌松宗亲一启齿就说：“时间过得真快，

我同公会的关系，不知不觉已经有64年了”。

我问宗亲这话怎么说？他想都没想便说：“1954

年10月日期是忘了，我在公会举行婚礼。为我主

持婚礼及当证婚人的宗贤，正是醒华学校陈达琚校

长。小小的喜宴，却设在皇后大酒店楼下的再发餐

馆”。昌松宗亲今天仍然怀着喜气并带着回忆般地述说。 

 昌松宗亲接着告诉我，他只在海南岛的家乡小学，

读一年级还没有到半年，就面对日本的侵略而停学。之

后，也就不再入学了。

我 于 是 追 问 宗 亲 ：你 辍 学 后 ，在 乡 里 做 些

什 么？他 摸 摸 手 杖 ，然 后 回 称 ：“ 其 实 没有 什 么

事 可 做 。幸 好，所 遇 见 的日 本 鬼子，对 村 里 的 小

孩 儿 童 ，都 没有 给 予 伤 害，让 我 们 随 意 跑 动 ”。 

 宗亲，您究竟什么时候前来南洋新加坡？您跟谁

一起来？当时的生活是怎样的？这话题立即使他不停

地回忆。

“我是18岁只身乘坐帆船过来，那时应该是1936

年。由于我已经有两个哥哥—昌美 、昌新已经先到

达南洋新加坡。当我坐船约一周（七天）后，先抵达峇淡

（Batam)岛，在港内轮船上先居住了七天。然后船主才

把船开往美芝路（Beach Road)的码头，昌美大哥便来

接应我。带我到他的岳母家位于实利基路的旧店铺”。

“我还记得，在昌美哥的岳母家住了一星期

之后，就得到一名重兴市乡亲— 俞仕儒介绍去

做家庭工并住在近新加坡植物园雇主的家。这名

雇主就是当年任东南亚最高专员麦唐娜。职务主

要是照顾主人的两个小孩一男一女。大约做了三

年，主人就卸任回英国去。我就另外找工作”。 

 “接着，做做停停，停停做做，工作始终没有

稳定。自结婚后，在纽顿路租房，到大马新山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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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酒吧餐馆任服务员

近四年。这家餐馆的老

板是海南人林熙轩。工作

是 蛮 愉 快 的 ， 只 是 每 天 得 从

纽顿路搭巴士上班，一做也做三年。当旧雇主麦氏

自1954年回来新加坡，我们两公婆便在“奈欣路”

（Naism Road) 做起洋工了。一做，又是一个三年”。 

 “离开洋工之后，我便买了一辆OXFORD 旧汽

车当霸王车。经营了两年多的霸王车生涯。后来，用

了现款14000元买了一辆奥斯汀继续当霸王车，才驾

驶不久便被抓到而车子被充公又罚款2000元。于是，

车辆注册局（ROV）在1967年便发德士手牌给我，

我较后参加抽签抽到NTUC 的康福德士SH9143并驾

了近15年。当年每个月的租金是480元。我每个月的

收入大约是4000元左右。后来我更换黑黄色德士SH 

1234, 车型较宽大。租金全天是80元。我喜欢驾半

天，由上午7时到下午3时。一个月也有不少过3000元

的收入。自1968年至1998年达七十岁时，我便卸下30

年的德士服务业了（不包括经营霸王车的年数）”。 

 “我和吴爱玉婚后，育有三男一女。长男生于1955

年，今年已经63岁了。是位商人，开设一间女服饰工厂。其

他三位，各有自己的职业。目前，我共有内外孙五名。曾孙

两名。最大内孙已32岁，最小内孙是11岁。其中有两个孙子

分别毕业于英国大学和美国大学。家中生有双胞胎。我的

生活算是不错，自己很满足了”。

 行将结束谈话，昌松宗亲很亲切地告诉我：他

今年已经是91了。要是身体健康，“他还想回去他的

家乡—文昌重兴市荔枝敦村看看。在这64年来与公

会结缘以来，由于自己的学识很浅薄，不能为公会和

海南会馆做出大的贡献。但在陈玉熊宗贤领导公会时

期，我也担任过执行理事、交际和互助部主席。海南

会馆互助部理事和重兴同乡会理事。我希望公会的会

务和发展能稳定下来”。

川强	 访问

—2019

泉酒吧餐馆任服务员

近四年。这家餐馆的老

板是海南人林熙轩。工作

是 蛮 愉 快 的 ， 只 是 每 天 得 从

泉酒吧餐馆任服务员泉酒吧餐馆任服务员

坐定了，昌松宗亲一启齿就说：“时间过得真快，

我同公会的关系，不知不觉已经有64年了”。

我问宗亲这话怎么说？他想都没想便说：“1954

年10月日期是忘了，我在公会举行婚礼。为我主

持婚礼及当证婚人的宗贤，正是醒华学校陈达琚校

长。小小的喜宴，却设在皇后大酒店楼下的再发餐

馆”。昌松宗亲今天仍然怀着喜气并带着回忆般地述说。

昌松宗亲接着告诉我，他只在海南岛的家乡小学，

读一年级还没有到半年，就面对日本的侵略而停学。之读一年级还没有到半年，就面对日本的侵略而停学。之

是，我特约他一起到三楼去聊聊。他很爽快地答应我。

坐定了，昌松宗亲一启齿就说：“时间过得真快，

我同公会的关系，不知不觉已经有64年了”。

我问宗亲这话怎么说？他想都没想便说：“1954

年10月日期是忘了，我在公会举行婚礼。为我主

持婚礼及当证婚人的宗贤，正是醒华学校陈达琚校

长。小小的喜宴，却设在皇后大酒店楼下的再发餐

馆”。昌松宗亲今天仍然怀着喜气并带着回忆般地述说。

昌松宗亲接着告诉我，他只在海南岛的家乡小学，

读一年级还没有到半年，就面对日本的侵略而停学。之

我问宗亲这话怎么说？他想都没想便说：“1954

年10月日期是忘了，我在公会举行婚礼。为我主

持婚礼及当证婚人的宗贤，正是醒华学校陈达琚校

长。小小的喜宴，却设在皇后大酒店楼下的再发餐

馆”。昌松宗亲今天仍然怀着喜气并带着回忆般地述说。

昌松宗亲接着告诉我，他只在海南岛的家乡小学，

读一年级还没有到半年，就面对日本的侵略而停学。之

后，也就不再入学了。

我 于 是 追 问 宗 亲 ：你 辍 学 后 ，在 乡 里 做 些我 于 是 追 问 宗 亲 ：你 辍 学 后 ，在 乡 里 做 些

什 么？他 摸 摸 手 杖 ，然 后 回 称 ：“ 其 实 没有 什 么什 么？他 摸 摸 手 杖 ，然 后 回 称 ：“ 其 实 没有 什 么

事 可 做 。幸 好，所 遇 见 的日 本 鬼子，对 村 里 的 小事 可 做 。幸 好，所 遇 见 的日 本 鬼子，对 村 里 的 小

孩 儿 童 ，都 没有 给 予 伤 害，让 我 们 随 意 跑 动 ”。

宗亲，您究竟什么时候前来南洋新加坡？您跟谁宗亲，您究竟什么时候前来南洋新加坡？您跟谁

一起来？当时的生活是怎样的？这话题立即使他不停一起来？当时的生活是怎样的？这话题立即使他不停

“我是18岁只身乘坐帆船过来，那时应该是1936“我是18岁只身乘坐帆船过来，那时应该是1936

年。由于我已经有两个哥哥—昌美 、昌新已经先到昌美 、昌新已经先到

达南洋新加坡。当我坐船约一周（七天）后，先抵达

（Batam)岛，在港内轮船上先居住了七天。然后船主才

把船开往美芝路（Beach Road)的码头，昌美大哥便来

接应我。带我到他的岳母家位于实利基路的旧店铺”。

了现款14000元买了一辆奥斯汀继续当霸王车，才驾

驶不久便被抓到而车子被充公又罚款2000元。于是，

车辆注册局（ROV）在1967年便发德士手牌给我，

我较后参加抽签抽到NTUC 的康福德士SH9143并驾

了近15年。当年每个月的租金是480元。我每个月的

收入大约是4000元左右。后来我更换黑黄色德士SH 

1234, 车型较宽大。租金全天是80元。我喜欢驾半

天，由上午7时到下午3时。一个月也有不少过3000元

的收入。自1968年至1998年达七十岁时，我便卸下30

年的德士服务业了（不包括经营霸王车的年数）”。

“我和吴爱玉婚后，育有三男一女。长男生于1955

年，今年已经63岁了。是位商人，开设一间女服饰工厂。其

他三位，各有自己的职业。目前，我共有内外孙五名。曾孙

我同公会的关系，不知不觉已经有64年了”。

我问宗亲这话怎么说？他想都没想便说：“1954

年10月日期是忘了，我在公会举行婚礼。为我主

持婚礼及当证婚人的宗贤，正是醒华学校陈达琚校

长。小小的喜宴，却设在皇后大酒店楼下的再发餐

馆”。昌松宗亲今天仍然怀着喜气并带着回忆般地述说。

昌松宗亲接着告诉我，他只在海南岛的家乡小学，

读一年级还没有到半年，就面对日本的侵略而停学。之读一年级还没有到半年，就面对日本的侵略而停学。之

后，也就不再入学了。

我 于 是 追 问 宗 亲 ：你 辍 学 后 ，在 乡 里 做 些

什 么？他 摸 摸 手 杖 ，然 后 回 称 ：“ 其 实 没有 什 么

事 可 做 。幸 好，所 遇 见 的日 本 鬼子，对 村 里 的 小

孩 儿 童 ，都 没有 给 予 伤 害，让 我 们 随 意 跑 动 ”。

宗亲，您究竟什么时候前来南洋新加坡？您跟谁

一起来？当时的生活是怎样的？这话题立即使他不停

“我是18岁只身乘坐帆船过来，那时应该是1936

年。由于我已经有两个哥哥 昌美 、昌新已经先到昌美 、昌新已经先到

达南洋新加坡。当我坐船约一周（七天）后，先抵达峇淡淡

（Batam)岛，在港内轮船上先居住了七天。然后船主才

把船开往美芝路（Beach Road)的码头，昌美大哥便来

接应我。带我到他的岳母家位于实利基路的旧店铺”。

“我还记得，在昌美哥的岳母家住了一星期

车当霸王车。经营了两年多的霸王车生涯。后来，用

了现款14000元买了一辆奥斯汀继续当霸王车，才驾

驶不久便被抓到而车子被充公又罚款2000元。于是，

车辆注册局（ROV）在1967年便发德士手牌给我，

我较后参加抽签抽到NTUC 的康福德士SH9143并驾

了近15年。当年每个月的租金是480元。我每个月的

收入大约是4000元左右。后来我更换黑黄色德士SH 

1234, 车型较宽大。租金全天是80元。我喜欢驾半

天，由上午7时到下午3时。一个月也有不少过3000元

的收入。自1968年至1998年达七十岁时，我便卸下30

年的德士服务业了（不包括经营霸王车的年数）”。

“我和吴爱玉婚后，育有三男一女。长男生于1955

年，今年已经63岁了。是位商人，开设一间女服饰工厂。其

他三位，各有自己的职业。目前，我共有内外孙五名。曾孙

两名。最大内孙已32岁，最小内孙是11岁。其中有两个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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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今 年

( 2 0 1 8 - 0 3 -

11)戊戌正月廿

四日的中午，

我 在 公 会 德

星 堂 祭 拜 祖

先 之 后 ， 见

贻 德 宗 亲

（ 8 7 岁 高

龄）也和孩

子 一 起 前

来 参 加 祭

祖 仪 式 。

我于是特

别与宗亲

聊聊。他首先向我表示：由于

知识浅薄；不善言辞；又欠缺精彩的生活故事。在彼

此的交谈中，往往给我感觉：建国一代的宗亲们，大

体都很谦虚、温和。

贻德宗亲以平常心对我说：“他是于1932年生

于中国海南文昌县抱罗市。四岁随母亲韩秀兰及村中

叔父同来新加坡与父亲陈功珍团聚。贻德宗亲此刻带

着很沉重的语气说：父亲已于1986年去世。他于是从

1987年开始接受“替代”父亲的会员籍，不知不觉已

是31年了”。

贻德宗亲说：由于自己一路走来一无所求，

加上年事大而缺乏体力；很少前来公会参加活动。

只有在公会举行祭祖活动的时候，我尽量出席这项

祭祀仪式。贻德宗亲进一步指出：“我尽量要求孩

子能陪伴我到公会参加祭祀活动，见见一些认识

的宗亲或和一两位理事交谈。贻德宗亲以诚挚的

态度表示：由公会理事会领导祭祖活动，使世代

子孙都能传承并继续弘扬感恩与孝思的精神”。 

 说起自己童少年时代，贻德宗亲表示：“我吃苦

多个乐”。小时候，记得住在密驼路的中鞦园。只

11)戊戌正月廿

聊聊。他首先向我表示：由于

在公立醒华学校读过三年级便辍学了。虽然经历过日

本统治日期，但因为随父母四处奔跑，这一段日子虽

过得辛苦，但是记忆却一直模糊不清。贻德宗亲低沉

地说：“我有两个母亲，我是大母生的。我的二母

是本地广东籍。当日本投降后，英军占领和统治，

社会较安稳些。可是我并没有继续读书；父母亲一

直设法讨工作要我去做工。我首先被介绍去“美芝

路警察局咖啡室”当帮手，那时，我已经15、16岁

了，大约当了两年之后，我便出去自己闯天下了”。 

 首先，“我在白宫酒店找到“海记电器公司”当

学徒。经了一段时间的磨练，我便离开了“海记”的

学徒工作。较后，我找到“和美雪柜公司”当送货员

兼修理员。经过了几年的磨练与学习；我于是应聘在

麦波申路的“益康冷气公司”任冷气修理员。我对电

器的基础认识与心得，全靠自己努力学习”。贻德宗

亲一路回忆一路说。

说到自己组织家庭时；他推一推眼镜框然后

说：“我是于1961年与吴世妹结婚。育有三女二男。

共有男女外孙五个；内孙一个。其中一个女儿育有三胞

胎（两女一男）。大的外孙女已经就读工艺学院了”。 

 贻德宗亲以自己的生活经历来说：“一个人，总不

要守着固定的位置。生活的界限越广；则经历就越丰

富，见闻也更广阔”。因此，他曾凭着电器的经验，

应任“香港私人船务公司”船只电器服务六年。在退

休前，他在新世界附近的“新加坡总统酒店”的维修

部任维修员。几乎一生与“电”为伍。贻德宗亲在结

束谈话前，却以最诚恳的语气说：“今日的时代已大

大改变”。

 

川强	• 讯

祭祖活动有感恩孝心意义
令子孙世代传承发扬光大

“莎合捷利”—SHASHLIK

贻德宗亲：希望公会的
会务走在会员的前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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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会会员忠坚忠基昆仲
经营海南西餐馆

新加坡开始采用俄罗斯语SHASHLIK (莎合捷利）

做为西餐馆始于1963年。它这名字，要是追计起来，

至少逾55个年头。

首个经营者以SHASHLIK为西餐招牌不少过

21年，当时的员工不少过13名。它约在1984年中

期宣告结束营业。于是，当中有九名员工，包括忠

坚的父亲业芹宗亲共同筹资，自1986年继续以旧

招牌—SHASHLIK 于远东购物中心#06-19开始启

业。大家一直经营到2015年，那时已29个年头了。

在九名股东的发起人业芹宗亲即忠坚的严父于2013

病逝。其他八名股东先后有意思放弃“莎合捷利”，

因为此时的业务已出现不振，股东们都想退休去。 

 忠坚忠基昆仲于是决定接手，不负父亲致力发

起创业的苦心。哥哥忠坚（48岁）拥有商场行政经

验；弟弟忠基（47岁）则有西餐烹饪心得。如今，

通过“俩兄弟”携手共进，SHASHLIK 西餐馆不但

获得继续营业且将业务、菜式、色味处理得更出色。 

 我在业芹宗叔在世的时候，曾到过SHASHLIK 

品尝过它以牛尾为特色之一。今天，忠基厨师又加

推出自创的“海南猪排”和其母亲亲手制做的“海

南辣椒酱”，更继续推出“莎合捷利”的招牌菜肴

和俄罗斯宋汤与现场烹煮的樱桃甜品。谨此，公会

理事宗亲们特表示祝贺，再接再厉更上一层楼。 

 忠坚宗亲特别表示：欢迎公会宗亲会员与家人

到“SHASHLIK ”品尝，在价格上将获得特别优惠。

川强	• 讯

“莎合捷利”—SHASHLIK

愿与全体宗亲分享这份喜悦

获选吾国首六强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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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琼侨史话
• 符徵	•

根据我手头的资料考究，早在清朝道光年间的160

多年前，即中英鸦片战争结束；清政府被逼开放五口

通商，海禁大放时，就开始有琼侨自海南岛成夥结伴

前来南洋谋生。当时，因受满清政府的限制：不准携

眷一起赴番，只有男性可以出洋。因此，这时期真正

可以成行到南洋谋生的琼侨为数不多。待男士在南洋

各地谋生一段时间而赚取及储蓄一笔钱财之后，或返

乡与亲人相聚；或带眷到南洋继续生活。

 从史料中查考，最早的旅泰的琼侨，共同建立的

宫庙，计有：孟叻昭应英烈庙、三清水尾圣娘庙及哒叻

仔泰华圣娘庙等等，平均都超过100多年以上。尤以三

清水尾圣娘庙创建在160多年前，为琼侨最早之神庙。

在泰国南部的苏梅岛的海南神庙，据悉亦有100多年的

悠久历史。据了解：侨乡们早期都通过在宫庙里相聚，

互相汇报信息并开展援助侨胞和乡亲的工作。

琼侨乡团活动较渐繁时期，是始于孙中山先生为

推翻满清政府而及时建立民国；鼓吹自由民风民主思

想和积极推广白话文，这么一来，各个海外侨社被影

响而纷纷设立宗亲会所。泰国琼岛会所、琼州公所及

会文社先后成立。查：琼岛会所成立于1907年。它

的创始人包括：云竹亭、符福临、冯尔和、林鸿泽、

韩振丰、沈明吉、陈泰和、黄有鸾等。公所当时的主

要任务是：设立琼侨学校。泰国最早的“琼侨夜学”

及“育民学校”便是这个时期创办的。

清末民初，海上航运虽然不甚发达，但已有定期

的船只自海南、广东、福建、福州⋯⋯等地海港出发

到南洋各地—新加坡、马来亚、印尼、泰国等地。

到了抗战及避战期间，中国沿海一带的人民纷纷奔向

南洋讨生活。

由于南洋各地生活安定，当地政府对各地的侨胞

采取相当宽容的态度，以致各地的老华侨就有落地生

根的念头。他们的事业自然由子孙来继承，第二代、

第三代也就繁衍生息，成为泰国公民。

因此，于战前战后在侨社服务的琼籍侨领中，商

贾巨擘的琼侨比比皆是。

对泰国公益慈善事业大有贡献的琼州侨领：

一、在二战前的名侨领中有：云竹亭、冯尔和、

符福临、黄有鸾、沈明吉等。

二、二次战后的大侨领，包括：云逢椿、陈来

琼、符大应、符绍登、陈昌耀、 昌任等。

三、在半世纪以来，名侨领与商界巨擘者有：郑

如常、郑有英、欧宗清、吴多禄、陈修炳、符致炳、

许书标、张光 、吕先英、潘子明、王金英等。

四、泰国政界琼裔名人有：前国务院长：朴•沙拉

信、察猜•春哈汪、前财政部长：颂遇• 君、前国务

院副院长、前财政部长：汶趋•洛乍纳沙田、前警察总

监：抛•沙拉信、前外交部长：阿沙•沙拉信、前国会

主席：邬泰•屏栽春等。上述琼籍人士，皆属泰国战后

政坛上居领导地位，对国家社会均有诸多贡献。

何以琼籍华裔在各属华裔中当政者所占的比例较

多？在我个人看来，是由于琼侨的子女，在泰语发音

上较纯正，与一般土著泰人发音无异。容易和泰人打

交道而没有隔阂之感。在长相、生性与生活方式和一

般土著泰人亦具相似，容易与泰人打成一片。然而，

笔者指出的名人，不可能包括所有的琼籍名人，相信

还是有遗珠之处，待以后补充。

作者简介：

符 ，原名 符传文。1939年生于泰国南部也拉

城。祖籍海南文昌冠南镇义门村人。1964年毕业于国

立台湾大学经济系。精通泰文泰语。为《泰国世界日

报》资深报人。泰国著名文艺作家。

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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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修炳宗贤

编者特按：
泰国陈修炳宗贤，生于1932年。已于2019年4月间去

世。祖籍海南省文昌市人。为泰国工商界钜子。与吾公会

关系密切，曾携眷前来新加坡出席我会80周年庆宴。

修炳宗贤曾是泰国海南陈家社理事长，也曾是泰国海

南会馆理事长，为泰国海南同乡最高领袖。一生关怀泰国

与海南家乡公益事业。1992年，“陈修炳、修荧、修煌 三

兄弟”，一起荣获泰皇御赐一等皇冠大授勋章。同年，修炳

宗贤也荣获中国海南省人民政府颁赐“爱琼赤子”荣誉称号，

又于1994年荣获海南人民政府授予“赤子楷模”称誉。

修炳宗贤停柩期间，嘉兆会长特代表公会订购“当地花

圈”表示敬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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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六甲之旅
我会于2017年6月10日至12日组团到马六甲和吉

隆坡游览、购物及出席马来西亚隆雪海南颍川（陈）

宗亲会18周年纪念晚宴。此团共有54名宗亲及家眷。

途中也经过新山、永平及芙蓉观光、用餐与采风。大

家都尽兴而归。

YY16.2.indd   17 24/12/19   9:34 am



新加坡海南陈氏合唱团的前身是神韵合唱团，神

韵合唱团由著名歌唱家马青老师负责指导，由于团员日

益减少，理事会决定解散合唱团。会后，我向嘉兆会长

提议，与其解散不如暂时由我接手义务指导，给我六个

月的时间来重组这个合唱团，即使不成功，也没什么损

失。嘉兆会长为郑重此事，召开了个小组会议，与会的

还有泽平顾问和玉镇副会长，领导们接纳了我的建议。

领导们一拍板，我就马上展开招募团员的工作。

很顺利，不到一个月，我就招到了60多位团员。团员

之中有10多位是原“神韵”的团员，其余的50多位分

别来自我的其他班级的学员，有新声诗社的，有李氏

总会的，有大士伯公宫的，也有来自我的华语会话班

和英语会话班的。

新加坡海南陈氏合唱团是汉英双语合唱团，选唱

的都是中英文世界名曲，一首同时有中英文版的经典名

曲将优先选唱。所以，本团第一课的第一首选唱歌正是

中文版的《罗梦湖》，和英文版的《Loch Lomond》, 

第二首是纯中文名曲《写封信儿寄到边境》(苏联歌

曲)，第三是纯英文名曲《 El Condol Pasa》(秘鲁歌

曲: 老鹰之歌)........按这个次序，从9-3-2019的第一首

歌到7-9-2019，我们一共学了24首歌:中英双语歌12

首，中文歌8首，英文歌4首。我团也在14-9-2019办

了一个简单的学习汇报，让50多位团员齐唱这24首歌

曲给理事们评审，出席的有嘉兆会长，德发秘书长和

时机宗亲，领导们听后都表示满意。

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及新声诗社联合主办，我们海

南陈氏公会，连同李氏总会及马来西亚怡保山城诗社

协办的《儒家经典导读及诗词吟唱》观摩会于26-10-

2019(星期六)下午2:30到4:30，在国家图书馆大厦 B-1(

底层)举行。我团也派出35位团员和其他3个团体组成

了一支106人的大型合唱团，由我指挥齐唱了2首华文

歌曲和1首英文歌曲，团员们表现得很出色。本会出席

的有嘉兆会长，泽平顾问，川强署长，玉本副会长，时

机宗亲等，观摩会相当成功。

	陈垂良

新加坡海南陈氏合唱团           
 重组成立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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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自2014年初开办“歌唱乐理卡拉OK班”以

来，甚受年长会员宗亲欢迎。这班歌唱活动，是在每

星期六下午3时半到5时半。继续欢迎有兴趣和爱好者

向行政秘书处报名参与。

据三名参与者称：他（她）们在未参加歌唱班之

前，完全“不敢启口唱歌，其实也不会唱歌。自参加

半年后，便渐渐爱上唱歌且不愿迟到或缺课”。

风雨无阻的卡拉OK班，不知不觉已历经六年时

光了。目前的“资深学员”有逾16名。这10多位学员

很爱唱中国艺术歌曲或民歌。每逢遇到任何节日或公

会周年庆典，学员们都会欢欢喜喜上台献唱，也接受

了不少掌声。

在不同的时间里，我先后听过这班学员；或集体或

个别献唱的歌曲，包括：《草原上的月亮》、《拉住妈妈的

手》、《苏州之恋》、《我们的美好时光》、《再唱洪湖水》及

《五指山歌》。学员们的歌声整齐了，节奏、旋律都掌握

得蛮准的。演唱时的仪态，表现十分自然，服饰也多彩美

观。我称赞他（她）们，学员们一致说：是老师教会的。

这班指导老师是默默耕耘的时机宗亲。他也是我

会执行理事会一名资深成员。

时机宗亲为我国教育部一名资深教师，任教共38

年（自1962年至1999年）。退休前，荣获教育部及总

由时机宗亲义务指导
2014年开始开班 一直受年长会员欢迎

统颁发长期服务奖与效率奖。诚属吾会之光。

在任教期间，自1977年始，时机老师被“借助”

到“新加坡课外活动中心”音乐处，专职负责教导中

学“学校铜乐队”。在22年岁月中，时机老师成功

把：立化中学、德明中学、中正中学⋯⋯的乐队推上

高峰。使每支乐队都有不同的机会，到各个社区、或

图书馆、或莱佛士城和新加坡总统府⋯⋯，分别呈献

多元民族音乐表演。

川强	• 讯

新加坡海南陈氏合唱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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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学校假期，洁如（文教主任）在公会

四楼又开办‘汉语拼音分享课程’，这已经是洁如宗

亲在公会第三次开班了。

报名人数一年比一年增加，这次吸引了大约40多

位参加者。可见好学的长者是‘越活越乐学’。有道

是：活到老，学到老。出席课程的学生，最年长的宗

亲是82岁。

教导汉语拼音一点也不难，可是，教导长辈汉语

拼音，可是一大挑战。从记忆、发音、书写等各方面，

长辈们都得更花精力和时间来练习。洁如老师通过活

泼有趣；生动精彩的讲解，使得课程充满欢乐，学习

气氛轻松不枯燥，让长辈不止提高学习兴趣，也使他

们更加容易记住所有的声母、韵母和声调，更快地掌

握标准发音，同时利用汉语拼音来发送手机短讯，可

说是与时并进，真是一举多得。

陈氏公会经常主办很多免费的课程，除了汉语拼

音，还包括歌唱班、乐理班、乒乓运动等、希望借此

让宗亲们多多活动，经常联系，保持身心愉快，多结

交朋友。

错过的宗亲别担心，密切留意公会动向，到时记

得报名哦！

 海南陈氏公会
‘汉语拼音’课程深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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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员包括：陈黄梅妹、陈胡燕梅、陈王婵莲、陈周爱

玉、昌义、垂良、陈邓丽凤、春美、春兰、时机、陈郑

丽莲、陈王琼花、明福、玉利、传超、奕民、时丰、珮

婷、春梅、有运、邦铨、昌贤、陈龙月明、行璧、美

丽、文湘、月霞、文浩、秋玲。活动成员或家眷：符之

睸、韩翠英、梁玉凤、龙桂萍、郑有英、冯辉愿、符丽

垭、陆美君等。

一团52名公会会员、理事及家眷同时出席大马宗

亲会隆重庆典及游云顶三天两夜乐开怀。

陈嘉兆会长为团长；副团长为川强署理会长；贻

良副会长；陈德发秘书长；顾问：泽平宗长、领队：

文正主任；奕光副主任；财政：川英 ；副财政 ： 陈

周廷芬副主任；秘书：文濂主任。

新马陈氏一家亲
52名团员浩浩荡荡上吉隆坡
出席大马隆雪海南颍川宗亲会
成立20周年及青妇部18年庆宴
并顺道游云顶小住两晚

一行36名公会会员及家眷，于9月2l日参加印尼

峇淡海南会馆成立十二周年庆典。翌日顺道进行一

日游，参观当地名胜和享用当地海鲜午餐。大家才

尽兴而归。

此团领队为陈嘉兆会长；团长：川强署理会长；

副团长：玉本副会长；团秘书：德发秘书长；团副秘

书：封照副青年组主任；财政：时机理事；副财政：

玲琤理事。

其他团员包括：传超、加珀、行善、织金、清

燕、织莉、玉利、修远、家益、昌贤、川双、爱娥、

燕萍、邦铨和家眷：胡燕梅、符淑美、郑丽莲、符之

睸、何月娥、吴美欣、吴翠侦、李春花、袁月琼、周

家上等。

组团一行36名会员参加

印尼峇淡海南会馆		成立十二周年庆典	

翌日	顺道游览才尽兴而归
(2019年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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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had a successful dialogue session, where our 
guest speaker, Weiyi, addressed our award recipients 
on various topics that were of interest to our young 
people. Weiyi started the session by sharing about 
her work experience and recent involvement with the 
Hainan Tan Clan. Whilst she was not involved with the 
clan as a student, she has participated in various clan 
activities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and has met several 
other young people who were similarly involved. One 
of our award recipients, an aspiring lawyer studying 
at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was keen to 
know how the clan is relevant to young people. Weiyi 
shared that from her perspective, the network is a 
valuable one. Engaging with the clan’s activities has 
helped her to meet and work with other Hainanese, 
some of whom are also young professionals like 
herself. Being Hainanese, there is also an unspoken 
connection within the group, where we are able to 
relate to one another because of our common heritage 
and are happy to help one another out. 

Another key question raised by an engineering 
undergraduate related to time management and work-
life balance. We also heard from our very young table 
tennis stars on the challenges they face when trying to 
balance table tennis practice and their studies. Weiyi 
shared about the challenges that she had with time 
management when she first started working, and also 
how she has tried to overcome this by prioritising what 
is important. Many senior members of the Hainan Tan 
Clan, including Mr Tan Tee Jim, Senior Legal Advisor, 
also shared some wise words with our young people 
about how to handle issues of work life balance and 
family relationships. 

We also had the chance to hear from many of our 
committee members, who shared about the clan’s plans 
and activities, and encouraged our young members to 
get involved. Our treasurer even offered an internship 
for young members to work with him and get first hand 
experience on the clan’s projects! The camaraderie 
amongst the group was obvious, especially amongst 
the committee members, including our moderator Mr 
Benny Tan, who have worked tirelessly to connect 
fellow Hainanese and increase the profile of the clan. 
We are very grateful to all 
our organizers, and 
thank them for a 
very successful 
event. 

我们举行过一个成功的对话会。我们的主宾陈薇

伊律师向我们的得奖者讲了许多年轻人感兴趣的话题。

陈律师首先分享她最近在海南陈氏公会活动的经验。虽

然她并非以学生身份参与活动，但她在这几年来参与公

会的活动时认识了许多年轻人。有一位得奖者、修读

法律系的国大学生问我会馆和年轻人怎么沾上关系？

陈律师说在她看来建立人脉是非常有价值的。她说参

与会馆的活动使她可与其他海南同乡一起工作，而其

中不乏与她一样是年轻的专业人士。同为海南人，都

会有在团体内的同心力，因大家都有共同的背景，并

乐意互相帮忙。

另外有一位念工程系的大学生问，如何能在生活

与工作间取得平衡？我们也有听说过年轻的乒乓选手

如何在练球和学业间取得平衡。陈律师接着分享她在

开始工作时，也面对如何分配时间的挑战。她尝试列

出先后处理的事项。我们许多资深的会员如陈时荏高

级律师，也和我们分享他如何在工作和家庭生活间取

得平衡。我们也听到许多委员分享他们发展会馆的计

划和活动，并鼓励年轻人多多参与。我们的财政老爷

还自告奋勇提供机会给年轻人跟随他学习如何搞活动

的第一手经验。团体的凝聚力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

委员们，如对话会的主持人，秘书长陈德发就不辞劳

苦联系海南同乡，增强会馆的阵容。我们非常感激所

有参与者合办了一项成功的活动。

与青年对话会

陈薇伊律师

Guest speaker 
Miss Tan Weiyi (Lawyer)

Dialogue	session	with	our	
young	gen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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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新加坡海南陈氏公会编纂的海南陈氏《开族传

世谱集》已于2018年9月16日恭请武吉知马/荷兰集选

区国会议员林连华先生主持发布。林议员是临时代表

川仁宗贤前来主持，川仁宗贤身体因突然觉得欠佳。 

 《世谱》内容包括：“谱首”为首辑。它的内容

围绕在：根源由来、先祖渊源、新加坡子孙、会史及

建谱和修谱等等。

第二辑“谱首”所介绍的内容，重点放在讲

述：中华陈氏源远流长、母系社会体制、父系部落、

血缘始祖、田齐派始祖……。海南陈氏先祖、海南

人南来南洋的历程、人文志、杰出先贤及当代杰出

宗亲、艺文志、风土、习俗、掌故及专题文章。 

 其第三辑为“谱实”，主要说明《谱巢》的

编制流程、列表分别说明：文昌篇、琼海篇及万

宁 篇 ， 同 时 附 上 万 宁 市 龙滚镇 鲤 跳 陈 氏 简 史 。 

 本《谱集》能如期问世，得主要编委：业雄、泽

南、修坤、文迪 四位宗亲付出许多心血。

嘉兆会长指出：公会出资出版这本《谱集》，是

要鼓励宗亲关注自己的家族历史，也相信会影响其他族

群互相关注立谱的需要。希望年轻一代，能及时关注家

庭中的“生活资料”。这是家族建谱立史工程的首要。 

川强	• 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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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海南人，尤其是陈氏海南人，更要认识“陈

序经先贤”。

较早时，我从“新加坡海南陈氏公会”出版的

《25周年纪念的特刊》上初识知道序经先贤/ 博士是位

新、中著名学者，很受海南人与宗亲们敬重和爱戴。

后来约在2003年之后，我读到由“中国海南省文

化历史研究会与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学术研讨会

论文选集，我才进一步认识这位博学多才的宗贤序经

博士。

序经宗贤于1903年9月1日生于海南文昌清澜镇瑶

岛村。1967年2月16日在海南因脑溢血逝世。享年才64

岁。这真是海内外海南人的一大损失。

序经宗亲于9岁时（ 1912 ）进入文昌致远小学读

一年级。第二年即10岁（1913 ）才随其父亲陈继美宗

亲前来新加坡侨居，并报读海南人创办的育英小学直到

毕业（ 1920 ）。接着报进南洋华侨中学就读，由于其

父亲不愿他接受新加坡殖民（ 英文）教育，故在中途

（1921）就带他回返中国升学。

序经宗亲在这期间非常努力自学，接着就考进广

州岭南中学并以优异成绩毕业。1922年考入上海沪江

大学读生物系，次年，便转学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直到

毕业（ 1925年）。接着，序经宗亲负笈美国伊利诺斯

大学考取硕士学位（ 1926年 暑假 ）。

1928年在此大学并通过专题《现代主权论》获得

博士学位。1929年夏，在新加坡与黄素芬小姐结婚。

1930年至1931年间，序经宗亲携夫人先后到德国

柏林大学研究政治学和社会学，再转入德国基尔大学研

习世界经济学。

1933年始，序经宗亲先后在协和大学与中山大学

认识 陈序经先贤

就中国文化问题进行长期演讲受到学术界重视。1934

至1938年间，受聘天津南开大学讲授“政治学概论与

社会学原理”。1937年至1945年，氏在西南联合大

学任教授，分别讲授社会学与文化学。同时亦应邀赴

欧美多所大学作学术讲学。

1946年至1948年之后的期间，氏出任南开大学教

务长、政治经济学院院长暨经济研究所所长、岭南大学

校长、暨南大学校长、中山大学教授兼副校长、南开大

学副校长等重要职务。

序经任教授或校长期间，先后数度前往新加坡、

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和柬埔寨等国作实地考察，对

东南亚社会及华侨问题进行研究，笔耕不辍。学术著

作计有：《 南洋与中国 》、《 社会学的起源 》、  

《 暹罗与中国 》、《 蛋民问题 》、《 越南问题 》

以及《乡村建设运动》⋯⋯。这些学术论文著作，至

今仍受到各界学者重视与赞誉。因此，世人都一致称

誉陈氏序经博士为中国教育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及

华侨问题专家。

海南省文化历史研究会于1999年12月2日至四日

召开了对陈序经宗贤生平的研究研讨会诚属难得与可

贵。我从文集里，知道与会的百位专家学者们，都认

同序经宗贤是建立中国大学教育开设“文化学”的第

一人。因为他本身对古、今、中、外、东、西、南、

北的文化比较研究都有一定的认识，故他的文化学观

念是可以接受中国文化大观挑战的。

陈序经博士在1933年12月29日在中山大学礼堂向

学生与学者们提出：《中国文化的出路》的“三派”见

解中，强调要‘中国文化彻底接受西洋文化’而引起

全国对文化问题开展一轮大辩论。当中具有支持与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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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 陈序经先贤

学者周廷婉也说：当中国史学大师陈寅格双目失

明时，教授特地给他配备了助手，使这名失明学者可

以继续完成著作心愿。周围很多学者表示：序经博士

的品格优容雅量，宽恕待人。同时有过人的才华和过

人的精力。

自陈教授被调到暨南大学任校长后，他总是坐车

早出晚归。廷婉学者称：在路途上如果遇上行走的老

师，他总是叫唤司机把车子停下，邀请同车。他向来

没有认为自己是超越一般人。

周廷婉于1964年于中山大学毕业后，便回海南

师专执教。她听那里的长辈说：1958年海南师专的设

立和它的发展，与陈序经宗贤鼎力支持分不开。1962

年，宗贤特地从广州请来华南工学院土木工程系主任

陈伯齐教授前来师专指导。不久，校党委书记李光邦

特陪序经宗贤前来治校。终于，海南师专在环境非常

优美下成长起来。

在海南师专的图书馆里，藏着一批和东南亚历史

研究系列的书籍，包括：《扶南史初探》和 《猛族诸

国初探》都是陈序经博士当年—1962年10月15日所

赠送的珍藏本⋯⋯。

     

• 烈浦 •
笔于	2019.12.09	

对。总之，这个辩论是好的开端，它是可以越辩越明

的。序经博士不仅集中在“东西文化观”方面，他也

重视“西南文化”，氏也指出：“西南是西方文化输

入最早的地方”。他对中国乡村只以‘农立国’的建

设是愚妄的。其观点也带来一场论战。氏大声指出： 

“农耕需要机器，以至农田肥料，也要仰赖新式化学

工业⋯⋯农业能否发达，要看工业是否发达⋯⋯。氏特

别提出：今后的乡村建设应该是：“以工业为前提，以

都市为起点”。我想：这个观点是相当前进积极的。

序经博士对教育的理念是什么？他指出：职业教

育是在乎于应用；而大学教育则在求知。他始终坚持：

应用教育和知识教育一定要取得一致。氏也强调：学术

是没有国界的，他认为争取学术并立是最好的做法。

这个观点到今天还是被各地学者认同并携手建立互相

交流的风气。

氏对教育课题具有自己的独特见解。他一直在大

学里维护文科，认为文科与其他学科的知识，都有相

辅相成的关系与作用。1947年9月8日，北京大学胡适

校长于天津《大公报》上发表一篇《争取学术独立的

十年计划》一文之后，陈氏以任职南开大学教务长的身

份，撰文认为胡校长的主张与建议带有偏见和私情。他

强调：要培植各大学有成绩的院系或科目；要重视各大

学在地域上的重要性与特殊性。氏一直表示：政府只集

中关注北京、南京、上海等地的大学是不合的。比如：

西北的考古工作，最好在西北的大学中发展⋯⋯。这是

有他的建设性看法。

出席的学者们，大都从不同的角度指出：序经博

士学识渊博，大凡历史学、经济学、法学、民族学、

社会学都无不精。

有位1959年在广州中山大学读中文系的学生周廷

婉说：她认识并且是要好同学的陈合宜，正是序经教授

的世侄。一天晚饭后，合宜邀廷婉一起去教授家“坐一

坐”，她欣然接纳。廷婉说：教授是住在一幢两层楼

的美式洋楼。经合宜同学介绍后，他很欢喜很高兴地

和她握手问好。后来都会和合宜去探访，事先都没有

打招呼或约定，陈教授和夫人还是很热情给予接待。

廷婉说：教授在海南的时间不多，但是说话仍带有海

南乡音并不断询问海南的近况发展。据周廷婉说：“

教授有二不”，一不当官；二不从商。国民党政府本

有意让他出任广东省教育厅长、或驻泰国大使、或教

育部次长⋯⋯，他丝毫不为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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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吴、何、沈、邵、周、胡、秦、徐、陆、陈、孙、

黄、曹、许、张等数十个姓氏都有此堂号，而且同姓中

的不同支派也有，出现的重复率极高，但加以姓氏、籍

等条件限制，就可缩小范围。

各堂的代表姓氏
“堂号”也叫“郡号”，郡是行政区域的建置，

也是一个姓氏发祥的本源，后世深以源远流长，惧有

所失，因此立“堂号”而为信。“堂号”究竟有多少，

已难确知，依据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邀请专家

研究整理，查考得到的共有八十堂，二百六十七姓，各

堂的代表姓氏及其居住地点如下。

01	 济阳堂：丁、卞、江、柯、却、陶、庾、蔡。后

汉设济阴国，晋改济阳郡，在山东定陶县地。

02	 西河堂：卜、林、卓、宰、靳。汉时的郡名，今

绥远鄂尔多斯地方，即山西离石县。

03	 河南堂：于、山、方、毛、元、平、向、利、邱、

俞、陆、褚、廉、种。今河南阳县。

04	 东鲁堂：孔。孔子生于鲁，地因人而名，故叫东

鲁。

05	 雁门堂：文、田、童、农。战国时为赵地，汉为

郡，地当山西旧代州，宁武以北及朔平、大同一

带。

06	 陇西堂：牛、辛、李、时、彭、董。秦郡名，地

当甘肃旧兰州、巩昌、秦州诸府。

07	 天水堂：尹、皮、艾、狄、桂、秦、庄、赵、严、

上官。汉时郡名，在甘肃渭县境，即今伏羌地。

08	 平阳堂：仇、汪、巫、来、常、凤、管、卫、欧、

饶。三国魏郡名，在山西临汾县境。

09	 吴兴堂：水、尤、沈、明、姚、施。三国吴郡名，

今浙江省吴兴地。

10	 太原堂：王、羊、祁、易、武、祝、宫、温、霍、

阎、尉迟。太原、汾州二府及保德、平定、忻州

各地。

11	 高平堂：巴、范。汉时国名，今安徽省盱贻县境。

12	 南阳堂：白、束、呼、姬、许、隆、叶、翟、

家谱堂号是什么？有什么意义？

每个姓氏的堂号是什么？

明清以来，祠堂成了宗族祭祀先祖、议决大事的

重要场所。每个祠堂大凡都有自己的堂号，从某种意义

上讲堂号是宗族的标志。堂号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为具

有姓氏特徵的堂号；另一类是没有姓氏特徵的堂号。

什么是堂号？

明清以来，祠堂成了宗族祭祀先祖、议决大事的

重要场所。每个祠堂大凡都有自己的堂号，从某种意

义上讲堂号是宗族的标志。堂号可分为两大类：一类

为具有姓氏特徵的堂号，如王氏“三槐堂”、赵氏“

半部堂”等；另一类是没有姓氏特徵的堂号，如“世

德堂”、“崇本堂”等。具有姓氏特徵的堂号，其来

源大都伴有寓于某些含义的典故，它重复出现于该姓

氏的不同支族。没有姓氏特徵的堂号，大部分分别为

某一支族特有或与其他宗族的堂号甚少重复，其馀少

量的堂号则在同姓和异姓宗族中间有着较高的重复出

现率。而其他的堂号辅以姓氏、地域的限制，也能在

判断宗族方面起一定的作用。如“世德堂”，丁、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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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乐、邓。秦时郡名，泛指河南省南阳及湖北

襄阳一带。

13	 京兆堂：申、史、宋、别、冷、杜、车、宗、

段、计、韦、晁、郜、浦、象、康、舒、雍、

寿、酆、黎、皇、甫。汉三辅之一。

14	 其他

堂号的意义
堂号，本意是厅堂、居室的名称。因古代同姓族

人多聚族而居，往往数世同堂，或同一姓氏的支派、

分房集中居住于某一处或相近数处庭堂、宅院之中，

堂号就成为某一同族人的共同徽号。同姓族人为祭祀

供奉共同的祖先，在其宗祠、家庙的匾额上题写堂名，

因而堂号也含有祠堂名号之含义，是表明一个家族源

流世系，区分族属、支派的标记，是家族文化中用以

弘扬祖德、敦宗睦族的符号标志，是寻根意识与祖先

崇拜的体现。所以，堂号和郡望一样，都是中国姓氏

文化中特有的范畴。也是中国人进行寻根问祖时不可

不先熟悉的一个概念。

堂号，不仅仅是用在祠堂，还多用在族谱、店

铺、书斋及厅堂、礼簿等处；也有用在生活器具上的，

如在斗、口袋、钱袋、灯笼等上面大书堂号，以标明姓

氏及族别。凡看重自己的姓氏和族属的人，都不会忘 

记本族世代相传的堂号。不仅汉族，许多迁居内地的

其它少数民族，如匈奴的呼延氏“太原堂”、回纥族

的爱氏“西河堂”、蠕蠕族的苕氏“河内堂”等少数

民族， 内迁后接受了汉文化，也有以其繁衍地的郡名

或祖上业绩之典故作堂号的。这就是中国人的堂号，

它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实际意义。

堂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堂号与姓氏的

地望相关，或以其姓氏的发祥祖地，或以其声名显赫

的郡望所在，作为堂号，亦称“郡号”或总堂号。同

一姓氏的发祥祖地和郡望不同，会有若干个郡号。如

李姓郡(望)号有：陇西、赵郡、顿丘、渤海、中山、

江夏、范阳、汉中、代北、鸡田、柳城等30余个；王

氏有：太原、琅琊、京兆、元城、汲郡等地38个；张

姓有清河、范阳、太原、京兆、南阳、中山、安定、

河内等40余个。

狭义的堂号，也称自立堂号，在同一姓氏之间，

除广义的郡望之外，往往以先世之德望、功业、科第、

文字或祥瑞典故，自立堂号，其形式多种多样，五花八

门，不胜枚举，若按每姓一个堂号来计算的话，全国

至少有数千至一万个堂号，是姓氏文化中有待开发、

整理、研究的资料宝库。

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有祖先崇拜传统的一个民族。

在每个家族中，往往都有一个场所来供奉已去世的祖

先的神主牌位，所以，旧时的每个家族都会有本家族

的祠堂，并给它取一个堂号，目的是让子孙们每提起

自家的堂号，就会知道本族的来源，记起祖先的功德。

俗话说，树大分杈。随着生命的传递、繁衍，家

族就会不断扩大。扩大的结果是一些家族从祖居地迁

居他处，另开基业，形成新的分支和新的宗族。这些

新形成的宗族和分支，往往又会建立新的祠堂，来供

奉最亲近的祖先。于是，由一个祠堂又会派生出许多

新的祠堂来。因此，像族谱有总谱、支谱一样，祠堂

也就有总祠、支祠、 分祠之分，也就是民间所说的所

谓大堂祠和小祠堂。

历来每个姓氏、每个宗族、每个家族，都有自己

的堂号。堂号的历史悠久，应用广泛，在中国宗法社

会中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和作用。

从功能上说，堂号的意义主要在于区别姓氏、区

分宗派，劝善惩恶，教育族人。如果说，郡望是高一

级别的宗族寻根标志，那么堂号就比郡望堂低一级的

宗族标志。郡望往往可以作为堂号，但堂号却大都不

能用作郡望。一个姓的堂号要比郡望多得多，一姓的

郡望只有数个多至数十个，但堂号往往有数百甚至上

千个之多。郡望在宋代以后就开始走向统一和固定，

但堂号却随着宗族的发展，一直在不断的增加。

堂号是宗法社会的产物，在传统宗法社会中，它

对于敦宗睦族，弘扬孝道，启迪后人，催人向上，维

护家庭、宗族和整个社会的稳定，都具有十分重大的

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中国传统社会的 

终结，祠堂在中国大陆不是成了历史，就是成了文物，

因此，新的堂号不可能再产生，但是，旧有的堂号却仍

然留在各姓各族人们的记忆中。

近年来，随着中国政府的开放改革和全球华人寻

根热潮的兴起，许多大陆宗祠被恢复，族谱被续修，

因此，堂号再一次被人们抬了出来。不过，今天的堂

号，已经没有了宗族主义的负面作用，有的只是给人

们寻根问祖、缅怀先祖、激励后人的积极意义。特别

是对于加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对于中华民

族的大团结，堂号都必将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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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公会妇女组近六年来非常活跃，经常主办家

庭式活动或协助其他组别，共同筹办多元性活动，

是一支具有冲劲的“小队伍”。近两年来，不时为

年长活跃会员举办生日聚会，切蛋糕；食鲜果与甜

品，并齐唱中英双语生日歌。掀起一阵欢乐的气氛。 

       

 这支“妇女队伍”平时也爱唱歌，也积极参加公

会歌咏班及卡拉0k班，个个充满活力。当她们参与布

置或招待工作时，大家都齐心协力。理事们对她们的

服务态度非常激赏。

川强	• 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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