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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脚，以及六所属校的专页等。这期的闽俗

闽语是福建歌谣《好囝儿》，即好孩子，读

者可到第35页扫描QR码，与孩子们共同聆

听。

值得一提的是在第43届理事会集思营厦门

之旅，很高兴看到新旧理事与组员们积极坦

诚的分享各自的看法，同时在现有坚固的基

础上提出创新的理念，为会馆将来的发展开

创新風，增添活力。除了集思营的研讨会之

外，在3天的行程里，我们也参观了陈嘉庚

纪念馆，切身感受到陈嘉庚为教育事业无私

奉献的精神，他办学亲力亲为，办事深谋远

虑，以坚強的精神，开创伟大的敎育事业，

让我们今天能继续坚守“诚毅”的办校宗

旨，传承下去。

温馨提醒这期会讯主要以电子版发行，若您

想收到印刷版而还未回复，请您致电会馆秘

书处或发电邮索取。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会员们的电邮回馈，您们

的鼓励及支持是我们挑灯夜批的动力，让我

们把共同拥有的会讯做得更好更精采，期盼

着您通过电邮shhkeditorial@shhk.com.sg

给我们提建议。

我们下期十月再见！祝安好。

参访了陈嘉庚纪念馆，就地了解老先生兴

教办学的初心，感受他作育英才的苦心。

我特别感到高兴的是团员也趁此一同出行

的机会诚恳交流、建立友谊，加强了团队

的凝聚力。	

即将迎来华人的传统节日	——	端午节（农

历五月初五），我谨代表第43届全体理事

预祝大家：端午节快乐！

各位会员，我们很高兴的向大家汇报会馆

在今年第一季度举办了多项丰富多姿的活

动，错过这些活动的会员可通过图片了解

当时的盛况，并希望大家下次多多参与我

们的活动。在此，让我们再次感谢吴作栋

资政莅临《大树脚》活动、陈振声部长拨

冗和我们一起欢庆福建会馆新春团拜，也

非常感谢所有协助活动顺利举行的会员义

工们。

福建会馆第43届理事会的29位理事、组员

以及青年团执委于3月1至3日到福建厦门

进行了集思营活动，除了一整天的集思营

工作坊，团员也特地到集美鳌园敬仰前会

长陈嘉庚先生，到他的陵墓敬礼献花，并

很高兴今年第二期的《行》会讯如期与大

家见面！本期图文并茂、内容丰富，篇幅

也从28页增至36页，希望您会喜欢。

这期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我国著名的第一

代书画家及文化奖得主林子平先生接受我

们的专访。林先生祖籍福建安溪，他的成

就及贡献是我们福建人的骄傲！林先生在

建国前服务于教育界，退休前曾任新民小

学校长，桃李满门、备受赞誉。退休后，

他更专注钻研挚爱的美术绘画，勇攀艺术

高峰。今年99岁高龄的他仍坚持每天写字

作画，并且以字入画，自成一格，臻至“

字即是画、画即是字”的境界，会讯封面

的“行”字，就是出自他的手笔。林先生

个性开朗豁达，在此耄耋之年，对于艺

术、教育乃至于人生都有其独特见解与体

会，他经常把读书的领悟与心得记录在笔

记本，以便时刻翻阅，温故而知新。林先

生好学拼搏的精神，对敎育的奉献以及对

慈善事业的不遗余力，是我们后辈学习的

楷模。林先生的专访就刊登在第30至33

页，相信大家读了这期的闽人丰采后会有

所启发。

本期其他内容包括了农历新年天福宫系列

活动的报导、会馆与新科大的合作备忘录

签署仪式、文化学院、华族舞蹈剧场的大

会长的话

主编手札

培青

精毅

卷
首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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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事
聚
焦 主任小档案

李瑞庆主任：福建会馆第43届理事会总务组

主任，祖籍安溪，现任新加坡安溪会馆常务

委员及新加坡李氏总会副会长。于2009年9月

加入福建会馆，历任产业组、社会服务组组

员。他是中闽百汇零售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

兼执行主席。

社会不断的进步改变，我们一定要跟进时
代，跟进社群的需求，不断推陈出新，与
时俱进，这样才能够在未来继续发挥会馆
的社会功能，做出更大的贡献。

您是何时加入福建会馆，福建会馆对您的意义
和影响有哪些呢？ 
李:能够加入福建会馆这个大家庭，有机会为

社群服务，我感到非常的荣幸。我们的会馆历

史悠久，已经将近180年，我们不在的时候，

会馆还会在，我们今天的付出受益的是子孙后

代，这是一个比我们个人成就还要重大的任

务。所谓“福建人，做阵行”，我很高兴能和

会长以及其他理事，一起结伴同行，一起为会

馆尽力。

作为新一届的总务主任，请问您有没有什么新
的想法和计划呢？
李:总务组是会馆管理的核心小组，主要监督秘

书处的运作，确保秘书处执行理事会的指示，

在这个节点，沟通是十分重要的。因为理事都

是义务服务的，也无法每天都在会馆。因此定

期的汇报和指示是必须的，而理事也必须多加

了解和聆听秘书处的建议和反馈，并给予指

示，这必须双方面的进行。我希望能够进一步

促进双方面的沟通，完善秘书处和理事会的运

作。

总务组面临哪些新的机遇和挑战？
李:这一届我们有许多新的理事，是挑战也是机

遇。理事们都是各自领域的翘楚，如果我们可

以把大家的能力和资源都动员起来，我相信这

会是很了不起的一股力量。

作为主任，通常您是如何与组员一起分工合
作？
李:我们组员的专业能力都很强，有懂法律的协

助我们章程方面的改进，有能写会创作的协助

会讯的出版，另外还有在华社十分资深的理事

指导秘书处的工作，确保会馆和华社及商团维

持紧密联系。我们可以说是各司其职，互补长

短，合作很愉快。

如何贯彻福建会馆的宗旨，完善自己的工作，
更好的去服务社会？
李:福建会馆的宗旨主要是三方面，就是教育、

文化和社会服务。总务组希望能够起到协调

和支援各小组的角色，对内强化会馆的核心实

力，对外要扩大会馆的朋友圈，继续为社群为

国家作出贡献。

据我们了解，中闽百汇是您旗下的集团，本
着“诚信经营、换位思维、以人为本”等管理
之道，请问有没有引用到总务组的管理上？
李:其中一些理念是共通的，比如以人为本。

会馆十分尊重“人”，因为毕竟一个人不成“

会”，为什么要有会馆，就是因为有一群人要

联系起来服务更多的人，因此“人”是会馆的

核心，另外做生意我们常常要想到客户、满足

客户的需求，提供方便，然后一直跟进，这是

一项持续的工作。因为社会不断的进步改变，

我们一定要跟进时代，跟进社群的需求，不断

推陈出新，与时俱进，这样才能够在未来继续

发挥会馆的社会功能，做出更大的贡献！

李瑞庆总务组主任访谈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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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会馆财政组主要负责哪些财务管理？
陈:会馆一百多年来在历届会长的领导下，积累

了不少资产，因此财政组是会馆相当重要的小

组之一，负责协助监管会馆的财务，如投资组

合、定期存款等等。

作为财政组的领导，您是如何分配和管理工作
的？
陈:财政组日常的运作主要还是由秘书处完成。

财政经理每两个月向财政组主任及副主任做一

次汇报，我们会再给予指示。财政组也负责监

督会馆各组每年的预算，确保会馆在资助各组

运作的同时，在财务上也有长期的规划。

作为新一届的财政组主任，请问您有什么新的
想法和计划？
陈:我希望会馆的财政组能够进一步完善财务监

管的机制。近几年随着文化学院的成立，会馆

也在扩张，因此在管理体制方面需要跟进。福

建会馆是一个十分有冲劲，仍在时时寻求发展

的会馆，这些发展衍生出更多的附属机构，在

财务上也日益复杂，因此机制的不断完善、体

制的跟进建立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福建会馆被誉为“资金很丰厚的会馆”，对此
您有什么看法？
陈:福建会馆经过一百多年来的积累，确实有

一些资产。但是所谓“花钱容易赚钱难”，这

些历经许多代才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资产，如

果管理不善是很容易在一代人的时间、或是更

短的时间内就损耗完的。再丰厚的资金，也需

要妥善的管理，严谨的机制。会馆有很长的历

史，这段历史还会继续下去，我们每一届的理

事会就像是在跑接力赛一样，一棒接一棒的跑

下去，我们希望交棒的时候交的是一个更好的

会馆。

相比较以往，财政组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是什
么？
陈:福建会馆发展至今无论会务或是财务，起点

都很高。从短期和长远这两方面来看，财政组

短期内的挑战是如何提升财务运作的效率，长

远来看是如何更好的为未来的一些财务需求如

产业、地契的更新等等做规划。机遇方面，福

建会馆的财务基础很扎实，我们都非常感恩先

辈的远见，短期内我们也会寻找一些能够扩大

资产的合适机会，帮助确保会馆能够长远发展

下去。

	

如何贯彻福建会馆的宗旨，完善自己的工作，
更好的去服务社会？
陈:福建会馆的宗旨主要在三方面，就是教育、

文化以及社会服务。财政组主要扮演的角色就

是确保会馆没有裹足之忧，没有后顾之忧，能

够有财力物力达致我们的宗旨，为社群的发展

做出贡献。

采访·徐楊婷

文字整理·郑竣曦

会馆有很长的历史，这段历史还会继续下
去，我们每一届的理事会就像是在跑接力
赛一样，一棒接一棒的跑下去，我们希望
交棒的时候交的是一个更好的会馆。

陈慧敏财政组主任访谈记

主任小档案

陈慧敏主任：福建会馆第43届理事会财政组

主任，祖籍安溪。于2017年5月加入福建会

馆。她现任永泰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也

是职总保健合作社主席及新加坡劳工基金会

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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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会馆教育组主要负责哪些教育方面的管
理？
卜:福建会馆有五所附属小学和一所中学，教

育组的首要任务，是协助会馆监管六所属校的

运作，并为属校提供额外资源，提升学习内容

及环境。此外，教育组也举办一些全国性的项

目，包括一年一度的“飞跃教师奖”和全国小

学华语讲故事比赛，为新加坡的教育事业尽一

份力。

作为新一届的教育主任，请问您有什么新的想
法和计划？
卜:对于属校，我们希望能够为他们引进多一些

合作伙伴，为学生们提供更丰富的学习机会。

今年初，会馆就与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签署了

一项备忘录，为属校的学生特制一些创新科

技类的课程。我们也在探讨如何通过会馆的网

络，邀请一些成功的年轻企业家，到属校与学

生分享他们的心得。

对外，我们则希望会馆能够为推广华文和华族

文化的学习，多尽一份力，我们正在与一些小

学洽谈，将会馆在属校推行了多年的旗舰项

目—“双文化华文优选课程”，推广到更多学

校，让更多学生受益。我们也会在历届教育主

任所建立的基础上，尝试一些新的做法，让更

多国人知道福建会馆除了属校，也积极为教育

事业作出贡献。比如今年的全国小学华语讲故

事比赛，我们将一改传统，不在学校礼堂，而

在一个商场举行决赛，让更多人参与。

卜清鍾教育组主任访谈记

主任小档案

卜清鍾主任：福建会馆第43届理事会教育组主

任，祖籍泉州丰泽，现任新加坡晋江会馆会长

及宗乡总会副秘书长。于2014年2月加入福建

会馆，历任教育组副主任兼属校董事部董事。

他也是华社自助理事会执行理事长。

回到陈嘉庚先生最初办校的宗旨，是为了
普及教育，特别是要让贫困家庭的孩子，
有机会接受优质的教育，贡献社会，国家
才能富强。

理
事
聚
焦

众所周知，福建会馆对教育发展很重视，很多
家长都想把孩子送进福建会馆的附属学校，
请问未来的发展趋势是不是门槛更高、更难进
呢？
卜:会馆在2017年开始实行新的会员义工准

则，旨在让制度更加公平透明。我们相信会有

更多家长能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80个小时的志

愿服务，获得在2B阶段报名的推荐，但这也可

能意味着有更多家长会在2B阶段参与抽签。

相比较以往，教育组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是什
么？
卜:这些年来，我国的教育体系进行了多项调

整，教育部也投入更多资源，让学生获得全方

位的学习和发展。但是会馆对学校的支持，仍

然有许多独特的机遇和空间，例如在华族文化

的传承方面，在优良传统价值观的倡导方面，

会馆属校无疑是中流砥柱。教育如逆水行舟，

需要顺应社会和时代的改变而作出相应的调整

和改变。教育组会继续和属校携手努力，让属

校继续为作育英才、辅教育德，为国家培育下

一代尽一己之力。

如何贯彻福建会馆的宗旨，完善自己的工作，
更好地去服务社会？
卜:回到陈嘉庚先生最初办校的宗旨，是为了普

及教育，特别是要让贫困家庭的孩子，有机会

接受优质的教育，贡献社会，国家才能富强。

我希望能本着同样的宗旨，让会馆的教育事

业，不只是局限在我们的属校，也会扩大到与

邻里学校的合作，让更多学生—特别是弱势家

庭的学生—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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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会馆对您个人的意义和影响有哪些？
翁:我是福建人因此很荣幸有这个机会为福建会

馆服务。福建会馆理事会的宗旨，已从以前照

顾福建移民的基本需求，转变为如今致力于为

福建社群推广教育、文化及社会服务。历届及

现任理事会成员为会馆付出许多时间、积极为

会馆建言献议，他们的热忱深深触动及启发了

我为福建会馆服务。	

产业组在福建会馆内部所起的关键性作用是什
么？
翁:福建会馆产业组的主要职责是确保会馆产业

得到妥善维护、管理和提升，以满足目前租户

和使用者的需求。这将能进一步优化会馆资产

的租金收益。

通常产业组所管理的福建会馆产业主要是那几
个方面？ 
翁:产业组主要负责以下事项：

a)产业的市场推广和租赁

b)产业的维护和改善

c)与教育组共同管理属校改善工程和评估属

校基础设施改善的申请

d)消防安全及保安措施

e)寻找及评估新物业以供投资

福建会馆旗下的大厦以及各个产业租赁有什么
新的动向？
翁:为配合办公楼出租市场的良好走向，我们会

致力于提升所管理产业的租金和租用率。产业

组已为137号直落亚逸街会馆大厦安装全新的

停车场系统，并对大厦进行必要的维护，以维

持和提升其价值。

翁仲華产业组主任访谈记

主任小档案

翁仲華主任：福建会馆第43届理事会产业组

主任，祖籍龙岩。于2004年8月加入福建会

馆。他现任和美置地有限公司首席运营官兼

执行董事。

产业组必须谨记所有资产的收入都是
福建会馆顺利运作的基础。我们把资
产管理好，其实就是在帮助会馆能够
毫无后顾之忧的完成宗旨，更好的服
务社会。

作为新一届的产业组主任，请问您有什么新的
想法和计划？
翁:我在房地产业已有30多年的经验。在我看

来，137号直落亚逸街会馆大厦这栋有16年历

史的大楼外观陈旧，在设计和设施方面也已经

很难以更好的租金率吸引到租户。因此我大胆

提出翻新计划。翻新工程能够大大改善大厦的

型像和功能，工程预计为期18个月，包括：

外墙、电梯大厅接待处和内部设施（包括新

电梯）的提升，完工后大厦还将增加可出租面

积。

相比较以往，产业组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是什
么？
翁:过去我们在进行产业增值时或许受到资源和

经验方面的限制。此次理事会已经批准产业组

提出的137号直落亚逸街会馆大厦翻新计划，

我们感到十分高兴。同时产业组还对产业管理

和租赁准则，进一步审核和程序化，以便更好

地管理及反映目前的需求和条例。产业组将继

续与众理事和管理层合作落实产业增值方案。

如何贯彻福建会馆的宗旨，完善自己的工作，
更好的去服务社会？
翁:产业组必须谨记所有资产的收入都是福建

会馆顺利运作的基础。我们把资产管理好，

其实就是在帮助会馆能够毫无后顾之忧的完成

宗旨，更好的服务社会。对我个人来说，产业

正好是我的专长，能够以此服务会馆，服务社

群，我一定会尽我所能完善任务。

采访·徐楊婷

文字整理·郑竣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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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思而益广

2019年3月1日至3日，29位福建会馆第43届理事会成员、青年团

执委与组员，以及7名职员，在厦门展开为期三天的集思营活动。

在全体人员抵达后，由厦门侨商公会款待午餐，餐后前往集美鳌

园，拜偈陈嘉庚先生陵墓并献花，接着参观陈嘉庚纪念馆，敬仰

先生对于新中两国的贡献，并与该馆互赠纪念品。当晚新加坡驻

厦门池兆森总领事，新加坡国际企业发展局中国司团队以及新加

坡商会—厦门分会的代表，到来与团员分享新闽外交和商务领域

的发展。

第二天集思营进入严肃的工作坊讨论环节。上午在陈精毅会长致

词后，展开分组讨论。首先，各组以图画的方式，表述对于福建

会馆历史与现状的理解，并展望未来的期待。接着是会馆资源与

各部门工作的简介。有鉴于推广教育和传承华族文化也是会馆的

宗旨，文化组陈煜博士也在此环节向与会者介绍了新加坡国立大

学建筑系学生的闽南侨乡游学活动。

在了解会馆事务后，各组进入未来发展策略的讨论，每组总结并

阐述五大要点，再由所有与会者评选出各自心目中最重要的三

项，为会馆新一届理事会工作方向提供参考。

在秘书处全体同仁的努力之下，福建会馆得以在厦门顺利举办集

思营，大家畅所欲言，积极表达观点，取得丰硕的成果。

From	 1	 to	 3	 March	 2019,	

an	 overseas	 retreat	 was	

organised	 in	 Xiamen	 for	 the	

43rd	 Executive	 Council	 to	

facilitate	 charting	 of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Singapore	

Hokkien	 Huay	 Kuan	 (SHHK).	

The	 SHHK	 delegation	 first	

paid	 respect	 to	 former	 SHHK	

President	 Mr	 Tan	 Kah	 Kee	 at	

Jimei	 Aoyuan	 (Turtle	 Garden	

in	Jimei	District),	his	final	resting	

place.	 Mr	 Tan	 Kah	 Kee	 led	

SHHK	 from	 1929	 to	 1949,	 and	

had	 inspired	 Huay	 Kuan’s	

集思营出席者合影留念

集思营出席者积极参与讨论

分组讨论，集思广益展望未来

Xiamen 
Retreat

文·陈煜

记第43届理事会
厦门集思营

deep	 commitment	 towards	

education.	The	1st	day	ended	

with	 a	 warm	 gathering	 of	

Singaporeans	 in	 Xiamen	

including	Consul-General	Chi	

Chiew	 Sum,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SingCham	 Xiamen	

Chapter	 and	 the	 team	 from	

China	Business	Services	Centre	

of	Enterprise	Singapore.	

The	workshop	 kick-started	 on	

the	2nd	day	with	an	 inspiring	

speech	by	Mr	Tan	Cheng	Gay.	

Facilitated	by	Mr	Robert	Chew,	

members	first	articulated	their	

understanding	 and	 hopes	

for	 Huay	 Kuan.	 They	 were	

then	 requested	 to	 further	

analyse	 the	 SWOT	 (strength,	

weakness,	opportunities,	and	

threa)	 of	 SHHK,	 concretise	

five	 proposals	 and	 choose	

their	 top	 3	 priorities.	 This	 off-

site	retreat,	though	intensive,	

had	 been	 a	 truly	 useful	

platform	 for	 members	 to	

share	their	views	and	to	bond	

as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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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思营出席者到集美鳌园陈嘉庚先生陵墓前献花

记第43届理事会
厦门集思营

↓刊登在2019年3月30日

联合早报副刊的集思营感想

→

集思营出席者

参观陈嘉庚

纪念馆

→

与厦门侨商会

和归国华侨会

交流

参访陈嘉庚纪念馆在

老先生雕像前合影

几个月前收到福建会馆发来的电邮，邀请理事与组员参加集思营，不明
白“集思营”的意思，回电询问，原来是retreat，我的华语词汇需要与时俱
进！新一届的理事会希望通过召开集思营，讨论任期内工作方向，时间是3
月1日和2日，地点在厦门，机票自理。

我所认知的福建会馆一直是历史书中的传奇，好奇于会馆的现在，遂决
定报名参加。出发前几天，秘书处发来电邮，附件是详尽的日程安排、讨论
议题，看着中英双语、满满的行程安排，着实吃了一惊，集思营的工作强度
不轻啊。

我不是会员，更不是理事，去年底在前辈引荐下，成了福建会馆文化组
的组员。第一次参加这种活动，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在从新加坡飞往厦门的
四小时航程中，整理了下近年来的研究与教育思路，选取一些闽南侨乡行的
图片与学生作业，赶制了一份演讲幻灯片备用。

一到高崎机场，会馆工作人员带我飞奔至午餐地点，接待我们的是厦门
侨商联合会，同桌的当地朋友热情地为我介绍厦门美食，我小声地说：“我
出生在厦门，妈妈是厦门人。”厦门是我熟悉的城市，在带领新加坡国立大
学建筑系学生展开闽南侨乡行时，最早是以厦门为中心，后来才将重心转移
至泉州。

午餐之后，全体人员前往集美鳌园陈嘉庚先生墓地献花，园区负责人亲
自为我们讲解鳌园历史与建筑，此时天上飞过一排排鸬鹚，壮观的场面让狮
城客惊喜不已，鳌园建筑的“百科全书”式内容，也让人感叹先生一生相信
教育的力量，刚刚渡过百年华诞的华中，何尝不是他一生的宏愿？！

随后参观的陈嘉庚纪念馆，是中国政府为纪念这位“华侨旗帜、民族光
辉”所兴建的，展示他波澜壮阔的一生，对于福建会馆的我们，眼前的一
幕幕是如此亲切，虽然生于集美、葬于集美，先生的事业与声名成就于新加
坡，是岛国不朽的记忆。

集美的半日考察酝酿了与会者的情感，福建会馆面临的正是历史使命的
转变，当不再需要为族群争取利益，当政府接管教育的重任，当不再依赖
乡亲互助谋生，面对先贤留下的庞大基业，福建会馆该如何延续昔日荣耀？

第二天是全天的密集讨论，分成若干小组，组员轮流发言，再做总结汇
报，中生代努力以华语表达观点，间或掺杂英语，畅所欲言的场面让人兴
奋，我也要求插播“福建：你和我”的演讲，以学生的心得体会向大家阐
述，会馆可以搭建平台，让更多华族青年走进祖籍地，体会祖辈过番的艰
辛，感受新闽两地的文化交流，了解会馆之于华族的意义，加深对于母语文
化的理解与认同。

短短的一天半时间，认识了原本难以交集的各界精英，感受到象牙塔之
外的活力，远离常态生活的集思营，让人全情投入会馆事务的讨论。晚餐
时，此起彼伏的Yum Seng（饮胜），令当地服务员目瞪口呆。是的，这就
是不一样的新加坡华族文化！

集思营自在言
陈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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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刚加入属校的教职员能够尽快融入工作

环境及深入了解福建会馆，会馆每年都会举办

属校教职员迎新会招待新教职员，欢迎他们的

加入。今年的迎新会邀请到约60名属校新教职

员出席。迎新会除了向属校教职员们介绍福建

会馆，也同时提供平台让他们有机会与理事及

其他属校的教职员相互交流。

2019年属校教职员迎新会

福建会馆教育组主任兼属校董事部监理员卜清鍾

先生当天出席了迎新会，并在致辞时向各位新教

职员表示欢迎。大家在观赏了福建会馆的宣传视

频后，也进行了互动游戏，进一步了解福建会馆

的运作。在迎新会结束之前，新教职员们也参观

了文化廊，认识了会馆和属校的历史。大家通过

这次的迎新会都对会馆和属校有更深入的了解。

感谢福建会馆同仁的精心策划和安

排，让我们这些新加入属下学校的

成员即时认识、了解会馆多年来如

何致力于服务族群和社会。这也激

励我们更努力培育英才，培养学生

懂得人格内涵和价值判断，并成为

优秀的双文化人才，贡献国家。

—— 南侨中学校长萧芳辉女士

新教职员们在迎新会上受到热烈

的欢迎，通过有趣游戏让大家对

福建会馆的历史和成就留下深刻的

印象。总体而言，迎新会让新教职

员体会到福建会馆和属校之间的凝

聚力，也能够看见会馆对属校的支

持，是一个很好的体验。

—— 光华学校的老师们

新教职员专注观看会馆宣传片

教育组主任

致词欢迎属

校新教职员

加入会馆这

个大家庭

→

团结合作，共同完成游戏 六校教职员通过游戏相互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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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HK Community 
Service Organising 

Committee

福建会馆青年义

工社区服务小组

In 2017, Singapore Hokkien Huay Kuan (SHHK) 
began its second community service programme to 
include NTUC Health Nursing Home. The organising 
committee plans and coordinates monthly activities 
as part of the homes’ non-medical rehabilitation 
programmes, mainly with residents of the nursing 
home located in Geylang East. Accompanied by 
the always enthusiastic SHHK member volunteers, 
residents celebrated Lunar New Year with self-
made ornaments decorating their wards; visited 
Gardens by the Bay, as well as toured Telok Ayer 
Street to attend “The Songs We Sang” Xin Yao (新谣) 
Breakfast Concert and Book Launch.

The newly formed organising committee hopes 
to continue the good work and looks forward to 
bringing more joy and laughter to the residents.

福建会馆自2015年起与仁慈医院合作，为病患举

办医疗护理以外的康乐活动，希望在帮助病患康复

的同时，也能为会员提供平台让他们通过会馆回馈

社会。这也是福建会馆社群服务旗舰项目之一。

会员义工们回馈社会，不亦乐乎。3年来，工作小

组为病患举办了许多有趣的活动，其中包括体育日

的“轮椅森巴”、为病患提供头部、颈肩和脚底按

摩，带病患到河川生态园和樟宜机场等景点参观游

览。新的工作小组于2019年3月成立，他们预计每

月为仁慈医院病患举办一次活动，为期一年。

仁慈

社区医院

NTUC Health 
Nursing Home

←新成立的工

作小组，成员

包括（前排左

起）林秋婷、

洪慧敏，（后

排左起）王勇

耀、陈谅、莊

荣豐

From Left: Lee Siong Ghee Willy, 
Lee Vern Long, Lim Yen Chuen 
Serene, Tan Yee Lin Grace, 
Tan Hui Khoon and 
Sim Hwee Meng

↑小义工为住院者带来欢乐 ↑义工携住院者外出游览 ↑义工与住院者同庆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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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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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
夕喜迎己亥新春

新加坡福建会馆天福宫于2019年

2月4日（除夕）至21日（正月十

七）欢庆己亥农历新年，一连18

天在直落亚逸街举办一系列丰富

多彩的传统庆祝活动，其中包括

文化导览、庙会、传统福建提线

木偶戏、歌台、“乞龟”等，旨

在保留及传承本地独特的华族传

统习俗与文化。

除夕夜，天福宫于10时正开放给公众参拜及参

观。除了提供免费的文化导览活动让参与者更进

一步了解天福宫的历史、独特的建筑特色以及3D

壁画，福建会馆也在137号直落亚逸街广场举办

了一场小型的庙会，为除夕夜增添了浓郁的传统

气氛。来自不同国家、不同种族及宗教的公众齐

聚一堂，一同欢庆农历新年。小型庙会主要展示

华族传统文化，如挥春、彩虹书法、传统剪纸与

红包折纸艺术。此外，公众也有机会观赏到传统

福建提线木偶戏，以及与踩高跷艺人互动拍照留

念。

↑舞龙舞狮等民俗表演，增添了浓浓的年味

财神爷送“福气”，公众讨“好兆头”

三代同堂喜庆佳节，逛庙会认识传统文化 

齐聚天福宫，感受浓郁的新年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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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公诞
正月初八和初九，是福建人在农历新年中最重视

的日子。初九祭拜天公是福建社群独有习俗。天

福宫于正月初八通宵开放至初九，让善信敬拜天

公。初九当天在道长的带领下，天福宫管委会委

员及众善信诵经敬香，祈请天公护佑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初八晚上，众福建善信到天福宫参与祭拜天公的法会起坛科仪

天福宫初八特设天公坛

天公诞清醮法会科仪

座无虚席，载歌载舞，音韵在夜空回荡

祈福供品发财米桶

瑞狮庆神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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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传
承 元宵w庙会

喜迎己亥新春

正月为元月，因此一年的第一个月

圆之夜称为“元宵节”。天福宫于

元宵节举行了古早盛行的“乞龟”

传统活动，用意在于“乞求福寿延

年、平安吉祥”，是天福宫多年来

保留和延续的传统庙宇习俗之一。

善信可于正月十五至十七向妈祖娘

娘卜杯（掷筊）求米，将一包福米

请回家。

今年福建会馆也举办了“元宵庙

会”，除了传统福建美食之外，庙

会还展示了书法、中国结、亲子与

情侣汉服即时拍及射虎猜灯谜等等

传统活动。现场数千名信众、公众

与访客共同参与其盛，为农历新年

一连18天的庆祝活动，划上圆满

的句点。

↑ “ 平安乞龟”

由1400包米堆成

→

锣声响起，

元宵庙会开启

→

“发啊”

→

庙会特别招待

喜乐之家的年长

住院者

←

体验汉服

文化

↓上百盏灯笼“红红火火”庆新年

←

灯谜射虎

台吸引不

少年轻人

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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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工
    日记

" River Hongbao 2019 has been a great event I've 
volunteered for. I get to promote the Hokkien culture 
as well as the language to people all over the world. 
The crowd was very enthusiastic to participate in the 
games and everyone had a fun-filled night. I'm so 
proud I’m a Hokkien."
-- Lee Huiling 李惠伶

" Few words to summarise the events:
Captivating, Enriching, Fulfilling, Divine"
-- Alvin Wang	王冠雄

"我有幸参与天福宫除夕庆祝活动，在庙宇与
善信同庆并迎接新年的来临。随着年龄增长，
农历新年对我而言越来越无趣。这次的义工经
历让我重新领会大家欢庆新春的意义。"
-- Lee Seet Boon 李实文

↑义工们齐心协力将1400包米堆成寓意健康长寿

的“龟”形，这是闽南人的“乞龟”习俗

↓ 不同年龄的公众兴致勃勃参与“春到河畔”

福建会馆提供的福建传统游戏

↓义工们希望来年有个好“彩头”

↑喜乐之家住院者在会馆义工的帮助下参观天福宫及参

加元宵庙会

"天福宫新春活动期间，我被分配帮忙“平
安乞龟”活动，也同时是义工导览员。我很
高兴借此机会参与并更深入地认识新加坡早
期移民的历史、文化。我希望会馆能持续举
办这些活动。"
-- Eric Toh 卓明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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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福建会馆于2019年2月16日（正月十二日）在信立

路5号会所，举行了新春团拜活动。一年一度的新春团拜

主要为凝聚福建会馆会员，也为增进宗乡社团、华族社

群、商业领袖及合作伙伴之间的友好关系。超过500位嘉

宾出席了当天的活动，主宾是贸易与工业部长陈振声先

生。

	

当晚，福建会馆宣布将与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合作探讨未来科技教育并签署了合作备忘录。福建

会馆六所属校和文化学院也会与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一同发展新的课程，培育学生掌握新科技、

设计思维以及不断寻求创新。这项新的合作计划象征了福建会馆对于教育的不懈努力，也体现出

福建人的创新、探索和创业精神。

会
讯
特
写

己亥年
新春团拜

↑光华华乐团的同学们欢迎主宾

↑无人机拍摄

wefie

↑新加坡华族舞蹈剧场的小朋友们

表演快乐的舞蹈《上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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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gapore Hokkien Huay Kuan (SHHK) held its annual 
Spring Reception on 16 February 2019 at its 5 Sennett 
Road premises.  The event serves to further engage its 
members and renew shared ties amongst the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Chinese community and business 
leaders, and SHHK partners. Guest-of-Honour was Mr 
Chan Chun Sing, Minister for Trade and Industry.

At the event, SHHK announced a new collaboration 
in future tech education with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nd Design (SUTD) with the signing of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SHHK 6 affiliated schools 
and its Cultural Academy would be co-developing 
school-based programmes with SUTD to build students’ 
capabilities in future technology, design-thinking and 
innovation from young.  This new collaboration signifies 
SHHK’s continued commitment towards education and 
well-illustrates the inventive, explorative and enterprising 
spirit of the Hokkiens.

SHHK Spring Reception 2019         

↑属校各族师长齐庆新春 ↑三代同堂团圆庆新春

↑会长、六所属校校长以及教育组正副主任与

众理事们合家欢

↑主宾及嘉宾见证新加坡福建会馆和新加

坡科技设计大学（SUTD）签署一项合作

备忘录的重要时刻

↑闽属社团、伙伴机构代表

    欢聚一堂

↑会长赠送传统礼篮予主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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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树
脚

户 外 舞 蹈 嘉 年 华

2 0 1 9

U N d e R 

T H e 

b i g  T R e e

O U T d O O R  d a N C e  C a R N i v a l

新加坡华族舞蹈剧场于2	0	 1	 9年3月30日在

信立路5号会所的大榕树下举行了一年一度

的户外嘉年华《大树脚》。在上千名嘉宾以

及福建会馆会长兼舞蹈剧场主席陈精毅的陪

同下，新加坡荣誉国务资政吴作栋主持了舞

蹈剧场外展及教育部门的成立仪式，并庆祝

舞蹈剧场成为专业舞团五周年。

当晚，星空下的信立路5号回荡着孩童们的

嬉笑声、优美和欢快的音乐声，以及大榕树

下闪烁的五彩灯光及曼妙的舞姿，大家暂时

远离尘嚣，全身心的放松，融入在这个非常

有意义的活动中。

《大树脚》嘉年华举办五年来，受到嘉宾们

的热烈反响与支持。舞蹈剧场同仁表示，“谢

谢你们的支持。我们会更加努力，把最专业

的华族舞蹈知识传授给我们的学员，把最优

美的舞姿呈现给大家。”

《偶丫迎新》表演者与主宾和嘉宾合影

学做精美小道具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舞蹈剧场外展及教育部门正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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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沉浸在舞蹈、音乐中

《伞韵·情》舞美舞功俱佳

长辈们都来为小舞者加油打气主宾与表演者及观众都舞动起来

整装待上场

千
人
在
凉
风
习
习
的
夜
空
下
欣
赏
大
榕
树
脚
下
的
舞
蹈
表
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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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碰到过会写字的狮子吗？神奇种子店卖的是什

么种子？绘本和有趣的故事如何帮助孩子们学习

华文华语？

艺术团特地在3月学校假期期间，邀请台湾资深

绘本导读老师为小一小二的学生开办“绘本故事

营”，吸引了37名学生报名参加。老师选了《不会

写字的狮子》以及《神奇种子店》两本充满童趣

又幽默的绘本和小朋友分享。在绘本营中，学生

全神贯注听着故事，在问题的带动下思考回应，

平日少用的华语就自然而然脱口而出。

老师在分享自己儿子学习华语的心得时说道：“在

儿子会爬行时，我会把绘本故事放在他视线能及

的地方，让他看、让他摸。书本是有魔力的，孩

子摸久了就想要知道里头在说什么。”可见老师

深谙儿童心理。“一开始，多数是图片书，就是

那种大大的图配上一两个词的，慢慢地，他开始

找不同的主题书：工程车，海底世界……等等。

到了一岁半左右，我开始读绘本故事给他听，每

天读一两个给他听，就这么着，儿子有了自己找

书看的习惯。”

阅读的习惯必须从小培养。绘本是孩子想象力和

沟通能力的全方位老师。艺术团会继续为孩子和

家长制定有趣好玩的课程，让大家轻轻松松学好

华文华语！

参加福建会馆文化艺术团的

课程，提升孩子学习华文华

语的兴趣和信心！

扫描浏览

文化艺术团网站

育
苗
天
地

小 一 小 二 绘 本 故 事 营

↑ 以绘本导读轻松学习华文华语

↑ 学生们开心地表演绘本故事中

的片段

↑ 以听、说、唱故事学习华文华

语是最有效的学习方式

↑ 学生们在游戏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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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ths 
l ike  no  other

Youth groups are not uncommon within clans 
and clubs. The Cultural Academy (CA) also has 
one under our wings. Established as the Hokkien 
Huay Kuan Youth Drama Troupe, our youths 
affectionately nicknamed the group “QNT” - 
the acronym of its Hanyu Pinyin name “青年团”. 
What is remarkable about this group is their affinity 
for Mandarin theatre, and their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and long-lasting friendships. 

Aged between 18 and 40, all QNT members have 
spent more than half their lifetime with the troupe 
since joining Singapore Hokkien Huay Kuan Arts & 
Cultural Troupe (SHHKACT) as a child. QNT is entirely 
self-run. Members voluntarily plan, manage and 
execute community gatherings, workshops, and 
public performances through the years simply 
because they enjoy doing it. Since their inception 
in 2000, they had completed 26 productions, 
with numerous sold-out performances. The year 
2020 will be a significant one for QNT as they will 
celebrate their 20th anniversary! The group will be 
heading to Bintan for a planning retreat this June 
to brainstorm for their 20th Anniversary production. 

Two decades is no mean feat for an amateur 
troupe. Do look out for more details and support 
next year’s production. 

In 2015, QNT was invited to Macau by 
Theatre Farmers to re-stage “Her Say”, 
a production first staged at Centre 42, 
Singapore that same year.

QNT’s latest sold-out production in 2018, 
“Blk 95”, was an adaptation of Pulitzer 
Prize-winning play “Our Town” by 
renowned playwright Thornton Wilder.

 In 2013, QNT collaborated with theatre 
director Joscha Chung from Taipei’s 
Performance Workshop and produced 
“Fat Hope”. 

- Tan Su Yin Clara 

青 年 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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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小志气大

福建会馆幼儿园在5月25日举办幼儿美术

作品展卖会，与家长们一起庆祝端午节。

这项活动也是本校为“人小梦大”（Start	

Small	 Dream	 Big）计划设置的部分内

容，展卖的作品以投标方式进行，价高者

得，所有款项捐赠给海峡时报学校零用钱

基金。

会馆幼儿园自2016年开始就捐助此项目，

一直以来都得到家长的大力支持和热心捐

款。过去的活动包括包粽子、做月饼、种

植蔬菜、家庭日等等筹款活动，让孩子们

从小就学习关爱分享，尽自己的一份力帮

助有需要的小朋友。

今年，本校邀请到家长画家陈太太教导K2

的学生做敦煌藻井印象画，K1的学生则由

外聘儿童美术导师张老师带领完成中国画

风的莲花、立体梅花、叶子印金鱼和抽象

拼贴画。另外3、4岁的学童在老师及家长

义工的协助下，也完成了纸浆画和立体彩

泥作品参展。

美术活动可以锻炼孩子们的手眼协调以及

全方位的动作技能，同时培养专注能力以

及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是幼教不可或缺的

重要环节。

幼 儿 美 术 展 卖

↑K1学生在制作吹画立体梅花

↑家长义工协助N1及N2的学童制作纸浆画

↑K2的学生学习制作过程颇繁杂的敦煌藻井印象

画，十分考验孩子的创意、专注力和耐力

↑N1及N2的学童用彩泥制作展品

福 建 会 馆 幼 儿 园



23

学校假期是学生们最期待的时光。福建会馆午后

学堂的学生们也同样期待着轻松自由的假期。	

今年三月份一个星期的短假，午后学堂就为学生

们安排了多项户外学习活动。孩子们在老师的带

领下到雅各布巴拉斯儿童植物园惊奇探险，在游

戏中发挥“大带小，长顾幼”的群体友爱精神，

连一旁的游客也上前赞赏。在KIDS	AMAZE室内游

乐场，孩子们放下手机，尽情互动互玩，发挥自

己的长处，挑战游戏的难度。此外，福建会馆文

化学院也开辟了一个小小花圃，让孩子们自己动

手栽种植物，通过亲自栽种和照顾小幼苗，培养

耐心和爱心。

午后学堂也为孩子们开办了“体育堆叠活动”，

以期提高学生们的手眼协调、动作反应以及专注

能力，同时激活孩子们的脑力！

3月假期，
如何为孩子安排活动呢？

扫描QR码观看

更多假期活动的

精彩视频

想来午后学堂

吗？扫描QR码

了解报名详情

↑亲手栽种小幼苗，了解生命的可贵

↑ 老师认真传授，学生认真领会 

↓ 雅各布巴拉斯儿童乐园惊奇探险

↓ 这点挑战难不倒我们

午 后 学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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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侨小学华文部门有一项有趣的活动--《故事擂台》

。活动主要想为一到六年级学生提供机会展现他们不

同的才艺，提高自信。学生们在休息时间结束后，

用五分钟在礼堂给自己所属年级的同学用华语进行表

演，形式多姿多彩，包括：诗歌朗诵、专题演讲和歌

唱表演等等。

南侨小学 . 故事擂台
文·洪舒慧

书
香
文
苑

↑“我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要和大家分享......”

↑小组表演培育团队精神

↑听、说、读、写是语文学习的基本功

↑通过不同的才艺表演提高学生的自信心 ↑多才多艺，边讲边演	

在公众面前演示和讲解，是同学们未来工作上不

可或缺的一项技能。这项活动正好为学生们提供

一个让他们能够提升口语能力以及加强自信心的

平台，同时也发掘和培养同学们的表演才华。学

生们从准备和表演的乐趣中加强他们对华文华语

以及华族文化的兴趣。参加了活动后，同学们都

表示自己更有信心站在同学们面前分享和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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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曽凯凯爱同学校 . 愉悦阅读

为了鼓励学生阅读华文图书，营造书香氛围，培

养学生的文学和人文素养，以及灌输华人传统文

化和价值观，华文部在各个年级举办了丰富多彩

的以“爱同悦阅”为主题的阅读活动。

	

首先，华文部遴选适合不同年级学生的优秀华文

故事书，在各年级进行故事书导读活动。导读

时，教师引导学生理解并欣赏故事，在讨论中引

发内在思考；进行读后活动时，教师训练学生理

解、口语与书面的表达能力。华文部也利用各年

级的晨会时间，请专业读书团体和本地作家到学

校进行导读活动，进一步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

获得热烈的反响。

其次，配合华文部“美食文化在爱同”的主题活

动，一至四年级的导读活动都会跟传统节日美食

挂钩，让学生从中了解节日的由来以及美食的

习俗，也让低年级学生通过制作布偶和演出布偶

剧，培养他们的口语能力。

华文部也把阅读活动带进图书馆，教师根据设定

的主题，设计趣味化的阅读活动，让学生有机会

接触不同主题的读物，了解不同的知识和文化，

开拓他们的视野，培养他们的阅读兴趣。家长义

工则利用休息时间在图书馆进行阅读活动，直接

向学生推荐有趣的书籍，鼓励学生到图书馆借阅

华文书。

↑学生在周会时间踊跃参与趣味阅读活动，将书本上

的故事演绎出来，乐在其中

↑家长义工利用休息时间与学生一起进行阅读活动

↓学生在图书馆利用平板电脑完成阅读活动

最后，为了鼓励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多阅读，华文部

也为学生统一订购阅读刊物。学生在阅读刊物时，

不但能温习并巩固刚学过的课文生字词和语文技

巧，还可以实时了解本地和海外的新闻，让学生能

有基本的社会常识。

华文部“爱同悦阅”旗舰课程以“阅”为平台和载

体，以“悦”为方向和目的，让学生不仅在“悦”

中“阅”，也在	“阅”中“悦”。部门也会继续调

整和完善，让学生真正欣赏华文之美，享受阅读之

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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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ng Hwa . Acts of kindness

At Kong Hwa, we strive to go beyond “knowing” and 
“doing”. Our students are advocates - they identify 
themselves with a meaningful cause, and champion 
it to their peers, their families, and the community. 

Our Kindness Ambassadors decided to rally the 
school in a “1000 Acts of Kindness” challenge to bring 
kindness beyond the school and into the community. 
For their annual kindness project, they decided to 
bring drinks to the migrant workers in the neighbouring 
HDB construction site, as a gesture of appreciation for 
their hard work in building our nation. 

Before the visit, they rallied the school to pen messages 
of gratitude to the migrant workers. With a placard 
filled with these messages and trolleys filled with drinks 
and snacks, they set off for the worksite. Students 
were warmly welcomed by the workers, where they 
overcame language barriers and chatted with them 
about hobbies and life. 

They made new friends that day, and invited their 
new-found buddies to join the school in their National 
Day commemoration. Our Kindness Ambassadors 
identified with their role as agents of kindness. They 
went beyond knowing and doing good. They made 
kindness their being.

↑Showing appreciation to our migrant friends

↑National Day Commemoration with our migrant 
friends

Experiencing what it’s like to extinguish a fire →

- Jerry Yang Zi 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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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ngfu . Camp iNspire

In Chongfu School (CFS), we aim to nurture 
our students to be gracious citizens of 
good character by equipping them with 
social and emotional competencies 
as well as life skills. Camp iNspire is our 
Learning for Life Programme (LLP) to 
strengthen character development 
in students through challenge and 
adventure, and to spur them to achieve 
more than they ever thought possible. 

The school adopts a gradual approach 
to enable students to experience 
camp life in different settings within and 
outside school. The camps focus on 
the progressive key themes anchored 
on CFS values of GRACIOUSLY. These 
themes help us achieve the objectives 
of developing students from knowing 
themselves first before gaining 
independence and   learning to care for 
others. 

This year’s Camp iNSpire for the P5 
cohort was held at MOE Changi Coast 
Outdoor Adventure Learning Centre 
from 7th to 9th March 2019. The students 
were engaged in a variety of activities 
such as abseiling, ziplining, rope courses 
and caving to develop resilience, 
collaborative skills and decision making 
capacity. To help the students better 
appreciate the outdoor experience, 
teachers facilitated discussions and 
reflections. In an effort to develop 
students’ life skills and character, they 
were also actively involved in the hosting 
of students with moderate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and autism from MINDS 
Woodlands Gardens School who joined 
in the various activities.  

↑Supporting the MINDS Woodlands Gardens School's students 
in the problem solving activity

↑ Teamwork in action

- Soon Woo 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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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南学校 . 情系特选

为了庆祝特别辅助计划（SAP）迈入40年，廿六所

特选中小学在2月23日于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举行

了一场盛大的庆祝会。

随后，道南学校展开了为期一周的庆祝活动。学生

们在周会上聆听陈京文校长讲述道南在1990年成为

特选小学的由来，以及特选学校的使命。陈校长不

忘提醒学生们要维护我国的种族和谐，尊重不同种

族的文化，并做个懂得饮水思源的特选孩子。除了

周会，学校也在食堂举行特选40特展，介绍廿六所

特选中小学以及特选计划相关人物。学生拿着由老

师精心设计的活动手册，利用休息时间观看展板，

完成手册。

此外，学校也配合特选40的庆祝，赠送遮阳帽给每

一位道南学生。宝蓝色的帽子上绣有“情系道南”

四个字，寄望学生们能以身为特选的孩子为荣，并

且珍惜与道南学校的情缘。

←学生一边看展

板，一边认真地

完成特选40活动

手册

↓陈京文校长述

说特选学校的精

神和使命

→

道南学生

获赠绣上“情系

道南”的遮阳帽

文·翁添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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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月23日，26所特选学校的前任与

现任校领导、在籍师生、校友等共同欢

庆特选学校成立40周年，并一起见证了

特选40纪念特刊的推介。

南侨中学作为特选学校的一员，积极参

与此盛事。我校学生在推介活动当天为

教育部长王乙康与贵宾们进行特选40展

板的导览，娓娓述说特选学校的故事；

同时也与其他特选学校的师生一同朗诵

梁文福博士所创作的《特选的孩子》，

为当天盛会留下精彩瞬间。

为了让学生更了解特选的精神，本校也

另设海报说明南侨中学与“特别辅助计

划”的渊源，并安排学生导览员在校庆

当天，为福建会馆副会长蔡其生先生、

教育组主任卜清锺先生等贵宾细述南侨

中学与特选学校的成长历程。

从1979至2019年，新加坡特选学校走

过40年的风雨。在未来的岁月，南侨

中学仍会坚守特选的使命，未来纵有风

雨，南侨也会不忘初心，心系莘莘学

子，情牵巍巍家国。

↑教育部长王乙康与各位贵宾听完学生导览之后合照留影

↑	26所特选学校的师生一起朗诵特选40主题诗《特选

的孩子》，福建会馆属下南侨中学、道南学校、爱同

学校以及光华学校的学生也参与其盛

↑学生导览员在南侨中学校庆当天为贵宾们导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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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编及姚梦桐老师的安排下，很庆幸的有机缘认识这么一位充满着正能
量的老先生—林子平。专访至今，他的精神、言语还有他的画作还不断的
在我们的脑海中浮现，感染着我们⋯

年近99岁的老人家十分和蔼可亲，我们到访他在东部的住家时，他小心翼翼的
从二楼画室走下楼，脸上露出阳光般灿烂的笑容，将我们迎入他的画室，开始了

半天的访谈。

平

林
子

人

物

专

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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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
林子平先生出生于1921年，童年时住在淡滨

尼、巴西立一带的乡村。和许多村民一样，林

先生的父亲以割树胶起家，之后买地开始以养

猪、养鸡和釆摘椰子为生。小时的他经常在一

条通往大海的水沟旁钓鱼玩乐，过着简朴的乡

村生活。林家有六位兄弟姐妹，身为长子，他

肩负着大哥的重任，帮忙父亲挑起维持家计的

担子。

当时的乡村学校，是一些陈旧的私塾，由老先

生们教授《三字经》等典籍。林子平后来被颇

有远见的父亲安排去杨厝港的光洋小学念书。

虽然路途遥远，每天起早摸黑去上学，但在他

心里这却是一件很幸福的事了。他印象深刻的

是当时教务处的洪仲遞主任，每到午休时间就

在休息室作画，林子平总是好奇的躲在门后从

门缝中偷看洪主任作画。有一次不经意被洪主

任发现了，就把他叫到跟前，非但没有训斥

他，还拿了两张画纸和一张水彩画要他回家临

摹。当时又惊讶又兴奋的林子平如获至宝，回

家后赶紧作画，很认真的完成了第一张水彩

画，隔天交给了洪主任。主任看了惊叹不已的

说	 :	 “哗!	 你画得这么好！很有天赋，将来前

途无量!”小小年纪的他听了洪主任的鼓励和夸

赞，更加倍努力练习，从此爱上了画画。

升上华侨中学后，林子平的书画更进步了，他

还经常被老师点名夸奖。当时的绘画班是由非

常优秀的卢衡老师（注）所指导，他对学生非

常严厉，学生们都敬畏他。卢老师上课时经常

摆放一些蔬菜水果让大家写生，林子平因为个

子高就站在最后排写生。一次当卢老师在课堂

巡视时，走到后排，站在他的画前良久，林子

平还以为出了差错，心里七上八下，怎知卢老

师二话不说的就把他带到前排，让他能更专心

的作画，卢老师的贴心，让林子平心存感恩。

追溯当年，卢老师每逢周末都带着几位学生到

植物园写生，林子平就是其中之一，且是年纪

最小的。卢老师也常挑选他的作品贴在学校

的布告栏以资鼓励。那时的林子平才中一，

就已显露光芒。遗憾的是，没多久因为母亲的

离世，他也只好䟾学离开了华中。两年后，幸

得机缘巧合，他终于有机会上了中正中学。年

纪轻轻的他一面求学，一面帮忙学校设计书写

各种活动的展板，宣传册等。他的作品深受赞

赏，同学们都以他为荣。老师们也很疼爱他。

回顾往事，林子平感触良多的说：＂我很感

激校长的赏识，老师们的照顾，在我一生中，

他们不断勉励我，让我加倍努力，不断自我提

升，以实际行动回报老师的恩惠＂

至今，在中正的日子仍让林子平难以忘怀，他

更饮水思源，在2014年中正庆祝建校75周年之

际，把近110件作品捐献给母校。林老这份感恩

的情怀是我们所应该效仿的。

二战时期惊魂记
日据时期学校全面停课，林

子平就在家作画，靠自己摸

索，完成了一幅颇受欢迎的

《牛车水巴刹》画作，描绘

了四十年代新加坡牛车水的

市貌，为历史留下了记忆。

注：卢衡，潮州县澄海人，
1932年南来，新加坡著名画家。
1935年与张汝器、陈宗瑞、
庄有钊等人创办中华美术研究会。
1939年在南洋美专兼教国画及
图案课程。战后在华侨中学教书，
1951年底携妻带子返回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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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日本侵占的年代，林子

平不禁感叹，当时家家户户都

提心吊胆的过日子。有一次日

军突然闯进了林子平的家，粗

暴的四处环顾搜索。当时他十

分害怕，不晓得日军有何企

图，正当他手足无措的时候，

日军突然指着墙上的两幅水彩

画好奇的问起画家。得知是林

子平的作品后，竟一改粗暴的

语气，毕恭毕敬的夸赞林子

平，并友善的表示自己也是画

家，愿意与他做朋友，过后还

把自己画的两幅花草、动物的

画赠予林子平。回忆起往事，

犹如林子平说的他很庆幸在烽

火战乱中，靠了自己的画保住

了性命，这是他始料不及的。

看来艺术真的是不分国界，是

共通的语言，带给大家真挚的

友情，也算是美事一桩。

教 书 记
战后，林子平从中正毕业了，

经校长推荐到杨厝港的培华小

学去教书。两年后，淡滨尼家

附近的新民小学因办得不好，

面临教员及学生短缺的困境，

乡里有人想起了林子平，就要

求他到自己的乡村教书。身为

村长的父亲并不十分赞同，但

在大家一再邀请下，终于决定

回馈村民，到新民小学任教。

	

乡村教学的生活十分艰苦，当

时他得照顾全校共64名学生，

学生程度不一，教起来十分费

时。除了教课，他还得打扫卫

生，全校大小事务都得兼顾，

但是林子平还是很认真的教好

每位学生。过年时，家长们都

拿着红纸找校长为他们写春

联。这可难不倒林子平，三两

下就把春联写得龙飞凤舞，让

平日爱奚落他人的老学究对这

位年轻的校长另眼相看。

	

林子平本着福建人爰拼搏及永

不言弃的勇气，终于硕果累

累，在短短几年中，学生人数

倍增至400人，原有的校舍已

经容纳不下这么多学生了！幸

得校董的支持，他成功的申请

到了一块乡间土地，因是沼

泽地，他号召了乡亲们出钱出

力，填土工程的费用总算有了

着落，12间课室也在他的带领

下顺利竣工。时任教育部长的

王邦文（现为福建会馆的监理

员）还亲自主持开幕典礼为学

校的将来寄以厚望。

	

林子平校长把学校里里外外管

理得很完善，他对学生们要求

严格也常去巡视课室。在那年

代，他已经不断为学生们灌输

废物再循环的理念，还把路边

奇形怪状的石头搬进学校做

为石雕点缀校园，就这样，新

民小学的校园被管理得井井有

条，还连续两年获颁全国美化

及清洁校园比赛冠军。之后的

几年里，学校又从400名学生

增至900名，林子平对学校，

对教育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微薄的薪酬抵挡不了他办学的

热忱。这份百年树人的热忱，

拼博的精神，永往直前的耐

力，诚恳待人，务实办事，也

是林老对我们办学的期待。

再续绘画生涯 
林子平把最珍贵的青春年华献

给了教育，在他年过半百时，

为自己定下了新任务就是让从

小迷恋的绘画艺术重新出发，

不辜负老师们对他的期望。为

了更专心作画，他毅然从教育

界退下，拿起画笔，再续前

缘。

离开学校后，他如鸟入丛林般

自由翱翔，每天马不停蹄的作

画，痴迷其中。当时新加坡正

在如火如荼的发展中，陈旧的

甘榜、乡村、街道及建筑物都

成了重建的目标。林子平与甘

榜有着一份不可分割的情结，

于是，他每天很努力的提着

画板到处作画，把马来甘榜

到旧街景等风貌，一一留在画

中。当时画了100多张马来甘

榜的作品及300多幅新加坡旧

街景。其中一幅题为《电缆》

的画作最能体现他当时所处的

巅峰状态。细长的电缆线条，

搭配着小商铺，结构稳健，零

星的色彩点缀，线条的精准度

源自于他对魏碑书法的研究，

尤其是金石风和颤笔焦墨的运

用，其中商铺中的人物细节又

和旧建筑相互衬托。画完了街

景，	他把视线转向新加坡河，

把河畔的一景一物，载货的大

䑩、舯舡、舢板及估俚的人生

百态，从夜暮低垂到天明的繁

忙融入画中。今天回看，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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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这些栩栩如生的画作，恐

怕没有多少人能感受到当年繁

荣的新加坡河。看着林子平的

新加坡河画册，仿佛又嗅到了

新加坡河水夹杂着河畔货仓各

种土产的味道……是这条母亲

河把我们带出港口，迈向世

界！

翻阅画册时，林老语重心长的

说	 :“年轻一代的画家，一定

要脚踏实地的学画，不走捷

径，不要一开始就走抽象路

线，练好基本功，多写生，	

才能明白其中的奥秘。作为

一个画家，就应该画自己的乡

土。我爱我的家乡，不能脱离

家乡。就像一棵树，不能没有

水源，不能没有土壤一样。我

的老师就是大自然，在大自

然里总有很多东西是学不完

的......”

求索·开创新风
林子平从画甘榜乡村到旧街景

到新加坡河，接着更跨出国门

去了印尼巴厘岛，远至法国巴

黎，到大自然中学习。以前的

他是“我画我思”，现在的他

是“我思我画”。之前注重的

是寻求有形有相的形态美，而

在晚年的他则倾向于无形无相

的自然美。有时他整晚睡不

着，为突发的灵感而半夜起身

作画，陶醉其中。

	

林老拿出了一本笔记与我们分

享，上面写满了语录和心得。

每一页都是他思考留下的痕

迹。他说，一幅好的画需要从

三方面考虑：第一，笔墨要

好;	第二，构图章法;	第三就是

色彩。合起来就是整幅画的意

境要对。林老十分在意笔墨的

线条，他认为这是我们东方民

族的艺术特色，西方强调的是

色彩构图，东方最高的美学是

书法，而线条则源自于书法。

他的作品要把万事万物归纳为

线条，以线条求其质、情和空

间感。

	

林子平先生后期的作品偏爱以

字入画，正如他所说的，:“

作为一个艺术家需要有自己的

定位，也需要被肯定，	不仅要

得到本土的认同，也要能走出

国外，得到国际的认可。抽象

无国界，艺术无壁垒，线条已

经成为华族文化的主要特色，

如果能得到国际认可，才算是

走上了国际舞台。”

	

林老已是九十九岁高龄，看他

作画用的却是一两斤重的大号

毛笔，这得用多大的气力去挥

动笔触呀!	 他画作的线条充满

着生命的活力。曾有一位字画

收藏家跟他分享，每当不如意

时，只要看林先生的画作必豁

然开朗苦闷尽失，艺术真不愧

是人类的精神良药，林老的画

作更带给了大家满满的正能

量！	

林老说创作是辛苦的，但是他

个人非常享受其中的快乐!人

生苦短，但艺术却是永存不朽

的。即便到现在的高龄，他还

一直尝试不停的创新、探索、

突破。	有空时也翻阅各种中英

文书刊，探索挖掘如何在画作

中表现更复杂的情感。就像最

近创作的“字即是画”系列，

他不希望停留在原地，而是时

刻开创新天地。说着说着，林

老突然灵感来了，对着他的

挚友姚梦桐先生说:“我想写

四个大字	—	丹青不老!”随后

就在两尺的宣纸上挥毫。我忽

然觉得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位巨

人！

临别时，林老特为会馆加油打

气，他望向身旁的姚梦桐挚

友，两人很有默契的为会馆寄

语＂开创新风＂，林老用了大

毛笔蘸了浓墨写出了气势恢宏

的墨宝赠予会馆。我们又厚颜

的请林老先生勉励会馆的新一

代，他不假思索的说:“诚实

的做人，犹如诚实的作画，时

刻创新，要有爱拼才会赢的干

劲，永往直前！＂	

我们藉此一文向林子平老先生

表以最诚挚的谢意，也祝他老

人家身强力壮，再创不朽佳

作。也感谢姚梦桐老师穿针引

线细心安排专访，还有林先生

的长子林树国兄为墨宝盖章及

给予会馆的热心支持。我们以

林子平老先生的勤奋拼搏精神

以及为慈善事业慷慨解囊为楷

模，共勉之。

《电缆》，	
1980年，
彩墨纸本，
69.5X68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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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会馆丛书

《阮的学堂》

“兴教办学”是新加坡福建社群近

180年来主力发展的社会服务之一。福建会馆

于1849年成立的属下第一所学府——崇文阁，

也同时是新加坡最早的民办华教学府。多年

来，会馆陆续创建了萃英书院，接办道南学校

和爱同学校，创立了崇福女学校、南侨女子中

学并附属小学以及光华学校。1953年，福建

会馆时任主席陈六使先生建议捐献云南园土地

523英亩创办南洋大学，奠定了现今区域顶尖

大学——南洋理工大学的基础。

新加坡福建社群所创办的学校其实并不止上面

所提到的这几所。会馆于2010年出版的《阮的

学堂》就搜集到共计58所闽属学府的资料，结

集成书，让大家更进一步了解本地福建人办学

的历史。

新加坡从开埠初期一直到战后初期，教育孩童

的重任基本上都由民办学校承担。无论是在市

区或是乡村，多由居民或社团自主发起办学，

并由乡里较为富裕的商贾捐地出资兴建校舍，

学校的教职员一般都身兼数职，这点可在本书

中林子平校长的访谈中一窥其详，林校长笑称

↑位于淡滨尼十英里半的公立新民学校

本书原价$40，会员享有10%折扣。

如欲购买，请亲临福建会馆信立路会

所或天福宫即可。

↑林子平校长亲自带领学生种草

会馆2010年出版的

《阮的学堂》

他是校长也同时兼教师、校工及园丁，建校初

期所有校务一手包办，除了教书，还亲自领导

学生种草美化校园。这种情况可说是当时新加

坡为数众多的乡村学校的写照，也同时是新加

坡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历史篇章。

为期数十年的民办建校潮，一直到战后英殖民

地政府拟定“十年教育计划”，从1949年开

始为全民承担六年免费教育后才逐渐缓逝；而

为全国子民提供教育的重任，到新加坡建国以

后，便由教育部全权承担。虽然如此，新加坡

目前仍然有不少学校前身即是民办学校，承继

着悠远的历史渊源，有着众多校友、校董和社

团的支持，并肩负着传承优良华族传统，有教

无类、作育英才的使命，继续为新加坡的教育

做出卓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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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
俗
闽
语

tua⁶ kue¹ kak⁷, kɔk⁷ kɔk⁷ thi²,  

tsue⁵ laŋ² kiã³ li² tioh⁸ tsa³ khi³. 

kiah⁸ sau⁵ tshiu³, sau⁵ tiã² khau³,  

theh⁸ toh⁷ pɔ⁵, tshit⁷ toh⁷ i³. 

lip⁸ oh⁸ tŋ², khun² thak⁸ tsheh⁷,  

kiŋ⁵ lo³ tsun¹ hian² ho³ ka⁵ si⁶. 

lau⁶ pe⁶ lau⁶ bu³ tsin¹ huã¹ hi³,  

ian² ni² tŋ² siu⁶ tsiah⁸ pah⁷ li⁶. 

大鸡角，咯咯啼，	

做人囝儿着早起。	

揭扫帚，扫庭口，	

拿桌布，拭桌椅。	

入学堂，勤读册，	

敬老尊贤好教示。	

老爸老母真欢喜，	

延年长寿食百二。	

 ho³ kiã³ li²

好 囝 儿

注释：	

大鸡角 大公鸡。

咯咯啼 公鸡喔喔啼。

囝儿 儿女、子女。

着 得、应该、要。

早起 早起床。

揭 拿。

庭口 庭院。

拭 抹、擦。

入学堂 进学校上学读书。

读册 读书。

好教示 教导或教育得好。

老母 母亲。

真 很。

食百二 吃到一百二十岁，比喻长

寿。

扫一扫QR

听闽南歌谣

由福建会馆名誉理事陈建存朗读

福建会馆丛书

《阮的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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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基金助学金与文化艺术奖学金 2019
The Hokkien Foundation Bursary and Arts & Cultural Award 2019
现已开放申请，截止日期：2019年6月14日

飞跃教师奖2019 The LEAP Award 2019
现已接受提名，截止日期：2019年7月10日

电话：6222 8212
网址：www.shhk.com.sg

华族舞蹈双周《一起舞FUN天》Chinese Dance Fiesta
日期：2019年6月1至9日
时间及地点：多个演出时间及地点

《成诗呈剧——觅“知音”》Dance Double Bill
日期：2019年7月19和20日   时间：晚上8时正
地点：戏剧中心剧场

电话：6589 9501 / 6258 9130
网址：www.scdt.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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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馆    ●    新动向

“你好吗？”少儿福建话工作坊 ‘li ho boh?’Children Hokkien Workshop
日期：2019年6月21日     时间：上午10时至中午12时

小三至四数学考试预备班  Primary 3-4 Math Workshop 
日期：2019年6月6日（星期四）  时间：下午2时30分至4时

小五至六数学会考预备班  Primary 5-6 PSLE Prep Workshop
日期：2019年6月7日（星期五 ）  时间：下午2时30分至4时

六月假期爱阅读 （小一、小二）June Holiday Reader Series （P1, P2）
日期：2019年6月3至28日 (每周不同阅读系列)     时间：上午9时至下午1时

电话：6589 9500
网址：www.shhkca.com.sg

JUNE 
HoLiDAy 

FREE TRiAL 
M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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