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
录

30, Mohamed Sultan Road, #02-00 Lam Ann Building, Singapore 238974 • Tel: 67373866, 67374711 • Fax: 67379768 • Email: lam_ann@singnet.com.sg • Website: www.lamann.org

1	 圣王文化再得奖·南安精神显不朽
2	 奠定古迹地位·彰显圣王文化	
3	 大孝成神·万代供奉
4－5	 圣驾巡安·善信参圣
6	 承先启后·泽被四海	
6	 求同存异·海纳百川

7	 南安精神·光耀大马
8－9	 侨乡丰碑·造就八方
10	 艺界得意·体坛得胜
11	 与更生联办的国庆美展
12	 “向先贤致敬”	爱的教育旅
13	 宗乡总会第3次分区会馆交流会

13	 颁发岁末渡岁金和会员子女助学金
14	 卓玉水专访
15	 弘扬南安精神·演绎狮城魅力
15	 会员动态	/	会员封赐	/	欢迎新会员
16	 URA建筑遗产奖文告

圣王文化再得奖
南安精神显不朽

Singapore Lam Ann Association
新加坡南安会馆 会讯 | 第三十三期

The Lam Ann Bulletin | 33rd Issue
二零一三年十二月 Dec 2013

MCI (P) 188/03/2013



荣膺我国市区重建局
‘旧建筑修复工程奖’凤山寺进一步
奠定古迹地位　彰显圣王文化

顾问，也是义顺南选区议员李美花、林谋盛先贤的子

嗣都出席盛典。颁奖礼结束后，李美花乡长在陈主席陪

同下上凤山寺参观。陈川仁代部长则在吴一贤乡长讲解

下，对凤山寺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其他来宾则由总务委

员陈德扬负责为他们讲解。仪式过后有华乐表演助兴。

颁奖礼落幕的一个月后，即11月9日，在市区重建

局穿针引线下，大约近四十位对古迹建筑有兴趣，想

进一步了解凤山寺的公众，到我会二楼多用途的南风

阁出席，由杨茳善博士以英语讲解的讲座，听取这方

面专才的杨博士娓娓道来，然后上凤山寺实地认识，

如何辨别福建和潮州人所建的庙宇、凤山寺的建筑特

色等等有趣的事物。

另悉11月11日，本会馆常务主席陈奕福，在凤山

寺内接受新传媒的电视访谈拍摄。

广
泽尊王显灵，凤山寺又得奖了！

这回获得的是由我国市区重建局所颁予的‘旧

建筑修复工程奖’，且在以恢复建筑物原貌为目标的

甲组奖项中独领风骚，成为唯一的得主。这不仅是南

安会馆，也是整体南安人的至高荣耀。	

10月3日，本年度市区重建局自1995年设立该奖项

以来，第一次在我会礼堂举行隆重简单的颁奖仪式。

当天下午四时许，在人力部代部长陈川仁主持下，除

了凤山寺以外，另有四个乙组的建筑物：芽龙24A巷

店屋系列、采士华路5号的老别墅、北干拿路48号的

旧店屋及如切坊125号，已改为私人住宅的旧店屋荣

获相关的奖项。

我会除了陈奕福主席外，还有李坤成	、	吴一贤、

陈英来、黄诗评、陈奋展、黄子荧、李成利等诸位乡

长、丹戎巴葛集选区国会议员谢世儒医生及我会名誉

参观者对凤山寺殿堂的建筑特色留下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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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孝成神·万代供奉
——癸巳年广泽尊王成道日千秋庆典

2013年9月25日至28日，南安会馆慈善股与凤山

寺名誉炉主，正副炉主，头家等都会联合举行庆祝广

泽尊王成道千秋大典，并按照历来惯例的道教仪式膜

拜。癸巳年农历八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欢迎会馆

理事，会员以及各界善男信女，前来新加坡凤山寺(水

廊头)拈香纳福，并恭请混合道坛主持祭拜科仪，而且

礼聘新赛凤闽剧团连宵助兴。

每年的千秋庆典，香火鼎盛，善信如云，促见广

泽尊王的声威赫濯，与日月经天，江河纬地，大孝成

神，万代崇奉，以感其孝，敬奉朝夕，深受其福。今

年，承蒙互助会主席洪福成赞助椅桌与搭棚。捐献缘

金有：洪清波、吕振郎、李宣架、黄育兴、吕金榜、

洪永顺、洪玉成、卓贻隆、李益记、颜水月合家及邱

开钿合家。喜敬戏文有：李斯强、李庆章、李宣架、傅

成发、王邦世、郭赞礼、余江标、余江楠、黄诗评、李

家宏、陈奕福、王春土、梁杜玖、郭鸿祺、洪国华、傅

成嘉、刘志扬、王秀保、梁桂龙、李国金、洪福成、洪

友成、王火灿、王全钦、李春木、傅仰明及纬达服装。

9月25日(星期三)上午十一时正，由混元道资深

道长主持，请圣王公。下午二时正，戏文(新赛凤呈

献)。9月26日(星期四)上午十时正，请玉皇大帝圣

驾，接着祝寿。中午时段，凤山寺备有自助午餐会，

招待善男信女。下午二时正，戏文(新赛凤呈献)，三

点的时候，众道长开锣鸣鼓，恭送王皇大帝，最后的

节目为犒军。

9月27日和28日，加礼戏文。最后在28日夜恭送玉

皇大帝圣驾，圆满结束为期四天的庆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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喧
天鼓声划破夜空、璀璨亮丽的花车照亮了夜色，安溪太王

陵威镇庙的广泽尊王就在如此热闹的情景下，沿着新加坡

河畔、南安会馆附近的路段，在众多善信、我会理事等等的热情

恭迎下，游行到新加坡水廊头凤山寺驻驾三天。

12月5日，约晚间九时许，三辆花车率先徐徐地开进凤山寺山

麓下的停车场，随后打头阵的是裕廊凤山寺、 水港凤山寺及我寺

的广泽尊王开路，引领安溪威镇庙的广泽尊王一路上凤山寺。道长

在凤山寺门口，迎接并带领圣王公进入殿堂。

到了大殿，安溪威镇庙的广泽尊王在众善信簇拥下，经

一番的调适位置后，终于成功地安銮。于是，众善信兴奋地欢

呼，‘发’声四起。随后，道长便开始诵经，恭迎圣王的驻驾，

为善信、会馆理事等祈福。

马来西亚柔佛州乌鲁地南凤山寺，于12月6日上午11时在黄建

美先生率领下，一行四人到凤山寺祈福，同总务黄诗评及委员梁桂

生两位乡贤交流、赠送纪念品给凤山寺，由黄诗评总务代表收下。	

广泽尊王的信众开始到凤山寺来供香祈福。随尊王而来的灵珠，在

5日当晚和6日成了善信吸睛的宝物，纷纷上前触摸、许愿一番。12

月6日傍晚7时左右晚宴开始前，三位前主席，即陈英来、黄国庆

及林金福博士，不约而同地和现任主席陈奕福、会务顾问李国金

花车不仅负责载送圣驾，还担起宣传圣公文化的‘使命’。

12月7日，一对印族夫妇(后排左一和左二) ，
巧遇法会正在举行之际，也随缘地和大伙一起
参与中，向尊王祈福。

7日

5日

圣驾巡安 善信参圣
安溪太王陵威镇庙     广泽尊王莅临驻驾

6日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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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信有的还在触摸灵珠之后，
将灵气抹在自己脸上沾福气。

乡贤，还有理事们先向安溪太王陵威镇庙的广泽尊王上香祈福。	

是晚，南安会馆理事设晚宴招待理事和来自友寺和中国安溪县的

代表团，开席之前全体上凤山寺向尊王敬礼。

隔天，也就是12月7日，南安会馆及凤山寺同仁于上午十时

左右，恭请混元道坛为安溪威镇庙的广泽尊王举行启建保安清醮

法会、犒军仪式。

到了12月8日，南安会馆及凤山寺、裕廊凤山寺和 水港凤

山寺同仁等，齐聚我寺殿堂，准备为安溪威镇庙的广泽尊王举行

起驾，到 水港凤山寺驻驾三天的仪式。当天下午五时许，天降

甘露，大伙儿仍风雨不改地聚集在水廊头凤山寺出席起驾仪式，

异常热闹。

法事过后，我会陈奕福主席连同其他理事和友寺负责人、善

信齐心将尊王高高举起，沿殿堂走道一路恭送出我寺大门，再拾

级而下，在甘露中将安溪威镇庙的广泽尊王安銮到花车座驾上。

至此，三天的驻驾已功德圆满地画上句点。

是次由裕廊凤山寺主办， 水港凤山寺和我寺协办的安溪威镇

庙广泽尊王，到新加坡驻驾的盛会，尊王在三处分别驻驾三天。

在水廊头凤山寺驻驾的三天中，每天都有戏文，即木偶戏加礼。

6日

7日

6日

6日

圣驾巡安 善信参圣
安溪太王陵威镇庙     广泽尊王莅临驻驾

8日

■ 文: 林隆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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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
说柔南区南安会馆的成立，是由颜云保(已

故)、李成河(已故)、李树林、黄锦年、苏连

喜、李振源、林江山、黄其昌、侯福春、颜祯坊等乡

人发起。柔南区是指新山市，士姑来区以及振林山区

等地。经过大家的努力，亦承蒙麻坡南安会馆吕林

贵，柔佛州南安会馆张胜全以及新加坡南安会馆李

国金等乡贤的指点，终于在2006年3月26日正式组织

注册批准成立，而正式会馆开幕在于2006年10月29

日。屈指数来，经已顺利成立了七年了。2013年12

月14日，柔南区南安会馆为庆祝成立7周年会庆暨第

四届新任理事会及第一届妇女组联合宣誓就职典礼联

欢晚宴，特发请柬邀请新加坡南安会馆组团前往，参

与其盛，共襄盛举。

新加坡与马来西亚，虽然已经是两个独立的国

家，然而民间社团，多数都认为只是政治之分，以历

史而言之，新马人民仍然是一家亲。故此，经常务委

员会讨论，决定组团前往庆贺。出席者有：李国金(会

务顾问)、洪福成(常务委员)、黄诗评(总务股主任)、陈

奋展(经济股主任)、李炳坤(教育股主任)、陈德扬和梁

桂生(总务股委员)、洪国华(慈善股委员)以及两位执委

傅成嘉与李成利等乡亲。

联欢晚会上，首由妇女组统筹的“中华妇女旗袍

表演赛”	先出台。然后，由大会主席拿督林建忠致

欢迎词。士姑来区州议员Y.B.巫程豪医生在致词时指

出，短短七年内，柔南区南安会馆在理事会的积极

带领之下，展现活力，成为该区一个非常活跃的社

团，诚可喜可贺。接着，振林山区国会议员Y.B.林吉

祥在致词中提到，乡团组织除了通过举办活动来拉近

乡亲间的情谊，也借助发扬与推动中华传统文化。又

说，拥有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社会的马来西亚，各族

人民之间互相尊重，礼让和容忍，成为非常重要的元

素。林吉祥议员，也非常关注大马的教育问题。大会

开幕，是由马来西亚南安社团联合总会总会叶清良硕

士主持。柔南区南安会馆主席苏连喜乡长则上台致

谢词。

赴
微
笑
之
乡
泰
国
庆
贺

承
先
启
后
·
泽
被
四
海

旅
泰南安同乡会和刚注册的泰国南安商会，在2013年六月间，来函邀请本会组织一团前往曼

谷参与8月18日的盛会。泰国与新加坡，虽然非万里梯航，但邑人与邑人之间，组织与组

织之间，却素鲜往来。久闻泰国南安邑群，在工商业方面奋斗成功的精神，处处可见，彰显了南

安邑人的精明才智和敢于开拓拼搏的胆识。

这几年，在地的南安邑群，团结邑人的力量，创馆结社弘扬南安精神，进而为国家社会工

作效劳，以尽公民之责与义务，这是泰国与新加坡南安邑群共同的宏愿。因此，身为亚细安一

份子的新加坡南安会馆，欣逢旅泰南安同乡会第二届理事会就职礼，泰国南安商会成立典礼两

大庆典。故决定组团前往庆贺，加深彼此联谊与友好合作，为泰国与新加坡的文化经济交流尽

份棉力，并持续发扬“南安精神”	的忠孝仁爱，信义祥和的传统美德。

新加坡南安会馆庆贺团，由常务主席陈奕福担任团长，率领13名团员于8月18日前往泰国曼

谷。庆贺团团员有：李国金(会务顾问)、王火炼(常务委员)、梁桂生(总务股委员)、王亚灿(荣誉委

员)、王春土(监察委员)、傅仰明(经济股委员)、傅成嘉和梁杜玖(执行委员)	以及会员：王甘根、

王朝兴、李永瑞等乡人。在庆典上，本会陈奕福常务主席受邀上台讲话，陈奕福常务主席藉此机

会，呼吁世界各地同乡会代表，踊跃组团出席2014年年底在新加坡·圣淘沙，由新加坡南安会馆

承办的“第12届世界南安同乡恳亲大会”，参会者反应热烈。

 ——柔南区南安会馆庆祝晚宴求同存异·海纳百川

新加坡庆贺团与林吉祥(图前排左2)议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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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李成利

2013年

11月2日，

关 丹 南 安

会馆在关

丹的THE	

ZEN I TH	

HOTEL	的

皇宫大酒

楼举行“

庆祝27周

年联欢晚

宴”	。于此同时，	

承办马来西亚南安社团联合总会的“大马南联会，南联

青，南联妇女组代表大会”。藉此提供一个良好氛围的

平台，促进巩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各埠南安社团代表的

友好交流与合作，并对一路来关怀关丹南安会馆的会务

发展的乡亲们，表示最高的敬意与谢意。

前往庆贺的新加坡南安会馆代表有：李国金(会

南安精神·光耀大马

务顾问)，洪福成(常务委

员)，黄诗评(总务股主任)，

陈奋展(经济股主任)，陈德

扬，梁桂生，梁桂龙，洪

国华，李成利，黄联益，杨

汉裕，叶薇薇及黄 盛。在

联欢晚宴上，会务顾问李国

金，时不时就带领代表们，

穿梭在各个宴席间，向马来

西亚各埠南安社团乡亲，握手

言欢互道家常，让我想起了，

曾经有位才华出众的乡贤，写

的一首七言诗：济济群彦聚满

堂，日新又新求存变，相逢怀抱南安情，互勉时时更

增益，南安代代出大德，四海兴业子孙旺，代表大会

传薪火，壮哉乡谊千万年。李国金会务顾问在言谈中，

亦不忘呼吁各埠南安社团领导，组团参加明年在新加坡

举办的“第12届世界南安同乡恳亲大会”。

——关丹南安会馆庆祝27周年联欢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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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光前诞辰120周年纪念
■ 文: 李成利

侨乡丰碑·造就八方

百
二华诞，盛世欢歌。为弘扬新加坡华人杰出人

物李光前的“乐育英才”	精神，2013年10月

18日，南安市纪念李光前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暨国

光中学创校70周年庆典活动在梅山镇隆重举行。这是

梅山人的一件喜事，也是海内外南安人的一件大事，

更是南安市教育史上的一件要事。

日前，南安市市长王春金带队到梅山镇检查相关

活动的筹备情况。在梅山镇竞丰村的李光前故居纪念馆

内，“励志成才”“	开创伟业”“	造福桑梓”“	光照

人寰”	四个展厅，全面展示了李光前的一生。王春金

市长参观了李光前故居纪念馆，李光前植物园，李光

前故居广场，详细了解李光前故居周围环境的保护现

状，缅怀李光前的高尚情操。在国光中学，王春金市

长详细了解相关纪念活动筹备进展情况。王春金市长

要求，要按照原定计划，精心组织，狠抓落实，务必

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各项任务；要明确责任分工与时

间期限，确保各项工作有序到位，确保纪念活动圆满

顺利举行。

李光前之二公子李成智及其夫人吴诚，新加坡李

氏基金会代表李成聪，新加坡南安会馆代表团的教育

股主任李炳坤，新加坡学者黄坚立教授及李成利博士

(南安艺文社社长)，著名学者刘再复等海外乡亲，校

友代表，学者专家及中国各部门领导近千名嘉宾参加

了纪念活动。精英云集，济济一堂，显示出李光前和

国光中学教书育人的累累成果及崇高的海内外声誉。

纪念活动的主要内容，包括了欢迎晚宴，拜谒在

李光前故居广场的李光前铜像，参观李光前故居纪念

馆，重新修缮的中小学校校舍与新建的游泳池等工程

奠基剪彩，校友刘再复图书室揭牌，纪念大会，刘再

复学术讲座，校友座谈会，体育友谊赛，李成智美术

馆书画展及光前学村师生文艺演出暨感恩基金会奖教

助学颁发仪式等，节目精彩丰富。福建省副省长郑晓

1965年5月，周恩来总理(中)在北京接见新加坡实业家、慈善家、
李氏基金创始人李光前先生(左四)及其夫人陈爱礼女士(左六)。

1965年春，李光前先生(右)同厦大校长、
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会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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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李珠基(火箭运载专家)等等。一代代国光人孜孜

求索，风雨兼程，润物无声，桃李芬芳。

为缅怀李光前的高风亮节和丰功伟绩，中共南安

市委宣传部，泉州华侨历史学会，南安市芙蓉基金会

联合编辑《李光前纪念文集》，并于2013年10月19

日，在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举行《李光前纪念文集》

新书发布会。《李光前纪念文集》一书，汇编海内外

各界人士和专家学者，著文回忆与李光前先生神交之

往事，感佩其高山仰止之风范。新加坡作家李龙客座

教授，撰文叙述李光前与新加坡华校学潮的关系，新

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黄坚立认为，李光前先生

是新加坡新历史叙述中的本土“先贤”，新加坡南安

会馆艺文社社长李成利博士则称，邑人李光前乡贤是

新加坡“南安精神”	代表人物。

李光前先生(1893~1967)，原名玉坤。南安梅山镇

人。新加坡著名实业家，慈善家，教育家。他怀着“取

之社会，用之社会”	的人生宗旨，数十年如一日，呕

心沥血，兴学办校，乐育英才，为新马一带和中国大陆

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可贵的贡献。李光前的一生，

名垂青史，光照人寰，堪称世范，中华民族的骄傲。

松，省政府副秘书长王永礼，省侨办主任杨辉，省侨

联主席王亚君，泉州市与南安市领导郑新聪(泉州市

长)，陈荣洲，吴友才，黄南康(南安市委书记)，王春

金(南安市长)，张小红(南安副市长)，李清安(南安副

市长)等皆在南安礼访了李成智伉俪等新加坡乡亲。

	福建省南安市市委书记黄南康表示，李光前先

生虽然巳经逝世四十多年，但我们今天依然要弘扬他

爱国爱乡和热心公益，重教兴学的无私奉献精神。福

建省政府，特地在纪念大会上，颁发给新加坡李氏基

金会“福建省捐助公益事业突出贡献奖”	金质奖章。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弹指一挥间，校主李光前

创办的国光中学，已经有七十年的历史。七十年来，

国光中学始终秉承着“用光前精神立校，以公毅品格

树人”，致力开展感恩教育，打造书香学园，同时本

着“以人为本，重在发展，追求一流，服务社会”	的

办学理念，不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自创校以来，校

友遍及五大洲。有李龙土(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桂林

(空间红外遥感专家)，李少萌(著名大气科学家)，刘再

复(著名文学理论家兼学者)，潘旭澜(中国现代文学家

兼学者)，李如龙(著名文字学学者)，王超群(材料物理

学家)，李秀记(厦门市政治人物)，黄坚持(著名核电专

1965年春，李光前先生回到故乡，受到学村师生热烈欢迎。

1965年春，李光前先生
(左)由泉州市市长王今生陪
同游览开元寺。

2013年10月18日，南安市举行纪念李光前先生诞辰120周年暨
创办国光中学70周年大会。

2003年10月，李光前故居纪念馆建成正式开馆，图为纪念馆全景。

李成智先生(中)与南安政府张小红副市长(右二)南安市侨
联叶谋锋主席(右一)，梅山镇政府黄育奇镇长(左二)梅山
侨联李文新主席(左一)合影留念。

李成智伉俪与蓉中村李振生书记(左五)竞丰村李文新书记
(左一)在“光前故居”前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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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安会馆青年团，洋溢着青春的活力

2013年7月13日，为让宗乡团体的青年人齐聚一堂，进行友

好交流以加强联系，激励更多年青人来会馆活动，注入新血强化

宗乡观念，发扬优良的传统文化。新加坡宗乡总会青年事务组，

再次为全新加坡宗乡团体举办“青年达人秀”。经过一番激烈的

龙争虎斗，南安会馆青年团派出的新移民洪启鑫出赛。年青有为

的洪启鑫，终于不负众望，过三关斩五将，在今年度的“宗乡总

会青年达人秀”夺魁，为南安会馆青年团，交出漂亮的成绩单。

进入八月，全国岛上一片旗海，处处国旗飘扬，充满庆祝国

庆的喜洋洋气氛。在这美好的节庆里，福清会馆以歌声飞扬，

来迎接国庆，继续举办第五届“会馆杯”庆国庆卡拉OK歌唱比

赛。福清会馆领导人林方华主席说，希望这类活动，能增进会馆

彼此的友好合作交流，体现民间社会的一股文化凝聚力和团结

心。大决赛于8月4日晚在黄金剧场隆重举行，共有26间宗乡会

馆的27名入围歌手同台竞技，大展歌喉。南安会馆青年团派出的

两位青春活力团员：符凤妹和洪启鑫，两人用歌声打动了评判的

心；符凤妹赢得少年儿童组冠军，所呈献的歌曲是“失败成功之

本”，而洪启鑫则勇夺了成人公开组亚军，他唱一首“懂你”，

让现场千多名观众，报以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艺界得意·体坛得胜
----2013年南安会馆青年团大丰收

南安老家有一句口头禅：南安人，个个猛

为了加强新加坡宗乡总会和各会员团体的合作与互动，弘扬体育精神并鼓励会

员团体，推展更多深具活力的体育活动，新加坡宗乡总会青年事务组和新加坡中国

学者学生联合会，携手合作联办“青年体育节2013”。本次体育节，包括六个竞赛

项目，分别为保龄球，羽毛球，桌球，篮球，足球及乒乓球。“青年体育节2013”

于6月16日(星期日)下午1时15分，在公务员俱乐部(Civil	Service	Club)举行开幕仪

式。大会主宾为荷兰——武吉智马集选区国会议员连荣华。

开幕式当天，“青年体育节2013”的第一项赛事为保龄球比赛。篮球赛订于

7月20日，桌球赛订于7月21日，羽毛球赛订于7月28日，足球赛订于7月27日至8

月3日，乒乓球赛订于8月10日。“青年体育节2013”的支持单位有：国民融合理

事会，中国高校校友联合会，通商中国及晋江会馆。8月10日，最后一场赛事是

乒乓球赛，特在南安会馆大礼堂举行。随后，举行“青年体育节2013”闭幕暨奖

项颁发仪式。南安会馆青年团派出的2支篮球队伍，旗开得胜，A队和B队都各荣

获不同组别的冠军。

■ 文: 李成利

洪启鑫(右1)在青年达人秀夺魁

符凤妹(中)赢得少年儿童组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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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庆书画展年年举行，癸巳年的书画展既有声、

有色、有字又有画，而书香气息满满，是今年

美展的最佳写照。

8月17日当晚，新加坡理工学院的舞台上，30来位

的儿童为出席的来宾献上一幅《千姿百态熊猫图》。紧

接着，更生美术研究会陈钦赐会长、外交部兼文化、社

区及青年部高级政务次长暨中区市长陈振泉，连同多位

书法家接力书写南宋末代左丞相文天祥的千古不朽诗作

《正气歌》。刹那间，似乎有股正气笼罩着整个会场。

不仅如此，另有20多位画家集体创作一幅26尺

长的《百花图》。现场的理工学院学生乐团奏出的悠

扬华乐和管弦乐，加上吴家班歌唱学院成员的优美歌

声，令来宾们如沐于全方位的艺术氛围中，如痴如醉

般地沉浸在艺术的甘露而不自知。

是次参展的作品近千幅。值得嘉许的是主宾傅海

燕部长、嘉宾陈振泉高级政务次长也献出各自的墨字

画参展，使美展生色不少。主宾总理公署兼环境、水

源部部长暨外交部第二部长，也是我会名誉顾问傅海

燕女士，致词时赞扬更生美术研究会和新加坡理工学

院，今年再度为艺术与创作联办2013国庆书画展。

部长表示此平台能促进各时代的艺术家，彼此分享艺

术创作的心得及感受，为艺术再创另一个里程碑。同

时，她期望艺术团体也尽可能利用如脸书这类的网络

交流媒体，达到宣传的效果。

更生美术研究会会长，也是我会的名誉会长陈钦

赐乡长较早致词时指出，报章、电台多管齐下的新闻

报道，在协助艺术活动的推广，能起着举足轻重和水

到渠成的作用。他也感谢傅海燕部长及陈振泉高级政

务次长，提供字画参展令本年度的国庆书画展更具意

义、全体工委成员努力玉成书画展的举行。

傅海燕部长千人松

熊猫图

更生美术研究会、新加坡理工学院主办，南安会馆联办

2013国庆书画展多姿彩
■ 文: 黄诗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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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本地，与南安人有关连的地点不少，不过就算

是南安人本身也不一定熟悉这些地方。南安会

馆教育股属下艺文社和青年团正是出于让乡亲更加了

解本地南安人历史的考量，在11月17日合办“向先贤

致敬”爱的教育之旅。

团员一大早在会馆集合乘坐大巴出发，在市区先

兜一圈，沿途经过黄奕欢曾任职总经理的亚洲保险大

厦、以建筑家赵芳命名的赵芳路和他所承建的劳工大

厦、林路主持创立的林氏大宗祠九龙堂以及他承建的

维多利亚纪念堂等处。一路上，听听艺文社社长李成

利乡长娓娓道来南安先贤在本地的风光史。

旅行团第一站是位于伊丽莎白女皇道的林谋盛纪

念塔。许多已经成家的团员，年少时曾经在这里留下

不少回忆，之后就鲜少到此驻足，这次能够旧地重游

大家都感觉格外亲切。参观了林烈士的纪念塔之后，

下一站直奔他在麦里芝蓄水池旁的墓碑。墓地近年经

过修整，绿意盎然，又面对蓄水池，可谓风水佳地。全

体团员由会馆总务黄诗评乡

长带领向林烈士献花敬礼。

团员接着到蓄水池对面

的武吉布朗坟场参观，顺便

探访张金荣的坟墓。张金荣

是创办会馆的先贤之一，本

地西部地区就有两条马路以

他的名字和商号命名。细雨

绵绵，似乎老天也知道南安

人来凭吊先贤，团员不得不

在张金荣坟前献花敬礼之后

放弃原来的行程走回停在入

缅怀先贤，
彰显本地南安精神

口处的大巴，沿途参观一些较大型的坟墓，提前结束在

武吉布朗坟场的活动。

午餐过后，团员打足精神向下一个目的地福特工

厂博物馆进发。二战时，这里是英军最高将领白思华

将军向日军统帅山下奉文投降的地方，战后多年是福

特公司的工厂。在荒废多年后，文物局把这个历史古

迹改装成二战纪念馆。陈嘉庚先生当年主持南洋抗日

筹赈活动时，有几个得力的南安籍助手协助，他们的

相片都出现在博物馆里，比如侯西反先生等人。

鸦片山的马来军团博物馆，记载的也是二战史，

这里的展示品，让团员对友族同胞反抗日本侵略者的

英勇事迹有更深一层的了解。华社组织的新华义勇军

在日军侵入时不幸沦为炮灰，该怎么纪念他们以及其

他参与战斗或支援的来自不同种族的民众，是一个至

今还没妥善处理的问题。盟军服役人员有克兰芝的二战

纪念墓园，南侨机工好不容易在去年争取在晚晴园立了

一个纪念碑，甚至在新马阵亡的日军将士在日本人坟场

都有其归宿，新华义勇军却已经从民间的记忆中消失。

这次教育之旅得到会馆多位执委和会员的支持和

鼓励，方能成团。李社长在编撰《南安精神与南安人》

的过程中对本地南安人历史做了多方面的深度探讨，在

为团员介绍南安先贤生活的年代以及他们的功绩时，他

的专业知识正好派上用场。顺畅的行程多亏王丽珠、李

永康和黄美珠三位资深导游对各处景点和路线的深入

了解，团员在路上才不至于浪费时间。一日游时间不

短，却不足以道尽南安先贤在本地的种种故事，往后

有机会我们还是会继续办这类活动，开辟其他路线，

让更多会员和关心南安社群的朋友有机会认识南安人

在本地的事迹，重踏祖先走过的路。

    ——“向先贤致敬”爱的教育之旅 ■ 文: 洪毅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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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发展，找寻更多成长线

为
了加强宗乡总会与会员团体之间的沟通和了

解，凝聚会员之间的情谊，宗乡总会会员事务

委员会，特地于2013年10月9日(星期三)晚上七时正，

安排在南安会馆大厦二楼南风阁，举行“2013年第三

次分区会馆交流会”。为此活动，南安会馆执监委深

感荣幸之至，除了借出会所之外，尚报效了是晚的丰

富自助晚餐。据悉，出席分区会馆交流会的会馆代表

有：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新加坡福州会馆，新加坡

广东黄氏宗亲会，新加坡山西会馆，新加坡天府会，

新加坡丘(邱)	氏公会，	新加坡宁阳会馆，新加坡刘氏

总会，新加坡庐江何氏总会，金门会馆，南洋柯氏公

会，南洋赵氏总会，新加坡客属黄氏公会，新加坡济

阳蔡氏公会，莆中高平公会，新加坡海南吴氏公会，

新加坡浯江公会，清河张氏公会，梅汝南堂，新加坡

福清会馆，德侨社以及新加坡南安会馆。

交流会上，由宗乡总会的会员事务委员会主席蔡

成宗主持。宗乡总会蔡天宝会长，李国基秘书长以及

南安会馆常务主席陈奕福皆出席了是项会议。宗乡总

会属下会员事务委员会，社会事务委员会，青年事务

委员会，文化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等五大组负责人，

先后向会员团体代表们，作了工作进展汇报以及最新

活动信息报导。交流时间，有代表提议今后会馆的公

文或活动消息，应用中英文处理以利吸引年轻一代踊

跃参与。也有代表表示，会馆除了举办传统文化活

动之外，也该举办一些较时尚或年轻人偏爱的活动，

例如：舞会，带氧健身活动。有位代表提出，时代

在前进，社会在进步，宗乡会馆会务需要随机应变，

把传单双语化，招募会员网络化以及文史记录立体化

等等。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

2013年第三次
分区会馆交流会

如
往年般，南安会馆教育股，每到年底将分发岁

末“渡岁金”，给予家境贫寒的年老南安籍乡

亲。今年，为了响应政府的要求，也把本会馆“会员

子女助学金”	提早在十二月底颁发。“会员子女助学

金”	的申请条件有这几点：(一)	父母其中一人是本会

馆会员，(二)	家庭总收入不得超过S$2,000元(须附上

薪金单据证明)，(三)	学业优良和品行端正，(四)	目前

就读本地中小学，工艺教育学院，初级学院/高中，理

工学院或大学的在籍学生。

2013年12月29日(星期日)上午10时正，本会馆举

行2013年岁末“渡岁金”	分发仪式暨2014年“会员

子女助学金”	颁发典礼。本次活动分为两场举行，首

先由常务委员洪福成乡长，分发岁末“渡岁金”	给予

近十位年老的南安乡亲。接着，由经济股主任颁发“会

员子女助学金”	给予小学组2位，中学组8位，高中组1

位，大专/大学组12位。两场仪式完毕后，全体合照留

影，之后，与会者在礼堂内享用丰富的午餐茶点。此次

的“会员子女助学金”	获得李氏基金会赞助一万元。

勉励学子
勤奋好学
悯老情怀
化为旱露

—— 颁发岁末渡岁金和会员子女助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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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华武术，早期随着中国大陆移民，流传到海外

的南洋群岛，衍滋茁长，开枝散叶，已有好长

的一段历史岁月。二十一世纪新纪元，新加坡社会安

定和经济昌盛，普罗大众已开始对强身健体的运动，

逐渐关注与重视，而中华武术，已不再是一般人认为

的华而不实，花拳绣腿的花架子；而是一种深受老中

青三代人喜爱的运动，有武以健身，有武以防身的双

重价值的体育。

近几年来，南安会馆为了配合时代环境的需求，

特聘南安籍武术教练卓玉水，在会所开班授课。很难

得的是，现在的银发族和学员家长，都很积极支持与

鼓励，习武的乐龄人士和年轻人的数目，有着遂步的

增长。卓玉水教练，是南安会馆资深会员，11岁就

开始练拳，初期涉及学习韩国的跆拳道和日本的空手

道，后来转向练习中国内家和外家拳。1970年的时

候，曾担任新加坡警卫团的武术教练；1980年期间，

代表新加坡武术总会，参加世界武术擂台赛。2009

年，经当时的教育股主任吴怡龙的推荐，在南安会馆

双重价值的体育运动
以武健身·以武防身

开办了太极气功课程，所教的功课有：太极拳气功，

刀剑法以及太极推手实用防身术。

卓玉水教练，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这段时间

都在马来西亚和宝岛台湾教拳，到了2006年才回返

新加坡，开始创立“明心太极气功学院”	至今。卓

玉水教练说，在推行武术运动的同时，也要积极强调

武德精神，有道：“学艺先学礼，习武先习德”。这

种现象推展开来，我国武术界面貌不仅焕然一新，而

且降低社会犯罪趋势。

卓玉水教练认为，很多新加坡人误解了太极气

功。以为太极气功，只限于银发一族的老年人学习，

其实太极气功也适合女性与年青人学习。练太极气

功，动作柔美飘逸，令人优游圆融，气定神闲；层出

不穷的美雅招式，是艺术又是舞蹈更是武术。太极气

功严谨的锻炼，对个人品性与人格，有着极大的积极

向善向上的功能。

卓玉水教练，为让南安会馆的学员们，有个相互

砌磋武艺的平台，先后于2011年和2013年组队，参加

由忠邦联络所举办的“新加坡国际武术大赛”。大赛

中的推手竞赛，首次参赛的四名队员，荣获3金1银；

第二次参赛的六名队员，共获得3金2银1铜，人人都

获奖，可说载誉而归，不虚此行，为南安会馆争光。

笔者曾经在南安会馆礼堂，看过卓玉水教练教导

学员们练拳。太极气功，在学习者的心坎里，是鹰，

击长空的蓝天之魂。是龙，腾江海的水域之魂。是驼

铃，得甘露的大漠之魂。是虎，啸万林的高山之魂。

南安会馆的学员能够得奖，除了卓玉水教练教导有方

之外，武艺超群的成绩，学员个个是下了很多苦功得

来的，很不简单也不容易，使得笔者想起了《山海

经·海外北径》：夸父与日遂走，入日，渴欲得饮，

饮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不泽⋯⋯

——写南安会馆武术班教练卓玉水 ■ 文: 李成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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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佩霏、潘荣海、

傅成贵、傅锦碹、

潘加斌、黄立明、

黄琼 、郑耀辉、

洪安勇、邱清祥、

梁添丁。

往生会员/往生会员家属名单及逝世日期

态会 员 动

蔡春莲乡贤令堂高琼花太夫人逝世 08/08/2013

余南成乡贤令堂卓惜太夫人逝世 05/09/2013

林青山乡贤令堂梁惠兰太夫人逝世 18/09/2013

傅天辉乡贤令堂梁亚钳太夫人逝世 01/10/2013

洪清泉乡贤逝世 13/11/2013

黄种志乡贤令堂林秀英太夫人逝世 13/11/2013

卓进土乡贤令尊卓来兴老先生逝世 14/11/2013

洪丰顺乡贤令堂罗金月太夫人逝世 15/11/2013

戴良美乡贤逝世 06/12/2013

陈金柳乡贤逝世 30/12/2013

欢迎
新会员

监察委员王全钦乡贤

荣膺
新加坡教育部

颁赐 教育服务奖

林原平PBM乡贤

荣膺
新加坡共和国总统

颁赐 公共服务星章BBM

苏子川BBM乡贤

荣膺
新加坡共和国总统

委任 太平绅士JP

步
入2014年，新加坡南安会馆将热烈庆祝成立88

周年，配合《第十二届世界南安同乡联谊恳亲

大会》在狮城隆重举行，新一届领导层已经就盛会的

内容与规模展开紧密的筹备工作。

双庆大会主席为我会馆常务主席陈奕福乡长，洪

友成担任筹委会主席，陈亚荣，洪福成，王火炼三人

为筹委会副主席。为了让筹备工作更全面有效的开

展，筹委会一致推举李国金为大会统筹。

陈奕福主席表示：新加坡是华人为主的时尚岛

国，为了彰显本地南安人居标杆生活，我们决定

以“南安精神·魅力狮城”	作为大会的主题，力争

把恳亲会打造成一个别具特色，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

国际盛会。

由于新一届执监委会产生了一批生力军，筹委会

主席洪友成认为本次大会团队展现蓬勃朝气，创意十

足，在丰富我会馆会务，承先启后及增进团结工作上

陈奕福
大会主席

李国金
大会统筹

洪友成
筹委会主席

第十二届世界南安同乡联谊恳亲大会

弘扬南安精神　演绎狮城魅力

将更上一层楼！

大会统筹李国金透露准备在春节过后召开”动员

大会“，届时欢迎全体乡亲会员踊跃出席，献计献

策，成为团队的一份子。

恳亲大会选在风景宜人的圣淘沙名胜世界举行，

敬请期待，并关注大会的其他有关详情。

年杪假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盛大举行

恭 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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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nual URA Architectural Heritage Awards recognises owners, professionals and contractors who have gone 

beyond the basic essentials to lovingly restore monuments and conserved buildings to their former glory for today’s 

use. They serve to set a high standard for others to follow.

The 2013 URA Architectural Heritage Awards have Category A for national monuments and fully conserved buildings 

and Category B for integrated “old” and “new” developments. Five (5) projects have stood out to win the Awards — 

One (1) project for Category A and four (4) projects for Category B. We salute them for they have shown us once again 

how the character and ambience of days gone by can, with loving attention, continue to bring life and meaning for us 

as part of Singapore’s built heritage.

3 October 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