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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安会馆二度获得杰出会馆

奖的殊荣，归功于多姿多彩的‘双

庆’与‘凤山文化节’，还邀请了

各大宗教代表共襄盛举，和谐之态

表露无遗。”

宗 乡 总 会 蔡 天 宝 会 长 在

‘2014年度杰出会馆奖’颁奖典

礼上讲话时，提到二度获奖的我

会时，如此表扬南安会馆。蔡天

宝先生也指出，得奖会馆不只在

各个领域取得骄人成绩，同时也

为其他团体树立了典范。

4月25日，晚间在宗

乡总会礼堂举行的该奖项

颁奖典礼上，由洪福成常务

委员代表本会，从主宾总理公

署部长兼职总副秘书长陈振声手

中领取了该奖项。

在颁奖典礼上，总理公署部长

兼职总副秘书长陈振声，吁请宗乡

团体善用互联网，宣扬华族传统价

值观，与此同时，吸引其他种族和

新移民前来参加与分享优良传统文

化。他说：“华族宗乡团体如果能

够做到这两点，便可算是今天一个

成功的会馆，这样我们的社会和国

家势必会因此更加繁荣和稳定，不

单能像现在这样庆祝独立50周年，

甚至以后能够庆祝独立100周

年。” 

南安会馆出类拔萃地从

46家参与评选会馆中脱颖而

出，成为五家“杰

出会馆奖”获

奖会馆之一,

诚 可 喜 可

贺 ！ 其 他

四 家 获 奖

的 会 馆 为

潮州八邑会

馆 、 中 山 会

馆、惠安公会及

丰永大公会。

杰出会馆奖自设立以来，已

迈入了第四届。同去年相比，参

加这次评选的会馆比上一届多出

7家，而本会馆能赢得评选团的青

睐，再次获得殊荣，确实是得之

不易。

南安会馆  出类拔萃  脱颖而出
双庆创辉煌 节庆现姿彩

■ 文/图: 林隆基

注：‘双庆’即去年我会主办的‘第12届
世界南安同乡联谊恳亲大会及会馆成
立88周年联欢晚宴。由于本刊已在上一
期，以专辑式报道了三大型活动，恕不
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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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图: 林隆基

新届互助会理事就职典礼新春花絮

傅海燕部长在陈奕福主席(左二)等乡长陪同下，主持第29届互助会理事宣誓就职仪式。

我会名誉顾问傅海燕部长率诸执行委员向圣公祈福。

部长同陈奕福主席、互助会傅成嘉主席(左二)等齐捞起。

太极拳表演让来宾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傅海燕部长同陈奕福主席(前排右八)及各执监委员拱手向出席团拜来宾拜年。

甘肃省杂技团的小演员
受邀友情演出精彩纷陈
的杂技。

逗趣的儿童相声表演，获来宾给予
热烈掌声鼓励。

‘财神爷’黄良眼乡贤逐桌派发红
包给来宾。。

“羊”溢互助爱满堂
■ 文/图: 林隆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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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图: 林隆基

从岁次乙未的二月廿一至廿五，也就

是阳历4月9日至13日，凤山寺连续五天庆

祝广泽尊王圣诞千秋。

庆典的第一天，农历二月廿一日，恭请楞严精舍以佛教科仪供天、献敬、

诵金刚经及送圆满香。整个科仪从上午九时开始起鼓／演净，到下午二时结

束历时五小时。

第二天，也就是农历二月廿二日，为圣公的圣诞千秋正日，延请混元道坛

资深道长主持。仪式从早上八时卅分起鼓、恭迎玉皇上帝圣驾安座至下午五时

的礼斗，历时近九个小时而圆满结束。当天，道长也为本寺经小修复的尊王副

身神像及善信的圣公神像主持开光仪式。

农历二月廿三日为庆典高潮。是晚，善信齐享用联欢福宴、观赏‘凤山之

夜’的歌舞表演。广泽尊王庆典一连五天皆有木偶戏助兴。整个庆典在廿五日

晚间十时举行的恭送众神明返天庭后，在夜幕低垂的夜空下划下美丽的句点。

圣诞千秋庆    
    神恩被四海

除了参与SG50妆艺大游行2015的正式游行，南安会馆

凤凰花车也跟着妆艺游行大队走入邻里，让更多民众贴近

本地南安人的历史文化瑰宝—凤山寺。这次活动能够顺

利进行，有劳青年团团员和来自友庙的参与者协助。

走进邻里的会馆花车

在乌节路巧遇会馆荣誉顾问傅海燕部长

花车参与妆艺大游行，来自青年团的参与
者随着动感的音乐摇晃旗帜

会馆花车参与妆艺大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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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丽敏老师—闽南语歌唱班

程川老师—华语歌唱班

《指趣墨韵》吴怡龙指画展

由三一指画会主办，南安会馆协

办，于5月1日在新加坡大会堂开

幕，是指画艺术家吴怡龙乡贤指

画作品的又一次艺术盛宴。会馆

主席陈奕福乡长为开幕剪彩，开

幕式上高朋满座，除了本地艺术

界与社团的嘉宾，前来新加坡出

席鹏峰宫庆祝活动的南安乡亲也

特地前去出席助兴。

南风阁主办的歌唱班
邀得名师授课，
反应良好，成果丰硕。

妇女组举办的“圣淘沙环球影城一日游—南安家庭日”获得热烈的反应，
超过八十位会馆会员及家庭成员参与这项活动，于6月6日在圣淘沙度过美满的一天。

歌声绕梁南风阁

南安家庭日@圣淘沙

《指趣墨韵》指画展



■文: 林隆基　图: 洪毅瀚及沈静平

系列参访活动巡礼(二)

5月23日，早上

的一场大雨并未浇

熄太和观道德堂的

120名各族乐龄人

士，第一次上凤山

寺参观的兴致。

他们在年轻的学生义工搀扶下，分三批小心翼翼

系列参访活动巡礼(一)

系列参访活动巡礼(三)

6 5 名 的 立

化中学中一学

生在李元勋和

郭翠云老师、

另32名该校的

中一学生在胡炳辉老师带领下，分别在5月27、28日两

天，趁学校假日到访我会及凤山寺。这是立化中学连续

三年安排学生的参访活动。

两天的参访，学生都先观赏了分别由李永康、洪毅

太和观道德堂各族参访者

          雨中游凤山寺
地‘上山’来，

聆听寺务秘书林

隆基乡贤以华英

语交替讲解。

不少参访者

过后‘忙着’向广泽尊王祈福、求签。是次的活动掀开

五月到六月凤山寺和会馆参访活动的序幕。

瀚乡贤讲解 的《走过岁月的南安会

馆》幻灯片，从中了解我会的成立

经过、活动及得过的奖项。然后，

他们上二楼的历史走廊进一步领会

南安先辈的奋斗、为社会、民族和

国家贡献心力的事迹。

同学们随后拾级上凤山寺，从寺务秘书林隆基乡贤

的讲解中，窥探了凤山寺的历史、特点、文物走廊等宝

贵史迹，堪称活学历史和华族文化。

立化中学学生连续三年
   参访南安会馆和凤山寺

公教中学学生首度莅访
南安会馆和凤山寺
公教中学的24名中一学生，在张依玲主任和林俊

麟老师带领下，首次于6月2日，上午10 时到凤山寺和

会馆参观、访问。同学们从寺务秘书林隆基乡贤的讲解

中，得知南安先贤在莱佛士开埠新加坡初期就在本地落

地生根、上世纪50到70年代，南安人在新加坡聚居的

村落分布概况、发起于现址重建凤山寺之一的林云龙先

贤，是林谋盛烈士的父亲等等。

同学们也到会馆二

楼的历史走廊，进一步

了解对邑群、国家和当

时的华社及南安会馆献

出心力、贡献巨大的黄

奕欢、梁宙、李光前等

先辈的事迹，同时参观

南风阁，从而知道会馆

有青年团的成立等等史

料。历时近两个小时的

参访于中午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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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梁麒麟

第4届《心系中华文化摄影比

赛》的颁奖典礼暨摄影展开幕于

2015年2月26日圆满举行。在颁奖

典礼上，南安会馆常务主席陈奕福

先生宣布，原有的3家联办单位，

即南安会馆、南洋梁氏公会和厦门

公会在这届之后，将把主导棒子交

给宗乡会馆联合总会，由总会主办

本活动，而原来的这3家发起会馆

将成为协办单位，继续扛起弘扬和

保护新加坡传统华族文华的重任。

2007年，第一届《心系中华

文化摄影比赛》在厦门公会召开，

议决活动将由3家发起会馆轮值主

办，每隔一年办一此颁奖典礼。此

后，虽然面对人手短缺和活动经费

紧张的问题，工委会还是坚持把活

动办下去，除了举办颁奖典礼和

摄影展，还举办造势活动和出版影

集。在这8年里，工委会累积不少

经验和人脉，我们将继续把这些宝

贵“资产”投入到将来的活动中，

希望有朝一日能在《春到河畔》举

行颁奖典礼和摄影展，扩大比赛规

模和影响力。

举办本活动的宗旨是为了弘扬

和保护新加坡传统华族文化，我们

《心系中华文化摄影比赛》

圆满结束

希望以摄影艺术为平台，让各界人

士，特别是年轻一代通过参赛，能

更频密的接触传统文化活动。8年

来，活动不只吸引到华族年轻子弟

参赛，还包括印度族和马来族同

胞。所提呈的作品内容包罗万象，

代表中华文化的宗教、习俗、信

仰、节庆、文艺和医药等方方面

面。

我们要感谢这些年来一直支持

本活动的会馆领导、理事和赞助单

位，让每一届活动能顺利举行。将

来，在总会的大旗下举办《心系中

华文化摄影比赛》，其规模和影响

力肯定会更大更广，工委会也将面

对更艰巨的任务。但凭着这些年累

积的经验和决心，我们有信心能面

对这些挑战，把活动推向另一个高

峰！

（编按：此次摄影比赛的纪念特刊

经已出版，印刷精美的特刊收录了

这一届比赛所有的得奖及优秀参赛

作品。若要索取特刊，请亲自到会

馆秘书处查询。）

在颁奖典礼嘉宾陈振泉政务部长的见证下，陈奕福乡长和宗乡总会社会事务委员会
主任周兆呈进行下届比赛主办任务交接仪式，在旁的有南洋梁氏公会会长梁进生乡
贤、厦门公会会长林 利女士以及《心系中华文化摄影比赛》工委会主席梁桂生乡贤

部分工委会委员在典礼前漏液布置展览场地

立化中学学生连续三年
   参访南安会馆和凤山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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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馆青年团最近积极主办或参与的一系列活动，涵

盖面广，包括社区服务、体育竞技以及历史文化。在接

下来的半年里，青年团将继续主办各种多元化的活动，

打造团队精神，把活动办的更好。

本着服务社群，关怀老人的宗旨，青年团

团员在4月19日参与由宗乡总会与华社自助理事

会联办的第三届“关怀乐龄活动2015(Project 

C.A.R.E.)”，与其他义工陪伴来自各区的520位

老人到圣淘沙名胜世界享用晚餐，同游S.E.A.海底

馆。

青年团20多位

团 员 紧 接 着 在 4 月

25日探访老人院，

陪 老 人 聊 天 玩 游

戏，为住院的老人

带来喜乐并度过富

有意义的一天。

展现年轻活力 关怀社会人文
—青年团活动简报

关怀乐龄活动2015活动照片

青年团义工和老人打成一片，其乐融融

青年团的健儿频频在不同竞技场合传出佳

绩。6月14日，宗乡总会举办端午节嘉年华会，会

馆青年团总共派出三支队伍参加当天举行的旱龙舟

竞赛，其中一队战胜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奋勇夺

标，首次为南安会馆摘下旱龙舟比赛全场冠军。

参与社区服务

竞技场上大显身手

7月5日，宗乡

青年体育节2015在

新加坡篮球中心进

行开幕式并进行三

人制篮球比赛。青

年团同样是派出几

支队伍参赛，其中

一队卫冕成功，获

得冠军。青年团的健儿出征了！

旱龙舟竞赛颁奖典礼，来自会馆青年团的优胜队伍上台领奖

优胜球队在颁奖典礼后与主席和总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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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促进青年团团员和会馆会员对本地历史

文化的认识，青年团在6月和7月分别主办了两

场“认识新加坡”导览活动，出席人数在二十至

三十人左右。第一场活动由李永康乡贤负责导览

团员参观新加坡河畔的历史景点，解说新加坡河

的历史故事。第二场导览则由孙中山纪念馆的义

务导览员带领团员穿街走巷，介绍马里士他地区

的旧建筑、宗教场所、友族文化、老店等景点。

青年团团长李子大乡贤在游览新加坡河之后

发表了个人感想：

“如果我不认识新加坡河，没去浮尔顿历史

文化区，那么新加坡给我的印象只是一个纯粹旅

游玩乐的地方。当我看到贯穿于整个城市的新加

坡河，看到两岸众多历史建筑和有纪念性的地

标，我真正了解新加坡河原来是新加坡的生命之

河。就像一个人有了灵魂和心灵，早期移民正是

依靠这条河来维持生计，它就是新加坡城市发展

的经济动脉。”

认识本地历史文化

导游李永康乡贤的生动解说配合李成利博士的不吝分享，让团员们对
新加坡河的历史故事以及跟南安先贤有关的景点，留下深刻的印象

游览马里士他地区之前，先在晚晴园孙中山铜像前来一张团体照半天的导览活动消耗不少能量，活动结束后肯定要饱食一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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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23日，

一 代 政 治 巨 人 离 世 ，

建 国 总 理 李 光 耀 先 生

走了。

3月26日傍晚，南

安会馆80多位会员在会

馆主席陈奕福乡长和其

他会馆领导的带领下前

往裕廊社区悼念中心，

集体悼念李光耀先生。

在会馆名誉顾问，裕廊集选区国会议员傅海燕部长的

陪同下，陈主席向李先生的遗像献花，接着李成利博

士朗诵他撰写的悼念文，全体会员默哀。

南安会馆会员
  沉痛悼念

  建国总理

悼念仪式结束之后，出席仪式的会员还在悼念册

上留下寄语，感谢李先生为国家所做的一切，愿他的

精神鼓舞我们，为国家的建设继续奉献。

  ■文: 李成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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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二十三日凌晨，夜深人静，千家万户都在沉睡中。新加坡的天空，一颗璀璨的巨星，殒落了。

我们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悄悄的走了，震惊了全球，也让千千万万的新加坡人，深感悲痛和哀伤。

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的一生，就是新加坡的一生。

李先生，您的一生，伴随着新加坡的兴衰曲折，有过成功的慰藉和喜悦，也有过难言的隐痛和失望。

我们永远记得，您含着眼泪，宣布新加坡独立了。

您，治国理政，唯才是用，倡导一个公正廉明，种族和谐的新加坡。

您，大兴土木，让每一个新加坡人有个真正的家，安心为生活打拼奋斗。

您，招商引资，让新加坡人有工作，促进社会繁荣安定。

您，办学建校，提供各民族贫苦家庭的子女，有个翻身的机会。

您，灵活外交，让新加坡这个小红点，在国际舞台上占有一席的地位。

您，一生志业，就是建设一个成功的新加坡，致力让这个没有天然资源的岛国，成为与众不同的发达

国家，让新加坡人引以为豪的家园。

冷风寒意，鸣咽着我们不尽的悲伤!

您，伟大的贡献，新加坡人世世代代都会铭记在心。

尊敬的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我们的国父，安息吧!

我们永远感恩，

我们永远怀念。

悼念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



其次，从新加坡的国际影响力来看，经过李光耀团

队数十年治理下的新加坡，其国际地位与土地面积形

成巨大的反差，一个仅仅小红点般大小的弹丸小国，

能在错综复杂的国际事务上发挥巨大的作用，至今很

难找到相似的例子。

第三，拿新加坡自身发展与周边国家相比较，一

个先天不足，资源与人才匮乏的小岛，从第三世界晋

升第一世界，只用去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这是完全

可以用奇迹加以形容的现代传奇了。

第四，关于前一段的描述，若自赞自夸并无任何

意义，新加坡取得的进步，都是这几年来——从软件

到硬件——无数国际权威评级机构经过调查与核实的

铁一般事实。这些成就足以让新加坡人走到世界任何

角落，都能昂首挺胸走路和做事。

第五，对新加坡人来说，像我们这样一个父母来

自中国，兄弟姐妹没有一人从政或经商的平民百姓家

庭，也能确确实实感受到国家从贫瘠破败，到繁荣昌

盛的过程，并为生活在国泰民安，种族和谐的幸福环

境而感恩。关于这一点，越是走访很多国家地区，这

一感觉来得益发强烈，尤其是凝聚国民共识，维持种

族与宗教和谐这一点，堪称世界的楷模。

李光耀穷其毕生的时间和精力，无时无刻在为新

加坡的前途操心，也为国际间的矛盾与纷争，分享他

的智慧见解，赢得大小国家、几代领导人的重视与尊

敬。本星期天为他举行的国葬仪式，包括中美日韩等

国家，都已表态将派出重量级领导人出席，相信这一

场合也是开展“吊唁外交”、设法化解矛盾与分歧的

一个机缘，这不也是李光耀先生生前“鞠躬尽瘁”，

身后却不止于“死而后已”的典型昭示？就像他对新

加坡这片土地无私奉献的感情一样。

（此文原发表在2015年3月27日《联合早报》言论版）

3月23日早晨6点30分，我按平日作息时间起床，

打开智能手机查看信息，赫然发现早报网上陈庆炎总

统悼念建国总理李光耀辞世的讲话，这才得知三个小

时之前的凌晨3点18分，李先生已经永远告别他奉献

一生的新加坡。

身在上海的我，随即打开客房内电视的亚洲新闻台

频道，肃穆音乐背景伴随李先生从年轻到老，从黑白到

彩色的活动影片，这组丰富镜头是新加坡半个世纪历

史的浓缩版本，画面清楚呈现新加坡从贫穷落后到繁

荣进步的全过程，没有比像我这一代年逾55岁，土生

土长的新加坡公民，能对这筚路蓝缕、艰苦奋斗的历

程，有着更深刻的感悟与体验了，大时代中岛国的命

运，包括笔者在内数百万普通人的成长，与这位世纪

伟人息息相关，一边看着一边想着，我不禁悲从中来。

李先生的一生就是一部新加坡的发展史，他的丰

功伟绩本文无须赘述，笔者仅就几个纵横切面，从宏

观到微观的角度，综合分析这位开国功臣值得全体国

人引以为豪的原因。

首先，让我们看看这几天的新闻报道。就在公布

讣闻的短短两三天内，中英美俄日几个大国的现任及

退休领导人，纷纷通过唁电、社交媒体或公开发信，

表达对李先生的崇高敬意，中国的七位中常委领导，

多达四位发出唁电，我们必须留意外国领袖们的用字

遣词，皆非客气的套话，而是有血有肉的实话。

其中两位领导的形容很有意思。澳大利亚总理阿博

特说，“李光耀对本区域的一切贡献得很多。澳大利亚

以及世界各地的领袖都寻求他的意见，向他学习。”印

度总理莫迪形容，“他是富有远见的领袖，是群雄之

首。他的一生，能给大家带来很多启发。”

“世界各地领袖向他学习、群雄之首”，这样的

表述出自两个大国领袖之口，绝非应酬客气的溢美之

词。尤其不寻常的是，悼念李先生的国家和地区领导

人，包括政见不同的阵营，比如韩国和朝鲜、大陆与

台湾，还有台湾内部的朝野政治人物，由此可见李先

生大海般的政治胸怀与魅力。

鞠躬尽瘁
但不止“死而后已”

  ■文: 李永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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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2日，南安会馆会员出席了筹建

裕华裕廊东新NKF洗肾中心的募款晚会。

晚会总共筹得120万元，其中20万7千元

由会馆会员以及其朋友与生意伙伴捐赠。

捐赠NKF洗肾中心名单：陈奕福、林

顺兴、傅成嘉、陈亚荣、许培建、周添

财、Boh See Fook、 Johnny How、庞

涛、苏泉城、陈炳耀、李斯期、李嘉兴、

黄挺辉、洪志顺、谢淑耀、林金聪、梁杜

玖、林先生。

曾经担任凤山寺落架大修修复工程顾问的北京故宫博物院古建部副主

任王时伟，于5月29日在市区重建局举行以“从北京故宫倦勤斋到新加坡

凤山寺—看跨国合作修复古建筑”为题的公开讲座。当年，修复团队苦无

一份完整的凤山寺绘测图做参考，由王主任带领的古建筑专家对凤山寺各

个角落进行精细的调查，终于制定出一套完整的建筑图。

王主任这次来新是应半年前成立的新加坡国家古迹研究会之邀，研究

会以提升国人对修复古建筑的认识为目的，讲座是研究会的第一项活动。

凤山寺重修委员会主席吴一贤乡长是新加坡国家古迹研究会发起董事之一。

会馆荣誉顾问傅海燕部长与部分出席筹款晚宴的会馆会员和捐款者合影

王时伟主任(图片取自中国建筑纪实网)

捐赠裕华裕廊东NKF洗肾中心

凤山寺修复工程顾问王时伟主任古迹讲座

陈奕福主席于4月17日，晚间七点在中华总商会以《道德经与经商》演讲中，畅谈

他如何以道德经中的正道而行、道家因时制宜等等思想经商，甚至处世及从事慈善事业

的心路历程。

陈主席提到‘德’就是指行为。一个有道德的人，其行为是处处为他人着想。‘道

可道非常道’就是教人要‘因时制宜’。企业要成长就要创新，创新就要有人才，有人

才又要有品德，到最后还是要回到品德。 

这场由中华总商会主办的讲座，，因陈奕福主席精彩的讲演吸引了近百人前来听讲、

取经而座无虚席，陈主席也回答了听众的提问。

■ 文 / 图: 林隆基

《道德经与经商》讲座，陈奕福乡长畅谈其经商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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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峇株巴辖柔佛州南安会馆 

互助会主席傅成嘉乡长率领一行四十多人的互助会会员拜访

柔佛州南安会馆，受到热烈的欢迎，众人在联络乡谊之际不忘享

受，乘着榴莲旺季大快朵颐。

柔佛州乌鲁地南镇地南凤山寺圣法堂在4月12日举办

晚宴庆祝圣王公圣诞，同时筹募建筑新庙山门基金，会馆

主席陈奕福乡长率领由新加坡“圣公文化传承”成员寺庙

组织的代表团前往出席。地南凤山寺是参与2014年新加坡

凤山文化节的外国友庙之一。

访问地南凤山寺



父爱如山，都说儿行千里母担忧，父亲亦如是。

父亲给予我的爱，更多的像是把我当作温室里培育的

花朵，永远为我创造最温馨舒适的环境，铺平成长前

行的道路，毕竟他一生的大部份时间都在为华族社会

服务。回忆起先父看似平凡实不凡的一生，更多的印

象是他为南洋地区华社，马不停蹄奔波劳碌的一生。

前些曰子在机缘巧合下，有幸再度昂首信步云南

园，漫步在这已经是完全现代化的世界知名的大学

城，心中感触无限。虽说少部份的纪念性旧建筑景观

依旧，但更多的是因应需求而急速窜起的教学大楼与

师生宿舍，就如世界上所有的一流大学一般，时时警

惕着与时并进。走进食阁用餐，感受着来自世界各地

不同族群的学生，早已超越当年创校时单纯地为南洋

地区华夏子弟提供升学教育的目标。无论在硬体的环

境、设备及补助教材上亦或是软体的师资、研究项目

等都属名列前矛。令许多当初参与建设南大的先辈们

都深感安慰。

先父黄奕欢也有幸参与了南大的建设并成为建立

南大的推手之一，令我深感荣幸，深深地引以为傲。

尤记得年幼时，二战才刚结束不久社会动荡不安，中

国亦关起了大门，致使广大南洋地区莘莘学子失去了

师资的来源，同时也升学无门。此外，英殖民政府大

力推行英文至上、排斥华文教育的政策，试图割断华

人华侨的文化认同感，一直令星马一带华侨各界忧心

忡忡。此时的父亲与六使伯、潘受叔、德根叔等先辈

早已为华社的前途而时常聚集怡和轩会所，研讨各种

华社事件，商议华社前途及排解华社纷争。为突破华

夏子弟的学习困境及在南洋地区传承中华文化，诸先

辈几经议论决定首开先例，在星洲创办一所中国以外

全面性的华人大学，以满足当时南洋社会各界的需

求，于是於1953年由六使伯出面登高呼应，诸先辈便

开始马不停蹄的进行建校工作。父亲与赢洲等华侨领

袖，不辞辛劳多次前往同是英属的马来半岛及婆罗洲

等地，进行宣传与演说，积极号召当地华人商贾募捐

置校，终于获得华侨社会的认可，此事原本就意义重

大，因此很快就获得星马各地区华人的积极响应，建

校的呼声日益高涨，终于促成了南洋大学的创立。

自我懂事以来，印象中父亲总是把我带在身边，

可能是在二战后的那个年代，社会治安不良，骚动、

罢工、拐带与绑票事件层出不穷，父亲又已是社会上

小有名气的活动家，母亲去世后身为家中独子的我更

是寸步不离父亲的身边。每天放学后都会被父亲接到

怡和轩，看着忙碌的父亲与六使伯，德根叔等许多叔

伯辈时时忙着开会讨论各种事项，心底不免有些许的

抱怨。而常常看见他们开会时神色凝重的表情，让我

也只能静静地在一旁做自己的功课，累了便在会所睡

觉，有时候醒来夜已很深了，才跟着一脸歉意的父亲

回家。但在没有开会的时候，那些叔伯们都会轮流地

陪着我玩，父亲也尽量地争取时间与我沟通交流，这

成为我童年最快乐的时光。

南洋荒草绿 • 甲子南大情
【父亲节特稿】

—怀念父亲黄奕欢

  ■图 / 文: 黄一雄

黄奕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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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荒草绿 • 甲子南大情
平淡的生活。但本着对华社的生存和前途的责任，他

不能只顾全小我，只要人力所及，对于社会大众特别

是对于华侨社群，当尽已之力而有所为，为“大我服

务”的精神似乎根深蒂固地在他脑海里。因此南大于

1956年开学后，父亲并未因此而功成身退，相反，事

无大小，父亲亦必躬亲料理以求完善。他曾任南大各

届理事会之常务理事外，尚兼财政等职位，为南大及

新马各界培养了千百人才而奔走伤劳，不遗余力，鞠

躬尽瘁而后已，造就了他不平凡的一生。

而今南大创校六十周年即将来临，诚如也是校友

及前院长的郑奋兴先生所言“南大依旧是南大”，南

大精神将永远存在所有华社心中。推动南大的创立和

发展不仅是父亲光辉一生的缩影。也是在那个大时代

星马人民的际遇，父亲毕生为乡、为国、为社会、为

教育服务任劳任怨的精神，遐迩同钦。也让身为人子

的我为他深深地感到自豪！

小弟才疏学浅文难成章，但在许多“南大”好友

的鼓励和督促下，勉强成文恐难登大雅之堂，为此深

感惭愧，笔末不足之处尚望诸翁见谅。

父亲出生於旧时中国南方的一个穷乡僻壤，成长

在一个社会动荡不安的大时代，由于家中经济并不宽

裕，从小也没读过几年书，但这并没有打击他立志出

人头地的意愿。眼见乡民为争取三餐温饱，纷纷漂洋

过海南下打工，尔后汇款回来盖房养家成了村中小

康，幼小的心灵很是羡慕，于是便在十三余岁时说服

父母让他过番打工。当时年幼且身无分文的他便敢敢

向“栈间头家”赊了船票，只身南下落脚于俗称南洋

的新加坡，开始时寄身于什货埔里当学徒，从事各种

杂役工作，由于做事态度认真，生活克勤克俭，慢慢

地积累了他的第一桶金，并建立了自己的社交圈与声

望。对于同乡及华社的关怀与支持他从来不落人后，

也因此结识了不少早年南来的成功华商，帮助他建立

了自己的事业王国。

父亲曾告诉我说：“他是个简单的人，也喜欢简

单朴素的生活及简单的环境，人需知足才能常乐。”

但从小耳濡目染中国与南洋地区的民生环境及民族疾

苦，因此创立一个思想自由，互相尊重不分贫富一视

同仁，各种族和平共存的社会，早已萌芽于心中。他

不是达官富贾，只是一个普通的平民百姓，本应过着

My profound fatherly love had not only nurtured the 
most ideal upbringing environment, but also painstakingly 
paved my growth. To the best of my memory, my father 
had devoted almost his entire life in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Nanyang Chinese Community.

I was having a leisure stroll in Yunnan Garden Cam-
pus recently.  Although it was not my first visit, a myriad 
of thoughts emerged into my mind. The well preserved 
historical monumental landscapes, coupled with the fur-
ther development of modern buildings and dormitories, 
reflected a modernized world-renowned University. It fully 
exhibited the competitiveness in the development pace 
with other worldwide top Universities. While dining in the 
Campus, one could feel the diversity of ethnic groups of 
worldwide students and most importantly, the mere inte-
gration of cross cultures.  When Nanyang University was 
founded, its original objective was to provide education 

60th Anniversary Nanyang Grasslands
Memories of My Father Huang YiHuan (Ng Aik Huan)
Ng Eet Hiong

to South Pacific countries. Presently Nanyang Techno-
logical University has developed in world-class facilities, 
engaged in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nd specialized 
grants, the founders of Nanyang University had deeply 
been gratified.

My father Huang Yihuan was involved in the initial 
development of Nanyang University, which always makes 
me feel honored and proud. During my childhood, as I 
could recall, after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a great number 
of students in Nanyang lost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due 
to China’s closed policy. At the same time, the British Co-
lonial Government was aggressively promoting English 
Education System and ruling out Chinese education, in 
order to dilute the recogni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in Over-
seas Chinese. This was once a great concern of Chinese 
in both Singapore and Malaysia.  At that time, my father, 
together with other Uncles, Mr. Liushi, Mr. Panshou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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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Degen, often had meetings in Ee Ho Hean Club to 
investigate happening events, resolving conflicts and 
discuss pertaining to the strategic futures of Chinese 
community. After much consideration and discussions, 
the seniors of Chinese community eventually reached a 
consensus to form a Chinese University outside China, 
Southeast Asia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Chinese com-
munity. This helped to break the Chinese children’s learn-
ing difficulties and enhanced Chinese cultural heritage 
in South Pacific region.  In 1953, Uncle Liushi stood out 
with other Chinese leaders, devoted themselves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University. My father and Chinese 
leaders in Yingzhou took tirelessly repeated trips to the 
Malay Peninsula and Borneo to make propagandas and 
speeches, actively calling for donations from local Chi-
nese merchants for University’s fundraising. The great 
significance of this University was acknowledged and 
attracted tremendous support by Chinese communities 
from Singapore and Malaysia. As a result, the Nanyang 
University was successfully established.

In my young memory, my father was always close 
at hand. After World War II, social unrest accompanied 
with commotions, strikes, and kidnapping were common 
happenings. My father was a low profile social activist 
and my mother passed away at my young tender age. As 
the only child, my father cared for me much and kept me 
closed to him. Everyday after school, he took me to Ee Ho 
Hean Club, where my father and other uncles were busy 
with meetings. I could not help complaining at that time. 
Their serious faces were still vivid in my mind. Most of the 
time, I did my homework alone without disturbing them. 
Sometimes I fell asleep there, and went home with my 
apologetic father after I woke up at late night. When there 
were no meetings, the uncles would spent time playing 
with me, and my father took every possible opportunity 
to talk to me. This was the happiest time in my childhood.

My father was born in an obscure village in southern 
China, grew up in an era of social unrest.  Due to poverty, 
he has obtained much education. However, his perse-
verance prevailed over these severe conditions. While 
witnessing other villagers went to Southeastern Asia for 
work and brought money back for their families to build 
houses and thus enhanced better lives, my father was 

quite envious. He persuaded my grandparents to allow 
him to travel to Southeastern Asia, at a young tender age 
of 13. Young and penniless, he got a ticket on credit and 
sailed to Nanyang alone.  He started as an apprentice in 
a variety of handyman work. Being diligent and thrifty, he 
accumulated his first bucket of gold and built up his social 
network and reputation. He always took the initiative to 
support other Chinese community and hence extended 
his network to other successful Chinese businessmen, 
which helped to establish his business enterprise.

My father once told me that he was a simple person 
and wanted a simple life, and being contented would 
always be happy. However, having witnessed all the 
hardships in China and Nanyang, my father’s mind had 
been germinated with the creation of freedom society 
with mutual respect, justice and peace, coexisting with 
various ethnic societies. As an ordinary folk, my father 
was supposed to lead an ordinary life. However, he had 
always prioritized the interests of Chinese Community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over himself. He have done every-
thing he could to help the public, especially the Chinese 
Community. Therefore,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Nan-
yang University in 1956, he had fully devoted his whole 
life to Nanyang University, via contributions to all kinds 
of works, including as a member of executive board, as 
well as financial controller. He had educated and trained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thousands of people in all 
walks of life. All these contributed to his extraordinary life.

With the approaching of Nanyang University 60th 
Anniversary, just as our alumni and former Dean, Mr. 
Zheng Fenxing, has mentioned that Nanyang University 
is still the same University, however the esprit of Nanyang 
University will exist forever in the hearts of Chinese com-
munity in Nanyang. The found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anyang University is not only the epitome of my father’s 
life, but also great pioneering work for the Chinese com-
munity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at that time. My father 
had spent his life for the community, the society and the 
country. As his son, it makes me deeply proud!

From the encouragement of many Nanyang Univer-
sity’s alumni and friends, I have humbly written this article. 
Please bear with my deficie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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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山寺创寺先贤梁壬癸
祖籍地凤坡追踪  ■资料提供：梁毅

根据南安诗山凤坡梁氏族谱上的记录，凤山寺创

寺先贤梁壬癸属于凤坡梁氏五大房的长房派下。祖

籍凤坡的梁毅乡贤在南安时曾经听说长房派下有一

个“土楼厝派”，祖先早年在南洋发迹，后来在乡里

盖了大厝，家族显赫一时。梁毅乡贤多年来一直在搜

集梁氏家族历史和凤坡地方掌故，他在经过查证后终

于确认梁壬癸家族的故居就是地方上所谓的“土楼

厝”，并找了当年的学生把土楼现在的样子拍下来，

以保留作为历史记录。

据老一辈的梁氏族人透露，当时土楼的墙是由两

堵独立的墙合成一堵墙的，中间有一条夹缝，可以容

纳一个人在缝中行走，可见当时的土楼是多么的厚

实，其规模多么的壮观。梁壬癸家族的经济能力当时

在村里堪称第一富裕，可惜到了1958年，当时的地方

政府下令拆除有百多年历史的土楼，将旧土墙的土用

来充做肥料，促进农作物的收成，土楼自此被夷为平

地，现在残留中厅。

说起土楼，一般上会联想到永定和南靖的客家土

楼。其实，闽南地区也有土楼建筑，南安金淘镇朵桥

村尚存一座由傅氏建造的土楼，直到今天还有人居住

在里面。

(编按：梁壬癸的二哥是马六甲华社青云亭第一任亭主梁

美吉，“亭主”类似早期的甲必丹，即当地华社的领导

人。梁壬癸大哥的儿子梁瓒元在早年本地闽南帮颇有影

响力，他曾经担任1842年修建天福宫的董事之一。他和

梁美吉的其中一个儿子梁添益同是庆德会发起人。)

长房小宗祠

凤坡梁氏大宗祠

梁壬癸家族土楼故居今天仅存中厅（图片中黄色方格内的部分），周围都是后来新盖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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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我的童年，肯定要从我的阿公说起。我阿公

姓洪，名本晏，1905年出生于福建省南安市英都镇良

山村，十二岁就只身从中国漂洋过海来南洋找出路。

刚到新加坡时，我阿公从事了各种行业，做过码头搬

运工人(苦力)，卖过雪糕，后来替一个头家看管橡胶

园。那橡胶园头家也是中国人，日本投降后，他就想

要回中国了。在回国前，他要卖掉他的橡胶园，头家

看我阿公又老实，又勤劳，就想把胶园卖给我阿公。

可我阿公那时哪有钱买地，就连放定金的钱都不够。

阿公也很有远见，觉得地产可以投资，他不辞劳苦地

游说和他一起从中国来的堂兄弟们合伙投资，得到的

都是反对和嘲笑声，说傻子才去买那块“臭地”。眼

见买地计划就将告吹了，但天无绝人之路，老板娘亲

自拿钱借我阿公去放定金，其他的欠款则向银行借

贷。就这样我阿公在贵人相助下买了那块地，过后就

建了我们那时住的屋子，地址就在杨厝港十—英里半

二十四道，门牌五十一号。

二战后重建，各地需要大量的树胶，胶价就因此

节节上升，不到几年的时间，阿公就还清了银行的贷

款，也还了跟头家借的钱。村里人看到我阿公买地，

又建屋，又买车，都说我阿公挖到了鸦片土。和我的

朋友说起这件事，朋友就开玩笑的说一定是老板娘看

上了我阿公。

那时，大屋里住着我阿公、我爸，以及三个已结

婚的叔叔共五家人，所谓“相见容易相处难”，妯娌

之间，为了孩子或一些琐碎的事闹口角是常有的事。

所以，那时一个厨房就有四五个灶头，各自为政以减

少摩擦。

阿公的杂货店
阿公后来开了杂货店，由他自己、祖母、三姑和

四姑一起打理，店虽然是阿公开的，但我们买东西

也都得付钱的。我从小就喜欢吃花生，每当手上有钱

时，就会跑店里买花生吃。买之前都先得观察一段时

间，要等祖母走开的时候，才出手。“阿公，花生

五分”，阿公打开花生桶抓了一把花生包在纸上给

我。“阿公，多一点啦”我每次都会这样要求，“亏本

了”阿公装着生气的回应。手还是伸入花生桶再给我

添了半手的花生。若是跟祖母买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阿公很喜欢帮忙别人，对那些经济情况不好的家

庭给予赊账，对外族同胞也给援手，有时外族同胞手

头紧，来向阿公求助，阿公也会多多少少借一些。

小时候，也很喜欢吃冰球，那冰球是由冰块磨成

冰碎后用手捏成球状，加了糖油后用报纸包着吸。杂

货店就挨着黄泥路，车子一走过，那被卷起的沙尘，

不知有多少落在冰球上，再加上那报纸上的油墨，若

是现在，恐怕没有多少人敢这样吃冰球。当冰球的糖

油被吸完后，就向四姑请求加糖油，四姑也总会带着

  ■图 / 文: 洪庆全

笑容给加了。那时，四姑在我的心目中是最美丽的女

孩。

有一回，妈妈拿了一毛钱，吩咐我去店里买盐。

我接过了一毛钱，一面走，一面跳，一面吹口哨。到

了店里，手一打开，一毛钱不翼而飞。只好一路往回

找，那长长的小路，路两旁又都长满了杂草，要找回

那一毛钱，那简直是海底捞针。没办法，只好硬着头

皮回家。“盐呢？”妈妈问。“钱掉了”我答。妈妈

生气地骂道：“真是驱狗不如自己走”，再加上一顿

藤条。那时还不知道妈妈骂些甚么，现在知道了，还

觉得妈妈也太过了，就为了一毛钱。但也难怪，那时

真的太穷了，五分一毛也很珍贵。

阿公的离去(1977年)
自从离开中国来新加坡，阿公就没有再回去他的

祖国了，每次亲戚要回中国时，总会邀阿公同行，可

阿公都婉拒了，说要等杂货店的事忙完了才回去。就

这样，回中国的事就一直被耽搁了。

有一天，我放学回家，看到姐姐和堂姐们哭红了

的眼睛，我预感到有不幸的事发生了，她们告诉我

说：“阿公下午突然倒在血泊里，送院抢救无效，已

经过世了”。也许是反应不过来，也许是不能接受这

个事实，我静静的，没多大反应，失魂落魄的回到

自己的房间里。第二天，我和二叔去医院领阿公的尸

体，在二叔罗里车后我陪着阿公，摸着那冰冷、木无

表情的身体，眼泪这时才禁不住像泉水般涌出。这时

才体会到“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的意

境。想到平日都带着笑容的阿公，就这样突然离我们

而去，怎不叫人心痛如刀割。

回到家，大家为阿公擦身体，之后道士将阿公安

置入棺。我生为长孙，就在道士的引领下，替阿公盖

棺、上钉。

出殡那天，亲戚朋友，左邻右舍，还有受过阿公

恩惠的人，都来送殡，其中一个印度人，离棺木远远

的地方，就下跪，就呼喊，让人看了都心酸，眼泪再

一次模糊了大家的视线。送殡的人龙很长，龙头不见

龙尾，动用了两位交警维持交通，才让整个出殡过程

不出乱子。

还好有这么多人送殡，因为我阿公的棺木是实心

的，又大件，埋葬的地方是蔡厝港坟山的山顶上，要

不是人多力量大，那么重的棺木，还要翻过那么多的

旧坟墓，谈何容易。

阿公从小就漂洋过海来新加坡打拼，经过多年的努

力奋斗，终於能买自己的地，建自己的屋子。接下来

又割胶，又开店，培育了我们这些子孙后代，也为新加

坡作出了贡献。阿公的突然离去，让我们感到无比的悲

痛。阿公的慈祥和恩泽，我们会永远铭记在心上。

“阿公，你安息吧！”

英都水沟馆

我的阿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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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 贺 恭 贺

名誉会长

陈钦赐教授乡贤
荣膺文化社区及青年部、

国家文物局及国家艺术理事会颁发
新加坡艺术与文物贡献奖

名誉会长

卓顺发BBM乡贤
荣膺苏丹殿下赐封拿督斯里勋衔

欢迎
新会

员 李慧、黄春桂、蔡新华

黄德钦、郭生友、黄顺孝

傅敏、傅杨评、傅晶、陈金全、黄清瑞

姚德荣、黄培扬、黄玉礼、卓经纬、黄晶发

往生会员/往生会员家属名单及逝世日期：

态会 员 动

洪荣远乡贤逝世 01/11/2014
洪绵生乡贤令堂黄亚脑太夫人逝世 21/02/2015
黄洁梅乡贤令堂何氏太夫人逝世 12/03/2015
名誉会长梁奕清乡贤令堂王氏水叶太夫人逝世 29/03/2015
名誉会长潘扬齐乡贤令兄嫂李氏亚珠太夫人逝世 12/04/2015
李文龙乡贤令德配陈氏亚扁太夫人逝世 22/05/2015
林来福乡贤逝世 02/06/2015
黄亚明乡贤逝世 03/06/2015
卓通益乡贤令堂林氏朽娘太夫人逝世 07/07/2015
余文隆乡贤令堂汪氏金花太夫人逝世 11/07/2015
荣誉委员陈建存PBM乡贤令堂梁氏玉碰太夫人逝世 12/07/2015
候补监察委员黄子荧乡贤令堂余氏月珠太夫人逝世 14/07/2015

教导课程

太极、长拳、刀、剑、推手、

防身术及太极内功心法

报名时间： 每逢星期二及星期四

 晚上7点半至10点

询问电话：8127 8508 (华语)

 9687 3733 (English)

活动
通告

南安会馆
太极班招生
南安会馆
太极班招生

欢迎男女老少报名参加

由明心太极拳院总教练
亲自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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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当天的活动，本会馆将在仪式后举办“国庆嘉年华@南安会馆”，

安排风味小吃、更生美术研究会师生现场赠送画作与书法、

保健指压推拿、气功教学、气球赠送等活动。

欲知详情，请致电67373866会馆秘书处询问。

为国家庆生 向国家敬礼
“国庆敬礼仪式”暨“国庆嘉年华@南安会馆”

为了配合新加坡建国50周年金禧志庆，人民协会特于2015年8月9日(星期日)上午，

在全国各地同步举行

“国庆敬礼仪式”(National Day Observance Ceremonies)，

新加坡南安会馆也在会所主办国庆敬礼仪式。

早上8点半 在会馆停车场集合，并领取礼包

早上8点59分 全国响起警报

早上9点正 电台与电视台直播已故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发表独立宣言

早上9点02分 电台与电视台播放国歌
 全岛所有国庆敬礼仪式地点举行升旗礼
 宣读信约

服装：红色或白色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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