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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剧场呈现年度专场演出、六所属校的

专页，以及新增的传统文化和会员专栏等

等版面。在传统文化一栏，特别要感谢燕

燕女士为我们介绍了南音的由来及它和天

福宮的一段历史。会员专栏也迎来第一份

会员的散文，希望大家再接再厉，踊跃投

稿。本期介绍的福建歌谣是《天乌乌》，

大家肯定不陌生，请大家翻到第39页扫描

QR码聆听这首流行于闽南地区歌谣的其中

一个版本。

上期会讯主要以电子版发行，秘书处收到

许多会员反馈要求印刷的纸质版，感谢大

家钟情于纸质的书香和开卷的喜悦，希望

大家务必珍惜；也希望各位会员喜欢本

期的内容。若有何错漏之处，或是对形

式及内容有其他的建议，抑或是想投稿

会员专栏，请您通过以下电邮发送编辑

组：shhkeditorial@shhk.com.sg，让我

们下期做得更好！

种下一棵白玉兰树，寓意“十年树木、百

年树人”。我谨代表会馆及文化学院同仁

衷心感谢总理到访，以及在各社交平台给

予我们的鼓励。福建会馆希望不负期许，

继续为国家培养更多精通华文及中华文化

的栋梁之材。

各位会员，经过了忙碌的上半年，会馆的

脚步不停歇，今年5月至9月期间陆陆续续

举办了多项活动，有：教师节慰劳晚宴暨

飞跃教师奖颁奖典礼、文学奖颁奖典礼、

全国小学生华文讲故事比赛、文化艺术团

参与新中青少年艺术节、舞蹈剧场呈现专

场演出等等。在此特意感谢拨冗担任本会

各活动的主宾，包括王乙康部长、沈颖高

级政务部长、许宝琨高级政务部长、孙雪

玲高级政务次长以及陈佩玲议员。文化学

院也在七月初迎来了一位贵宾——李显龙

总理特于7月6日莅临视察，并在学院庭院

今年的第三期《行》	即福建会馆第74期会

讯出版啦！本期除了承继改版以来图文并

茂的风格以外，在内容方面也获得了多方

友人的献文而更加丰富多彩，页数又增加

了4页，达到整40页！

这期的“闽人丰采”我们邀请到了新加坡

得奖电影人——陈哲艺接受专访。想必很

多人都听过或看过他的成名之作《爸妈不

在家》，但大家或许不知道，他曾是福建

会馆文化艺术团的学员，在团十多年，参

演过多部舞台剧，在文化艺术团的日子可

说为他的电影事业奠定了基础。想更深入

的了解这位80后的新生代对本地华文教

育、传统文化、艺术等的观点，请翻看本

期第30至33页。

本期其他内容还包括：文学奖颁奖典礼、

飞跃教师奖颁奖典礼、全国小学生华文讲

故事比赛、福建会馆文化艺术团参加第三

届新中青年文化节的开幕及专场演出、

会长的话

主编手札

培青

精毅

卷
首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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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事
聚
焦 福建会馆第43届理事会文化

组主任，祖籍安溪，毕业于新加坡大学建筑

系，现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名誉董事、新加

坡五金机械公会名誉会长、新加坡安溪会馆

主席，及南洋柯氏公会会务顾问兼信托人。

于2004年3月加入福建会馆，历任产业组主

任、会员事务组主任，是会馆资深理事之

一。现任和隆集团主席兼总裁。

会馆的核心在于保存和推广中华文化和语
言，举办不同的文化活动更是为了凝聚华
族社群和传承中华文化，让文化成为生活
中的一部分。我相信时代会变，但不变
的，是会馆举办文化活动所坚守的宗旨和
理念。福建会馆对您个人的意义和影响是什么？ 

福建会馆长期以来向福建宗亲提供有力的

扶持与协助，发挥着传承及创新的领导作用，

现在会馆也力求吸引年轻一代的加入，为传统

注入活力。就我个人而言，对能够加入福建会

馆，为弘扬中华文化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感到荣

幸。

福建会馆每年有哪些文化活动，举办这些活动
的意义是什么？

会馆每年都会举办许多华族与福建文化相

关活动，除了重要的新春庆祝活动外，也主办	

例如新加坡福建会馆文学奖、新加坡福建文化

节，以及举办展览与出版刊物等。此外，会馆

常年也通过百年古庙天福宫弘扬中华文化，通

过文化导览、展览、赞助南音演出等等，让更

多国人与海外朋友接触和了解独具本地特色的

华族文化。会馆的核心在于保存和推广中华文

化和语言，举办不同的文化活动更是为了凝聚

华族社群和传承中华文化，让文化成为生活中

的一部分。我相信时代会变，但不变的，是会

馆举办文化活动所坚守的宗旨和理念。

作为新一届文化组主任，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是什么？

机遇方面，主要在于福建会馆有足够的资

源，同时又有多个平台，而理事们理念也一

致，非常支持文化组通过举办各种文化艺术

活动，把中华文化传承推广开来，介绍给更多

人，促进社会的凝聚力。新加坡社会主要使用

的是英语，要以什么新颖的方式吸引青年人参

加我们的活动，是目前所面临的挑战。

新加坡是四大种族融合的国家，如何同时兼容
并蓄发展四种文化？

新加坡这个多种族国家的根基就是多元文

化，提倡各种族文化相互交流及尊重各族的民

族性和文化特征。多元种族造就了多元文化，

花开朵朵，各自鲜妍，多元文化和谐共存就是

新加坡的生存之道。福建会馆在这多元社会当

中正扮演了搭建文化桥梁的角色，通过文化活

动和文化导览，让各族同胞们有机会互相接触

和交流。通过建立一个多元种族的互动空间，

分享各自的文化，让不同种族理解不同的文化

习俗，从而促进社会凝聚力。

福建会馆对于文化培养的重视程度从哪些方面
可以看出？

福建会馆会定期举办文化节，展现福建人的

历史底蕴和其中的文化精神。通过文化节，不

同文化背景和种族的民众能更深刻地体会和沉

浸在福建文化的气氛里。此外，福建会馆也花

费巨资创办新加坡福建会馆文化学院，该学院

作为新加坡第一所由会馆创办的文化学院，集

学前幼教、学后托管、强化课程、青少年演艺

团，以及成人课程等等极力推广和传承传统文

化、艺术及语言，通过不同的活动加深国人的

文化素养。综上所述，可见福建会馆对于文化

是十分重视的。

柯毓麟文化组主任访谈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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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会馆对您个人的意义和影响是什么？
福建会馆与我的关系可追溯到儿时，我从5

岁开始就在崇文阁上幼儿园并在崇福学校读小

学，总共8年。我们家9个兄弟姐妹也都是毕业

自崇福。我小时候与会馆的联系，对我个人来

讲有很大的意义，就想要回来做点事情，回报

以前会馆办校为我们这些学生的付出。我来福

建会馆服务就是想回馈会馆及社会。

福建会馆在社会的影响力、在教育和文化方面

对整个社会的贡献，会馆的方针和做的事情

都是我认同的，这种认同感和以前与会馆的联

系，让我觉得能来会馆服务是非常有意义的一

件事情。

福建会馆的社会组主任主要负责哪些方面的事
务？

社会服务组最大的项目就是两年一度的福建

会馆家庭日，当年会馆开始举办家庭日是为了

让会馆会员、属校教职员和学生家长等有一个

能相互联系的平台。另外的工作就是协助福建

基金审批每月来信要求捐款的慈善项目、一年

两次属校学生助学金的申请、一年一次会馆职

员和会员及附属学校和机构教职员子女的助学

金申请等等。

作为新一届社会组主任，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是什么？

社会服务组主要协助福建基金为慈善机构、

文化和教育组织，以及属校学生等提供资助，

其实就是提供机遇。在挑战和顾虑方面，对我

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在协助福建基金审批的时

候要非常仔细分析和决策，不能浪费资源，也

不能让真正需要协助的人未得到帮助。

福建会馆做过哪些慈善活动、社会服务和福利
服务？

福建会馆除了一直以来协助福建基金捐款

予有需要的机构与组织，以及资助属校助学金

等，近年来也搭建平台给会员义工回馈社会，

如为职总保健合作社疗养院和仁慈医院的住院

者举办和策划活动，邀请疗养院及养老院的乐

龄人士出席天福宫妈祖诞辰的“慈善晚宴”，	

以及元宵庙会等慈善文化活动。

福建会馆做慈善和社会服务的主要宗旨是什
么？

慈善和社会服务是福建会馆的传统功能之

一。在没有社会福利部的年代，会馆承担族

群互助与扶助弱势群体的责任。我们至今仍然

不忘初衷，秉承创会宗旨，为社会提供多项资

助，项目包括：团结族谊、创办并维持教育学

府、弘扬与推广中华文化和语言、颁发文化艺

术奖学金和助学金、保存国家古迹及举办社会

公益活动等等。

慈善和社会服务是福建会馆的传统功能之
一。在没有社会福利部的年代，会馆承担
族群互助与扶助弱势群体的责任。我们至
今仍然不忘初衷，秉承创会宗旨，为社会
提供多项资助。

吕立岩社会服务组主任访谈记

福建会馆第43届理事会社会服务

组主任，祖籍金门，现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董

事及金门会馆董事。于2011年12月加入福建

会馆，历任会员事务组组员、社会服务组副主

任。他是FNA集团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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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会馆对您个人的意义和影响是什么？
福建会馆是一个地缘性的大会馆，对我来说

像是一个大家庭。作为福建人，加入大家庭成

为其中的一份子，尽我的能力为族群服务是我

的荣幸。加入福建会馆也让我有机会扩大生活

圈子，认识更多的同乡及志同道合的朋友。	

福建会馆的会员事务组主要是负责哪些方面的
事务？

 

1.	 审核申请入会者的资料，并提呈常务理事

会及理事会批准会员入会。

2.	 每年举办两次新会员联谊会，并支持青年

团为会员举办活动，如庆冬至等等。这是

为了让新入会的会员进一步了解福建会馆

及尽快融入这个大家庭。

3.	 会员事务组也召集有共同兴趣爱好的会员

们，成立了会员兴趣圈，如足球兴趣圈。

4.	 会员事务组也成立了青年团，让会员们有

一个平台能够组织活动，相互认识，扩大

生活圈，以及回馈社会。

作为新一届会员事务组主任，所面临的机遇和
挑战是什么？ 

作为会员事务组的主任，可以有机会认识到

很多新会员。他们大多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专

业人士，可以更好的协助会馆未来的发展。新

会员加入时大多是为了孩子入学，会馆可以探

讨怎样更灵活的动员会员义工，以及怎样让这

些会员义工继续留下来为会馆和社群服务。

张自章会员事务组主任访谈记

理
事
聚
焦

福建会馆第43届理事会会员事

务组主任，祖籍安溪，现任新加坡宗乡会馆

联合总会理事。于2010年3月加入福建会馆，

历任总务组副主任、会员事务组主任、教育

组主任。

会员义工们支持协助会馆的大、小型
活动；会员义工导览员们为推广华族
及闽南文化不遗余力；大家都是义务
服务会馆，不管是以前、现在、还是
未来，他们对会馆的发展都做出了很
大的贡献。

福建会馆目前有多少会员，会员一般加入福建
会馆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会馆目前大约有5,300余位会员。新申请加

入会馆的人士大多数的目的是为孩子报读福建

会馆属校，正所谓：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为

了孩子的将来。但很多在加入会馆后，感受到

大家庭的温暖，以及学习到更多华族和闽南文

化，培养了一定的归属感。

会员对福建会馆的贡献主要有哪几个方面？
福建会馆的领导班子秉承着福建会馆的宗旨

弘扬中华文化、发展教育事业、热心社会公益

和慈善，以及推动会馆的发展；青年团的执委

们协助会馆凝聚会员；会员义工们支持协助会

馆的大、小型活动；会员义工导览员们为推广

华族及闽南文化不遗余力；大家都是义务服务

会馆，不管是以前、现在、还是未来，他们对

会馆的发展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采访·徐楊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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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务
传
讯新会员联谊会

2019年第一次新会员联谊会于7月

12日举行，共75名新会员出席。

会馆为新会员举办联谊会，借此提

供一个平台，让新会员与会馆理

事、会员和会馆职员相互交流，并

从中对会馆事务和宗旨有更深的认

识。当晚的节目也包括小组有奖问

答游戏，现场气氛顿时炒热。新会

员们在答问环节中也踊跃地提问，

了解会馆义工和会员申请属校学额

的详情。

SHHK Members’ 
Networking Session - 

Fruits Fiesta

Over 100 members and families enjoyed a 
“fruit-full” Saturday evening at Fruits Fiesta on 
20 July 2019. SHHK Youth Group Exco member 
Mr Kelvin Lim gave a crash course on durians, 
sharing tips on how to identify varieties and 
pick good durians. Participants were treated 
with orchard-direct Mao Shan Wang, Black 
Gold and other rare fruits like the yellow 
dragon fruit and Rainier cherries, leaving 
everyone with sweet memories!

   

 

All attentive during the crash course on duri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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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nals for this year’s National Primary 
School Chinese Story-telling Competition was 
successfully concluded on 2 August 2019 at 
Seletar Mall. This is the first time this 15-year 
competition was held at a shopping mall in a 
bid to reach out to a wider audience. Finalists 
as young as 8 years old were unfazed by the 
spotlight of the vast public space and gazes from 
strangers. In fact, they even seemed to outdo 
their own performances during the heats. Senior 
Minister of State, Ministry of 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 Ministry of Culture, Community 
and Youth, Ms Sim Ann, graced the event as the 
Guest-of-Honour.

The competition attracted 118 students from 
68 schools nationwide in a grand showcase of 
their oratorical skills. The competition was also 
a platform for students to build confidence in 
public speaking, which will be an important 
asset for their career development in future. The 
preliminary round was held in Nan Chiau Primary 
School with 12 judges tasked to pick the top 16 
finalists. 

National Primary 
School Chinese 
Story-telling 
Competition 2019

Kwok Yu Qian from Ai Tong School eventually 
emerged as the winner with his natural rendition 
of a speech featuring 6 different languages. Ho 
Ge Bun from Anglo-Chinese School (Junior) and 
Li Nina from Nan Chiau Primary School won the 
first and second runners-up, respectively. The 
other 13 finalists received consolation prizes. 
A big congratulation to all winners and a big 
thank you to all students, teachers and schools 
that had participated this year.

↑The students’ exciting performances

↓The competition attracted more than 300 students, 
parents, guests and members of the public giving 
support to the 16 final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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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全国小学

华语讲故事比赛

↑主宾与参赛学生愉快畅谈

↑16名晋级大决赛的学生与主宾、会馆理事、评委等合影留念

2019年全国小学华语讲故事总决赛于2019年8月2日

在利达广场圆满举行。这项比赛已步入第15个年头，

并首次在学校以外的公开场所举行。当天，16名晋级

大决赛的学生使出浑身解数，把最好的表现呈现给观

众。除了有支持者到场为同学们加油打气，也吸引了

许多公众驻足观赏学生的精彩表演。活动主宾是通讯

及新闻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高级政务部长沈颖女

士，当天她也与大决赛的学生们恳切交流，分享她当

年参加学校演讲比赛的心得。

今年的比赛总共吸引了68所学校的118名小学生参

加。初赛在四个分场举行，并邀请到多达12位老师担

任评审，从中挑选出16位表现特出的同学进入大决

赛。在宣布大决赛成绩前，评审代表蔡志礼博士点评

道：“学生的表现都很亮眼，旗鼓相当。”评审们也

表示较注重演讲内容的风趣性和题材上的创新，以及

是否在演讲当中适当加入本地元素等等。

最后，来自爱同学校的郭昱谦同学凭着生动自然的表

现夺得冠军。英华学校（附小）的何各彬同学和南侨

小学的李妮娜同学则分别获得了亚军和季军。恭喜所

有进入决赛以及获奖的同学！也希望来年更多学校支

持这项全国性的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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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传
承

福建会馆文学奖已迈入第17

年，为求更好的凸显会馆的参

与和展现统一的品牌定位，今年

为所有比赛项目设计了新标志。新

标志设计的概念源于树枝发芽开

花节节高的寓意，蓝青色则代表

青出于蓝而更胜于蓝。

第十七届新加坡福建会馆文学奖

暨福建基金文化艺术奖学金颁

奖典礼于2019年8月17日圆满举

行，共颁发了110份奖项，主宾为

内政部兼国家发展部高级政务次

长孙雪玲女士。

福建会馆文学奖是会馆结合了三项

华文创作比赛，即：福建会馆属校

小学生华文创作比赛、全国中学生

华文创作比赛——“新蕾奖”、“

新蕾爱拍客”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

所主办的颁奖典礼。今年的文学奖

颁奖典礼也联合颁发福建基金文化

艺术奖学金，希望协助培育对中华

文化具备热忱与技能的人才。

随着社交媒体的普及化，“新蕾

奖”继去年新增组别“新蕾爱拍

客”的成功，今年再接再厉增设

了“新蕾即时电报”，从学生上载

到社交媒体Instagram的作品当中

选出网络人气奖。为配合时下年轻

人在快节奏的生活中喜欢用简洁文

字抒发情感的方式，大专文学奖也

增设了“三行诗”组别。本届“大

专文学奖”的参加人数也比去年增

加了53%。

主宾孙雪玲高级政务次长、陈精毅会长、众理事、属校校长与属校小学作文比赛得主合影

颁奖礼现场也展示获奖作品

新蕾爱拍客网络人气奖

贾月瑄同学的作品

友谊是人生命里不能缺少的部分。
在新加坡，异族朋友更是在我们成
长的纸张上增添了不少色彩。

第十七届新加坡福建会馆文学奖暨 福 建 基 金 文 化 艺 术 奖 学 金 颁 奖 典 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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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典礼分别安排了新蕾即时电报和三行诗及汉诗

的获奖同学分享创作心得，同时也邀请了文化艺术奖

学金得主徐君翔和徐君宏演奏大提琴和倍大提琴。筹

委会更是邀请文化艺术奖学金得主李秀萍和王俐雯分

别担任舞台协调员及司仪。对此，两位同学都表示在

这次的体验中学到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祝贺所有的得奖者，希望同学们都能继续坚持写作的

爱好，以及在艺术领域取得优异的成绩。

福建基金文化艺术奖学金得主徐君翔

和徐君宏演奏大提琴和倍大提琴
主宾颁发文化奖学金予得奖者

出席颁奖礼的获奖者及观礼嘉宾

第十七届新加坡福建会馆文学奖暨 福 建 基 金 文 化 艺 术 奖 学 金 颁 奖 典 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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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青少年

联合献艺
由新加坡报业控股属下学生报、中国文化中心、中

国儿童艺术剧院联办的第三届新中青少年艺术节，

于今年7月展开，福建会馆文化艺术团的青少儿团

员受邀参加7月6日的开幕礼演出，并在之后呈献

了4场专场演出。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是中国最富盛名的专业儿童剧

团，多年前曾接待到北京访问的福建会馆文化艺

术团。本团也曾经协助儿艺在新加坡推出创团大

戏“马兰花”，这次能同台共同演出，充分体现了

新中文化艺术交流的渊源与紧密联系。

儿艺这回呈献的是新编经典寓言故事《三个和尚》，

本团则以童话剧《东郭先生和狼》、儿童歌舞剧

《胡涂村》以及黄树平老师谱曲的歌舞表演《就在

今天》粉墨登场，几十位青少儿演员在舞台上载歌

载舞、挥洒青春，赢得观众的好评和赞赏。

↑童话剧《东郭先生和狼》

↑

第三 年

•	 联合早报于6月8日刊登“福建会馆文化艺术团	新中青

少年艺术节献艺”

•	 联合早报于7月6日刊登“台上载歌载舞台下互相观摩	

新中青少年以艺术建立友谊”

•	 大拇指于7月8日至21日刊登“青少年艺术节来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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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随意门 — 
以戏剧乐学华语

“文化随意门”由教育部推广华文学习委员

会资助，鼓励老师带领学生走出校园，在正

式的舞台观赏以华语为媒介语的演出。福建

会馆文化艺术团已连续4年获选参与这项计

划，前来观看演出的学校超过113所，学生

观众达14,000人次。

目前文化艺术团共排演了3出戏，供学校

选择。
↑学生们踊跃参与其中

↑《包小龙捉贼记》

↑《包小龙审书包》

《三借芭蕉扇》用贴近生活的语言，深入浅出

地演绎经典名著《西游记》。幽默风趣的故事

情节，让老师和孩子们都禁不住捧腹大笑。剧

目深受同学们的喜爱。

《包小龙捉贼记》和《包小龙审书包》则是借

助现代包青天，动员现场的学生观众一起找出

剧中犯了错误的人物，学生们还必须以华语说

出其中的理由和证据。剧目贴近生活而且互动

性强，同学们在阵阵笑声和掌声中乐学华文华

语！

↑经典名著《西游记》之《三借芭蕉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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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跃·和谐·感恩

今年运动会共有130个学生参加，除了8个

幼儿项目外也特备了8个亲子项目，邀请

家长参与。不少校友也前来给弟弟妹妹加

油打气！当天适逢李显龙总理参观福建会

馆文化学院，本校也有幸邀请总理颁奖给

K2项目赢得比赛的同学们。

国庆前夕，学校在庆祝我国54岁生日的当

儿也邀请学生的祖父母们到来共渡温馨的

祖父母日。祖孙跨代一同完成新加坡美食

大拼图、种族服装换装表演，之后齐声同

唱多首爱国歌曲，留下美好的回忆！

2019年8月8日 

庆祝国庆暨祖父母日

福 建 会 馆 幼 儿 园

今年恰逢我国纪念开埠200年，因此种族和谐

日主题为怀旧游戏，有打纸球、吹泡泡、踢

毽子、老鹰捉小鸡、陀螺、五石子和拣棒子

游戏等等。学生们也有机会品尝各种族的美

食，如：华族的猪肠粉、印度甜米粉（putu-

mayam）、马来小蛋糕（kueh	 bahulu）和

欧亚裔的云石蛋糕（marble	 cake）。小朋友

们从游戏和美食当中体会到和谐包容的可贵。	

悠扬悦耳的“荷塘月色”为幼儿园的中秋庆

典拉开序幕，小朋友与家长们都随着音乐翩

翩起舞。随后，大班的小朋友进行设计灯笼

的活动，小班的孩子们则与父母一起动手做

月饼。在美味的月饼和清沁的茶香中，大家

共渡了愉快的亲子时光。

2019年7月19日

种族和谐日

2019年8月30日

提灯庆中秋

2019年7月6日

 常年运动会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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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会馆午后学堂，为小学一至六年级的学生提供优质的学

后托管服务。

除了日常家庭作业的监督外，午后学堂也致力提升学生的自

我管理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帮助孩子进入最佳的学

习状态，成为自律、自动自发的积极学习者。

在午后学堂，孩子们可以得到：

•	专职合格的教师督导您的孩子

•	设备齐全的开放式概念游戏区

•	宽敞绿意盎然的户外空间*

午后学堂校园的地址：

庆国庆·传温情

午后学堂的学生们于2019年8月8日探访了

德教养老院，为中心的年长居民带来欢歌笑

语。这一天的走访慰问不仅给年长者送达温

暖和温情，更重要的是向学生们传达敬老尊

贤、饮水思源的优良传统价值观，让学生们

表达对长辈的关怀和感恩。

学生们为年长者呈献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歌舞

表演并与他们互动交流。学生也将自己亲手

绘制包装的国庆礼包送给每位年长者，表达

对他们的关爱。中心的年长居民在欢乐的氛

围中感受到来自晚辈们的浓浓关怀和温暖。

想来午后学堂吗？扫描QR码了解报名详情

午 后 学 堂

午 后 学 堂  SchoolAfterSchool
After School Care

Call to register now at : 
6589-9500   
email: sas@shhkca.com.sg

庆国庆·传温情

SAS@Toa Payoh
397 Toa Payoh
Singapore 319639

*SAS@Sennett Road
5 Sennett Road 
Singapore 466781

•	优良品格教养的熏陶

•	灌输团体生活的纪律

•	学校假期全天托管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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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品格与学习态度对于他们的长期
发展比课业成绩来得更为重要。”

 Chua Siang Peng Ivy
静山小学		Jing	Shan	Primary	School

“对我而言，每一位孩子都是
可塑之材。”

		Lee Wee Choo
菩提学校		Maha	Bodhi	School

会
讯
特
写

“My deep faith in my students’ capabilities is a beacon 
of positive encouragement for them to grow and be a 
contributing member of society.”

Hasnira Bte Talib
Grace	Orchard	School		恩园学校

“I believe that a teacher can make a difference if he or 
she is committed to genuinely nurture students from 
the heart. ”

Kallaivanee D/O Paramaseevan
Chung	Cheng	High	School	(Yishun)

中正中学（义顺）

“我相信只要给予学生们正确的引导，
每个孩子都能成功。”

		Lee Lian Hui Roy
聚英中学		Juying	Secondary	School

默 默 耕 耘 的 校 园 园 丁 — — 2 0 1 9 飞 跃 教 师 奖 获 奖 老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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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让每一位学生对学习产生兴趣是
我的信念。”

	Ng Shao Chui Delisa
道南学校		Tao	Nan	School

“I am especially heartened when students become 
motivated and do well despite family situations.”

Nor Faatihah Binte Haron
Boon	Lay	Secondary	School  文礼中学

“我深知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
因此每逢新学年都会尽快熟悉所教导
的每位学生。”

		Angeline Ong Ling Ling
颜永成小学		Gan	Eng	Seng	Primary	School

“面对数码原住民一代，我经常运用视频
及科技，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加深他们对
课程内容的记忆。”

		Phan Huey Ju
育能小学		Yu	Neng	Primary	School

“If I can exemplify motivation towards my own growth 
and learning, my students will also be encouraged to do 
well.”

  Wee Lip Hui
实勤中学  Serangoon	Garden	Secondary	School

默 默 耕 耘 的 校 园 园 丁 — — 2 0 1 9 飞 跃 教 师 奖 获 奖 老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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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宾王乙康部长、会馆监理员	、常务理事、六校校长、飞跃教师奖得奖者和奖学金得奖校友

与参加晚宴的约一千名属校及会馆教职员祝酒

一年一度的教师节慰劳晚宴暨飞跃

教师奖颁奖典礼，汇聚了6所属校

及会馆附属机构的教职员们共同欢

庆教师节，旨在答谢教师们一年来

的辛勤耕耘。晚宴于2019年9月5

日在费尔蒙酒店举行，并非常荣幸

邀请到教育部长王乙康先生担任主

宾，他在当晚颁发了飞跃教师奖予

10位教师，并在致辞时表扬会馆一

百多年来为教育所作出的贡献。

福建会馆会长陈精毅先生则颁发教

育服务奖予前任教育组副主任黄

培青女士。教育服务奖是教育部

为表扬政府辅助学校的管委会或董

事部而颁发的奖项。当晚会馆也首

次颁发“属校校长长期服务奖”予

为属校服务多年的前任校长，曾于

2010至2018年在南侨中学服务的

陈毅刚校长获得表扬。此外，荣获

本年度总统奖学金和总理书籍奖的

陈精毅会长颁发教育服务奖

予黄培青理事

总统奖学金得主萧甍晔(右二)与南侨小学的林吉祥师

总理书籍奖得主彭诗惠(左一)与道南学校的连炜尊师

—2019年教师节慰劳晚宴暨飞跃教师奖颁奖典礼 

校友也受邀出席晚宴，向所尊敬的

老师献花致意。

当晚，教师们也放松心情积极参与

了有趣的游戏。为配合“独特新加

坡”的主题，老师们有的作红头巾

造型，有的印制了特别的新加坡式

英语T恤，有的更设计了富有新加

坡特色的峇迪装，设计极富想象力

又充分体现了团队精神。

饮水思源 . 忱谢师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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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 than 1000 teachers and staff gathered to celebrate Teachers’ Day 2019

The Teachers’ Day Appreciation Dinner cum LEAP Award 
Presentation Ceremony 2019 was held on 5 September 
2019, at Fairmont Singapore with Minister of Education, 
Mr Ong Ye Kung, gracing the occasion as the Guest-
of-Honour. Ten teachers were shortlisted from a total of 
848 nominations to receive the annual LEAP Award from 
Minister Ong. Over a thousand teachers and staff from 
Singapore Hokkien Huay Kuan’s 6 affiliated schools, 
Cultural Academy and the Secretariat enjoyed a fun-
filled evening of great food and camaraderie. 

Best dressed team for “Uniquely Singapore”

↑	↓Fun and creative wefies posted 
by the teachers

2019 Teachers’ Day Appreciation 
Dinner cum LEAP Award 
Presentation Cere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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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显龙总理于2019年7月6日参访新加坡福建会馆文化学

院并了解学院成立5年来在文化及教育领域取得的成果。

首先迎接总理的是幼儿园的凤阳花鼓队和武术表演；接

着，陈奕福副会长引领总理一行参观会馆文化廊及文化学

院的四组展板。二楼的多功能礼堂这天正好举行幼儿园运

动会，总理见证了两场赛事并给小朋友颁奖。成立5周年

的新加坡华族舞蹈剧场则为贵宾呈献了原创互动舞蹈表演

《红山的传说》。到了午后学堂，总理和学生组成一组挑

战竞技叠杯，并即兴和学生自拍，其乐融融。到福建会馆

参访，当然少不了参观家喻户晓的福建会馆文化艺术团儿

童演艺班，导师与老中青少团员和总理快乐互动。最后，

总理为文化学院种下一棵白玉兰树，象征育人为本，百年

树人。

总理之后在面簿个人页面发文写道：“学院提供多样化的

活动，让学生们以不同的方式学习华语以及接触华族文

化。这些年来，在老师细心的指导下，栽培了一代又一代

热爱华族文化的学生。希望学院能够再接再厉，更进一

步，继续发扬华族文化！”

午后学堂呈现机器人演示

幼儿园学生运动会强调团队精神 总理快乐挑战叠杯活动

文化学院四大种族学员在众理事的见证下与总理齐植树

李
显
龙
总
理
参
访

福

建

会

馆

文

化

学

院

陈奕福副会长为总理导览文化廊

总理与午后学堂学生和家长合影

与福建会馆幼儿园的师生及家长大合照

总理与文化艺术团老中青团员以及导师合影

舞蹈剧场呈献互动舞蹈表演

李总理

为文化学院

种下白玉兰树

象征育人为本，百年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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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的晚上能够有机会去观赏一场演出，感觉

是非常美好的事情，如果恰好赶上一场精彩的演

出，这种美好的感觉就不是一个晚上，还可以延

续整个周末，乃至下一周。其实一些精彩的演

出，你会始终记得。

2019年7月19日正好是个星期五，又正好让我有

机会在这个美好的晚上，欣赏到新加坡华族舞蹈

剧场的年度演出《成诗呈剧——觅“知音”》，

演出非常精彩，令人回味。我想很多年之后，我

还会记得这场演出的。

本次演出分为上下两场，上半场以古典传统的抒

情方式，演绎了《游西湖》、《游淮安》两首诗

作及故事，舞蹈有诗的意境、有传奇的婉转、有

历史的铿锵，舞蹈演员看上去年龄都不大，她们

沉醉的表情、典雅的舞姿，深深感染了每一位观

众。

如果说上半场的演出让人陶醉，那下半场的演出

则颇令人惊叹和震撼。舞台和灯光设计很有创

意，难得的是演出采用了现场音乐演奏，音乐家

  

们的演奏与舞蹈员的表演有着美妙的结合，让人

获得最大的欣赏愉悦和满足感；也让我对舞蹈语

汇、语言的表达和传达，产生浓厚兴趣和折服。

剧中四对人物的不同关系定位、不同故事演绎、

不同情感交流和思想沟通、交涉，甚至碰撞、对

决、对抗，让我忽然意识到原来舞蹈语言的表达

也可以如此的惊心动魄、扣人心弦，原来酣畅淋

漓的舞蹈不仅有强烈的抒情性，还有如此深刻的

揭示作用和超越语言的思辨能力。此外，剧中通

过黑色方凳和白色交织交错的编织带等道具所指

涉隐喻的社会环境、人际关系、阶级意识显得意

味深长，耐人回味。

新加坡的舞蹈舞台是多元开放的，同一个舞台上

汇集了来自不同国家，具有国际视野和演出经验

的不同岗位的剧场人，不仅是这场演出的特色，

也是新加坡文化及艺术的特色。新加坡华族舞蹈

剧场自五年前转型为专业舞团，今天看来是成功

的，舞蹈演员可能是学生或业余的，但舞蹈演出

就不能以业余为借口，我非常欣赏他们的专业精

神和专业气质，期待他们接下来有更多精彩演

出，觅得更多同道知音。

文·邹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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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提供	·	吕爱玲

靖熙4岁的时候，我想让她学习跳舞，希望为她的品格、仪态

和艺术素养打下一些基础。身边的朋友建议中国民族舞蹈。

我了解了市面上其他的选择之后，也决定让靖熙学习华族舞

蹈。华族舞除了讲究身体的律动之外，还非常讲究眼神的诠

释，在音乐响起时，舞者在一举手一投足之间，都能够展现

出无限的艺术魅力。

靖熙从4岁那年开始学习华族舞蹈，至今已11年，从当年腼腆

的小女孩成长为今天亭亭玉立的少女。舞蹈不但丰富了她的

艺术涵养，也让她更有纪律和责任感。最初学舞的时候，我

们发现她有时候并不是非常投入。记得她四年级的年底汇报

演出，我跟她的父亲都发现她并没有全心投入，舞姿和动作

等等都不是很到位，我们都感到有些失望。演出结束后，我

们跟她谈了谈，决定让她仍然继续学习舞蹈，但隔年的年底

汇报演出不参与表演，让她从观众席观看同学们的表演。那

一年，虽然她没有参加表演，但似乎更有收获。从观众席的

角度，她看到了哪些舞者跳得好、哪些能够吸引目光、哪些

则有待进步。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发现她对待舞蹈，甚至是

对待学习，以至于处事待人的态度都产生了很大的转变。这

也是她学习舞蹈的一个转捩点。之后，每一场舞蹈表演，她

都会全心全力，我们看了也感到十分欣慰。

除了靖熙，当翊熙和煦熙4岁时，我也让她们学习华族舞蹈，

三姐妹都很喜欢上舞蹈课。靖熙在这11年的学习中，我觉

得她最大的收获就是找到了自己热爱的艺术活动，每周的练

习虽然相当辛苦，但她从不缺席并非常期待上舞蹈课。她的

另一个收获，就是结交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看着她们非

常认真并开心的跳舞，身为家长的我们，能够看见孩子们透

过学习艺术，陶冶性情，而又有一群好朋友陪伴在她们的身

边，也十分的开心。

舞蹈不但丰富了她的艺术涵养，
也让她更有纪律和责任感。

-	孔靖熙妈妈吕爱玲女士

想体验及进一步了解华族舞蹈培训课程吗？

  2019

	 			10月26日	 							10月27日	

信立路5号，A座202室							大巴窑2巷397号，407室

扫描QR码，

观看靖熙的

分享

扫描QR码，

了解开放日

详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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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特选中学，南侨中学近几年提供了不少平台，让

莘莘学子对身为“南侨学子”的特有身份进行寻根和

反思。所谓饮水务必思源，南侨中学学生除了要能学

贯中西，也要能心系南侨，心系祖国。唯有在清楚身

为“南侨学子”的身份，并且体会这个身份所承载的

使命和代表的价值观后，方能继往开来，兼程再起

航。

为加深学生对当代课题的认识，开拓全球视野，本校英

文部与人文部每年都联办“当代新加坡课题论坛”。今

年，我校更是有幸邀请到本地企业翘楚，新加坡管理

大学主席暨悦榕控股执行主席何光平先生莅临本校演

讲。何先生与学生分享新加坡衔接中西得天独厚的优

势，并提醒学生视新加坡的多元性和包容性为契机，

积极地面对未来的挑战。何先生生活经历丰富，他曾

经担任过记者，而后在家族企业的基础上开拓个人的

事业，人生经验丰富，视角跨度广阔，更可贵的是他

对当下全球局势，以及对新加坡青少年所关注的课

题，都有很深入的认识。他字字珠玑，深入浅出地和

学生分析不同的课题，并加以肯定探索国民身份认同

的重要性。他以悦榕庄进军欧美以及中国等国际市场

为例，鼓励南侨中学学生把握双语的优势，未来成为

东西方社会对话的桥梁，为新加坡作出贡献。

文·陈维彪

书
香
文
苑

南侨 . 寻根 反思 认同 学习

↑何光平先生莅临本校为学生演讲，并进行答问交流

早在去年，本校英文部与人文部就开始携手合作，带

领学生思考身为新加坡人和特选学生的身份认同课

题。是时，O水准英文文学也推出新教材《Hook	 &	

Eye:	 Stories	 from	 the	Margins》，这本收录了各阶

层新加坡人故事的短篇小说选集，为探讨这个课题的

师生提供了绝佳的切入点，书中的故事也丰富了学生

在社会科学课堂上的讨论，让他们得以更全面地反思

身为特选中学学生应如何立身社会，回馈社会。学生

精读文本除了能提高语文素养，还能走进小说中的世

界，身临其境，随着故事的脉络发展深入探索身为	

“新加坡人”所面对的身份认同课题，为社会的融

合、社群的包容以及新加坡社会未来的和谐走向，尽

一己之力。↓南侨师生与何光平先生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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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五月下旬，光华学校组织了两团

师生，分别到北京和台湾展开参观企

业的体验式学习之旅。北京团参观的

是盒马鲜生企业和蒙牛集团；台湾团

则参观的是巧克力共和国和慈济环保

资源回收站。

↑盒马是阿里巴巴集团旗下，以数据和技术驱动

的新零售平台。在盒马店，学生亲身体验到无现

金交易的企业经营模式，并了解到收集分析顾客

购物的大数据对一家企业的成功起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

↑到巧克力共和国参观，学生们发现它并不单单

是一家巧克力工厂，而是结合了巧克力生产和观

光旅游的一家企业。学生们除了通过参观园区了

解巧克力的历史、文化和知识外，还能动手制作

专属个人风格的巧克力糕点。这种结合不仅为企

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也让它变为一个寓教于

乐的巧克力殿堂，成为桃园市的地标之一。

参观企业的体验式学习，能让学生走出校

园、走出新加坡，了解到不论是电子商务

类、健康饮品类、生产结合观光类和环保类

的企业，都有其创建理念，经营模式和成功

之道。参观企业的体验式学习不但开阔了学

生的视野、启发学生的思维，也有助于塑造

学生自身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对学生未来人

生的志愿和发展，起着重要的影响。

文·陈建文

光华 . 体验式学习

↑在参观蒙牛企业时，讲解员结合各种图表、文

字、图片等相关资料，让学生对蒙牛集团的产品

从生产环节到销售环节都有了更直观的了解和认

识，从而明白了蒙牛在全球乳制品业中名列10

强，是与它有效的生产和销售管理息息相关的。

↑在慈济环保资源回收站，经义务人员的讲解介

绍，学生们才发现环保站是一家环保企业，不仅

仅发挥环保回收的功能，还扮演了环保推广和教

育的角色。此外，慈济环保回收站将垃圾变黄

金，如塑料瓶可制作成艺术品、经处理后也可制

成衣服及鞋袜等。学生在看到各种废弃物被巧妙

转化为可用物时，都感到十分新奇、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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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Tong . Positive Education

Positive Education was identified to be a key 
leverage to Teacher-Student-Relationship (TSR) and 
a programme was started in ATS in 2017. Through 
Positive Education, teachers develop strategies for 
positive emotions and growth-oriented mindset to 
enhance TSR and bring about joyful learning. The 
foundation of Positive Education is nurturing gratitude 
and developing a growth mindset. With a growth 
mindset, students are encouraged to develop their 
strengths and virtues; be  appreciative and thankful 
for what they have. 

Our school's approach takes two folds:

1. Broad base for all with Gratitude Corners being 
set up in all classrooms to create a conducive 
learning environment, thus bringing about a 
positive classroom culture and a customised 
Growth Mindset goal setting journey booklet 
designed for all students.

2. Positive Education Enrichment module at P1 & P2 
where students are introduced to the Gratitude 
and Growth Mindset modules in-depth. For 
example, in Gratitude module, they learnt about 

Not forgetting that teachers are the key to purposeful 
learning, staff training sessions have been conducted 
to build staff capacity in the Positive Education 
journey. Since implementation, the programme 
has received positive feedback where teachers 
reported better TSR, and students being more 
motivated towards their studies. Moving forward, 
the same growth-oriented mindset is applied to the 
programme itself and we seek to constantly adjust 
and update for progressive growth.

- Mrs Jeanny Wong 

↑Gratitude cards designed and customised by 
teachers to engage students

Gratitude and Growth Mindset Interactive   
noticeboards in classrooms

being thankful, the need to show appreciation 
and ways to return kindness. In the Growth Mindset 
segment, students learnt about growing their brain 
muscles and realising the possibilities of growth in 
learning with practices. Discovering the power 
of ‘yet’ would challenge students’ perception of 
learning and achievements and empower them 
with a positive outlook towards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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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 Chiau Primary .  
Lifelong Learning

In Nan Chiau Primary School’s Watch Me Soar 
Programme, every student will be equipped with 
essential life and leadership skills through the Lifelong 
Learning Programme, enabling them to lead their 
own life with confidence as responsible individuals 
and effective leaders.  

In this programme, the introduction of Nan Chiau 
Primary School 6 Habits will empower our students to 
stop and think about their choices and the different 

↑NCPS students with NCPS 6 Habits fans ↑ NCPS teachers doing the hand gestures for NCPS 
6 Habits

↑ NCPS 6 Habits teachers sharing during WMS PD 
session

- Ms Nooraina Binte 
Mohammad Nasir

Ai Tong . Positive Education

outcomes that may come with those choices. This 
will help to unleash our students’ potential to lead 
their own lives and influence others.

The NCPS 6 Habits are: 
• Habit 1 – I am IN CHARGE!
• Habit 2 – I SET GOALS!
• Habit 3 – I PRIORITISE!
• Habit 4 – I believe EVERYONE CAN WIN!
• Habit 5 – I EMPATHISE AND LISTEN!
• Habit 6 – I believe TOGETHER IS BETTER! 

A series of classroom activities are designed to bring 
out these skills in our students through effective 
collaboration with their peers in Watch Me Soar 
project works.

Our teachers are equipped with the knowledge 
in how they can  infuse the habits into their daily 
teaching and this helps to ingrain the habits into our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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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rs Lorraine Alcantra

Tao Nan . From Singapore 
to Singaporean

Aligned with the Singapore 
Bicentennial, our school spared no 
effort to celebrate our nation’s rich 
history in order to imbue Taonanites the 
sense of nationhood, national pride 
and belonging. 

The celebrations focused on 
programmes and activities that 
touched on the affective, aesthetic 
and physical domains. Firstly, our 
choir kicked off the celebrations with 
a performance to an appreciative 
crowd at the Istana on 5 June 2019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Hari Raya Open 
House. 

It was followed by the school’s National Day 
celebrations on 8 August 2019. The day started with 
the whole school witnessing the Colours Parade. 
Primary 1 to 3 students thereafter displayed their 
physical skills and sportsmanship in the Sports Carnival 
and the Primary 6 students worked collaboratively 
to overcome challenges in the Amazing Race. 
For the National Day Concert, the school had the 
joy of welcoming two special participants: Charlie 
Lim, an ex-Taonanite, is the artist who updated the 
classic National Day Parade song, We Are Singapore, 
which he performed during the parade in 2018. 
Jordin Tan, a current student, is one of the young 
performers featured in the 2019 National Day Song. 
Their performances at the concert were met with 
thunderous applause.

The series of celebrations culminated with a visit by 
Singapore’s very own Olympic Gold Medalist, Joseph 
Schooling, on 21 August 2019. His arrival in school was 
met with screams and cheers. He shared his personal 
journey towards success and the values that have 
grounded and guided him along the way. A number 
of lucky students even had the chance to pose him 
questions while a few got to pit their physical skills 
against him. The visit was indeed a memorable event 
for the students and it also marked the end of our 
Bicentennial celebrations. The series of celebrations 
has definitely invigorated the students and staff and 
augmented our pride in being a Singaporean.

↑Our choir sharing joy and showcasing inclusivity at Istana

↑Taonanites enthusiastically responded to Joseph 
Schooling

↑National day observance cere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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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孙维维

崇福 . 爱上华文

8月3日（星期六）早上，崇福的小选手们

在老师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地来到了安德

逊小学，准备在“新加坡中小学华文课文

朗诵比赛”的大决赛中大显身手。

在本次比赛中，本校共选派了6组选手代表

参赛。参赛同学们不但在初赛中摘取了三

枚金牌、三枚银牌，还在决赛中一举赢获

小学低年级个人组冠军、低年级团体组冠

军，以及高年级个人组亚军的好成绩。

值得一提的是，本校三恭敬班的孙启瑜同

学还是首次代表学校参加大型赛事。她年

纪虽小，却勤奋好学，可谓是“小荷才露

尖尖角”！更难得的是她的父亲是印族同

胞，小启瑜凭着一股坚强的毅力，练出一

口标准的华语，以她轻快活泼、俏皮多变

的朗诵风格，赢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并

得到了评委的一致好评，一举夺金。

比赛结束后，同学们纷纷表示这次的经验

让大家感受到了华文的魅力，以及中华传

统文化的精神内涵。这个由教育部推广华

文学习委员会主办的活动，也给各校师生

们提供了一个相互学习和切磋的平台，引

导同学们更加努力提升华文华语水平，掌

握好母语。 ↑学生在比赛中不仅交出了漂亮的成绩单，也更加喜爱华文

↑孙同学生动活泼的朗诵得到评审青睐，获低年级

个人组冠军。颁奖嘉宾为教育部兼人力部高级政务

次长刘燕玲女士

↑四年级的牛梓原、李悟及胡永喆同学，全情投入地

朗诵课文《铜钱的响声》，生动表达阿凡提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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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
人
丰
采

陈

文·徐杨婷

这一期的闽人丰采,我们非常荣幸的采访到福建籍的新加坡年轻电影
人——陈哲艺。他的获奖成名作《爸妈不在家》在华人电影圈里可说是家
喻户晓。80后的他凭着一股热忱，坚毅不屈选择了非传统的教育道路，一
路走来不易，就让我们与大家分享这位具有非主流经历，拥有广阔国际视
野的他对本地的敎育体系，文化传承及艺术方面有何新的看法及视觉。	

艺
哲

人

物

专

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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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时的回忆

陈哲艺童年就读于新加坡南华小学，毕业后

升上华侨中学。小时候让他印象最深刻的是

去福建会馆的演艺班上课，一开始是因为父

母的安排，没想到越上越觉得有趣，多元丰

富体验式的上课内容，包括口语、形体、游

戏、表演唱、绕口令等等都让他乐在其中。

他还记得当时的授课老师有—秀玲、树平、

曼华老师、秀菊老师等，现任福建会馆文化

学院院长方百成先生也曾代过几堂课，老师

们讲的故事至今都还记忆犹新。	

哲艺小时候是在纯英语的家庭环境中成长，父

母亲都是英校生，只有阿嬷这一辈讲华语。也

许是因为阿嬷和小二华文老师的关系，哲艺在

小一小二的时候就特别热爱华文，再加上会馆

演艺班的耳濡目染，为自己的华文华语打下了

稳固的基础。演艺班的训练，也让他对舞台剧

和演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会馆的大小舞台

剧如《大灰狼》、《阿里巴巴和21大小盗》、

《神笔马良》等等，几乎每一部戏都有哲艺的

身影。问他印象最深刻的角色，竟是扮演大灰

狼！正因为从小就有演舞台剧的经验，自己尝

试过演戏的滋味，成为导演之后的哲艺对演员

的表演要求非常严格。

采访中他也表示双语能力让他遨游国际，不管

是去中国大陆、台湾、香港还是欧美等地方做

宣传，或是面对媒体的访问，他都能够用中英

双语应对自如。

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踏上电影专业这条路，也伴随

着些许坎坷。回忆起在华中念书的时候就开始接

触到一部部莎士比亚等经典英国文学著作，舞台

剧变得不再是自己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他走进了

一段迷茫期，甚至一度想要放弃。但最终发现了

外语电影，打开了另一种可能性，终于找到了自

己的真正所爱—电影制作。大部分的华中毕业生

都选择到初级学院继续升学，但哲艺却在家人集

体反对的声浪中，毅然决定去义安理工学院修读

电影音响录像专业。

记忆中的阿嬷

谈到电影题材，哲艺坦言更多是个人情绪的舒

发及宣泄。为何会拍出《阿嬷》这部短片，因

为他是长孙，从小就跟阿嬷很亲，面临她的离

世，他内心有说不出的撼动，感伤和失落。对

他来说这是一部很个人的片子。他还记得那个

时候他在兵营，突然接到电话说阿嬷脑出血进

了医院，就立刻请了假守在阿嬷的病榻旁，却

也只能默默的看着她渐无声息。自己始终放不

下，才拍了这部短片来表达对阿嬷的思念。哲

艺说到这里长叹一声，说自己很可惜没有跟阿

嬷学会讲闽南话，他觉得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传

承，不可以丢失。闽南话没学会，倒是闽菜如

数家珍。问他最爱，竟然是“番薯粥”。不管

福建人是在美国、英国或是澳洲，只要乡愁来

袭，一把米加上几乎哪里都买得到的番薯（地

瓜），煮成了清淡温热的粥水，配上小菜，就

仿佛回到了热带雨初歇的南洋阿嬷的厨房。虽

然现在住在伦敦，如果没有出差，他每天都会

亲自下厨煮饭给家人吃。

哲艺在2001年童话剧汇演－闹闹福康林的演出中饰
演大灰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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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制作的体会

纵观亚洲和欧美的电影市场，哲艺有着自己独

到的见解。他认为，西方的电影业拥有很深远

的历史和成熟的体系，不管是剧本创作还是拍

摄技术，他们的运作即专业又有系统。亚洲电

影业处于发展期，还在不断的追求探索中。很

多亚洲的演员都不是正规科班出身，在试镜过

程中，大多凭借着自己的直觉或是看过的剧集

表达情绪，很少会深入分析剧本以便精确表达

角色。

哲艺分享时说要拍一部好的电影,资金不是一个

决定电影好坏的主要因素，更重要的是必须非常

用心深入体会，情之所至的完全投入其中。《爸

妈不在家》这部电影取材于他儿时记忆中琐碎的

感受，只因那些画面不断的涌现在脑海中，他觉

得自己需要坦诚的,完整的把情绪表达出来，于

是就奋笔疾书，勾勒剧本。他说：“拍电影不能

刻意设计剧情，而是你自己已经有想说的故事。

电影本身，包括艺术，其实就是在观察人性、人

与人之间的互动。如果你能很细致的描绘表达出

来，就能够让观众产生共鸣”。

拍电影的过程即漫长又辛苦。起步时由于没有

拍长片的经验，在寻找资金及资源时，碰到许

多挑战，要找到有投资者会百分百信任你并且

投资一大笔钱是困难重重的。即便是有了资

金，还得组织好的团队，队友之间的磨合和信

任也得耗费很多的精力来建立。哲艺提到《爸

妈不在家》的筹备工作上他花了很多心思和时

间。他说自己的性格有些叛逆又执着，不管遇

到什么样的状况，都会一头扎进去，别人不

做、做不到或不想做的，他自己就会去填补完

成它。

有些人认为哲艺得了金马奖，会影响他的生活

和工作。哲艺表示自己的生活其实也没有太大

的改变，只是在工作上寻找资源和资金会比以

前顺利些而已。其实他反而感觉电影越来越难

拍，因为每次的企图心和野心会促使自己想不

断的超越自己。就好比一个画家，重复描绘自

己的旧作当然是得心应手，如果要创作新画，

则是一次又一次的否定和超越，这种过程是非

常痛苦和煎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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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族文化的传承-寄语会馆

哲艺不止一次提到福建会馆对他影响至深，文

化艺术团的日子他珍惜至重。他认为新加坡年

轻一代的中文水平不高，大部分的家长和孩子

都讲英语，学校里同学之间也大多用英语交

谈。他担心这个现象对新加坡的未来不利，会

削弱新加坡的竞争力。哲艺不久前回到文化艺

术团时，看到课堂上学生们手里拿的是华文剧

本，但是在交流讨论时，却转为使用英语交

谈，这让他无限感慨。他认为语言能力欠佳会

影响个人的表达能力，而个人表达能力在未来

经济中扮演何其重要的角色。福建会馆的演艺

班在他年幼时塑造了一个优良的学习华语的环

境，给予他非常大的帮助。	

他很赞赏会馆的文化艺术团，期望文化艺术团

继续努力提高学生的中文水平，其次是把方言

传承下去。方言是一种情感的归属，方言里有

许多独特的文化符号和情感内容,必须薪火相

传,生生不息。他也希望会馆能继往开来,支持更

多传承本地华族文化的艺术人才，无论是舞台

剧，舞蹈或电影等，全面培育更多下一代的本

土艺术人才。

对正在攻读或打算修读电影专业的学生们，哲

艺也分享了他的看法。他说学生们首先要扪心

自问，是否真的热爱电影或是希望这个行业给

你带来名和利？因为拍电影本身是很艰苦的，

不管是过程上的自我挣扎和纠结，还是体力上

的负荷和劳累，都是无法想象的。其次选择了

之后就不要后悔,	 永往直前。创作时着重于刻画

人物，因为剧情本身不会打动观众，只有人物

刻画才会引起共鸣。最后一定要坚守初心，要

有永不言弃的毅力。正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	

将上下而求索。

展望未来

新加坡是介于东方与西方的中间人，无论是文

化，还是语言都处于一个交融中心。哲艺认为

新加坡不要拘泥于自己的位置，而是要扩大自

己的格局，放宽眼界，不要只为了自己的利益

而生活。社会是需要温度的，人间是需要真情

的。他认为新加坡的一大挑战就是要如何更好

的把上一代艰苦奋斗的精神，以及互助关爱的

真情，通过教育体系，文化习俗，传统活动等

一代接一代的传承下去,让新加坡社会更为优雅,

更有文化气息。

下一部电影

哲艺的下一部电影《热带雨》，故事发生在新马一

带，因此对话还是满满的南洋风。他再次强调，生

活的语言是唤醒记忆的催化剂，所以他电影里的语

言都是不加修饰的生活用语。《热带雨》入围第

56届金马奖最佳剧情长片，最佳导演，最佳原著剧

本，杨雁雁饰演的最佳女主角，杨世彬与许家乐饰

演的最佳男配角奖6个奖项，衷心祝贺哲艺在电影

艺术的道路上“睿蓄哲思、绽放艺采”！

《热带雨》将在11月28日起于新加坡各大戏院上

映。请大家到时记得去捧场，千万不要错过哦！

哲艺（前排左）参与2000年童话音乐剧-神笔马良的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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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到过天福宫观赏湘灵音乐社在观音诞呈献
南音演出的观众，不难有上述感官体会。本地
南音爱好者大概都会知道，每逢观音诞，无论
是农历二月十九、六月十九，还是九月十九，
湘灵音乐社都会在天福宫呈献免费的南音表
演。每一次演出，都是古庙与南音的又一次邂
逅。

究竟这样的邂逅已经有多少回？目前尚说不
清，需要确切的研究考证，但是被人昵称
为“湘灵阿嫲”的吴汶娇说，湘灵音乐社的社
员在天福宫玩南音，相信从日军侵占新加坡之
前便开始了。

湘灵音乐社艺术总监林少凌指出，源自泉州地
区的南音原本是一种很草根性的民间活动，南
音爱好者会聚在一起组织馆阁，弦友们以自娱
自乐的方式“玩”南音。古 老 的 闽 南 话
把“玩”称为“剔桃”，因此“玩南音”
也就被称为“剔南管”或“和南管”。

不同馆阁之间也会聚在一起“剔南管”，大家
轮番演唱和演奏各自拿手的指套、曲和谱，以
此交流切磋，自娱娱人，这种形式叫做“打
馆”。

还没有搬上舞台，成为一种表演艺术前，南音
的活动范围主要停留在民间的红白事，以及庙
会庆典等。换句话说，民间有婚丧节庆活动
时，会请南音团体到现场演奏南音，庙宇也会
在特别节庆时邀南音团体到庙里表演。湘灵音
乐社每逢观音诞便到天福宫演出，还有每年农
历九月到龟屿演奏南音给岛上的大伯公听，正
是在传承这种由来已久的传统。

湘灵音乐社副社长兼执行总监王碧玉还记得
1978年，年仅12岁的她首次在天福宫唱南音
的情景。记忆中，那天同样是观音诞，不同的
是，当时没有特别的舞台设计，没有安置灯光
照明或音响，表演者没有演出服装，事前没有
排练，表演时没有字幕或说明，表演者就坐在
目前置放香炉的地方，背着神明，面朝大门，
以传统方式演绎南音。整个演出相当即兴随
性。

30年后的2008年，王碧玉带着12岁的小儿子萧
铭峰一起走上天福宫的舞台，母子来一段对手
戏，用南音演唱丁马成填词、卓圣翔作曲的
《裁缝》。

古庙 . 南音
文·谢燕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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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湘灵音乐社正处在转型
阶段，从民间社团逐渐走向专
业化道路，因此天福宫的观音
诞演出开始讲究演出效果，表
演者上场时都有演出服装、也
会请人布置灯光照明、音响效
果，还会准备字幕或印刷说明
小册子，帮助观众了解演出的
内容。

福建会馆管理下的天福宫，无
形中成为湘灵音乐社培养和
训练年轻南音人才的第一个舞
台，也是这些年轻表演者累积
宝贵舞台经验的重要平台。拿
今天的萧铭峰来说，他已是湘
灵的首席乐手，也是一名南音
多面手，无论是琵琶、三弦、
打击乐都难不倒他。

湘灵成功的从民间馆阁转型为
专业表演团体后，除了培养出
自己的一支很年轻却很专业化
的南音表演团队，还吸引很多
有才华却从事其他表演专业，
例如玩华乐或西洋乐器的年轻
人来进行跨台表演，从而丰富
演出内容。

今年7月21日在天福宫所呈现
的《话唱和》，除了传统南
音曲目《霏霏飒飒》《非是
阮》和《走马》，大家还听
到改编自东北二人转，却融合
了南音乐器的《红红火火二人
转》，以及用南音曲牌《短相
思》拓展而创作的《忆韵》。
表演者中包括演奏唢呐的黄永
和、吹笛子的陈俊强、弹古筝
的袁泽民，玩打击乐的林思遥
等。

这批华乐根底深厚的表演
者，2018年曾参与湘灵在滨海
艺术中心音乐厅所呈献的《启
程·十年》。他们当中一些人
正在学习南音乐器如二弦和三
弦。

湘灵能吸引南音以外的专业表
演者进行合作，通过合作撞击
出新的艺术火花，在发挥彼此
所长的同时丰富艺术表现力，
这是湘灵成功的秘诀之一。但
要做到这一点，领导者必须有
开放的思维和宽阔的胸襟，具
有包容差异的精神。

在传统艺术日益式微的今天，
国家艺术理事会一直把湘灵音
乐社当成本地传统艺术的一面
旗帜和成功典范。湘灵今年与
台湾国光剧团展开跨域跨界合
作，呈献经典名剧《费特儿》
，显示这个团体已有能力走上
国际大舞台，呈现高水平演
出。

南音作为一种发源并根植于闽
南地区的传统文化，自然和本
地的闽南族群、闽属会馆，以
及闽南人所创立的庙宇关系密
切。湘灵近年的成功，是本地
闽南社群的一种骄傲，但这样
一个由年轻人组成的团体很需
要社群的支持与呵护，包括资
源方面的大力扶持，才能继续
把南音传承下去，成为族群引
以为傲的文化名片。



36

会
员
专
栏 福建人，做阵行   一面行，一面讲

诗山，我会再来

从事旅游业多年，到过好些国家，
惭愧的是总没机会探访祖籍地中国
福建南安。

得知同乡阿谅在乡下翔云村的堂哥
正为一群华侨筹备探亲的活动，我
也就借此机会请阿谅的堂哥也为我
及外子安排寻根之旅。

是日，乘坐的厦门航空班机用了亲
切的闽南语广播，原来闽南话可以
说得那么优雅动听，也许胜安航空
也能在飞往厦门的航班配上一两句
动听的闽南语广播，想必能让乘客
们惊喜！

抵达厦门机场时已近晚饭时间，阿
谅的堂哥，我们都直呼他为堂哥
了，热情的把我们接上车子，直往
当地的餐馆品尝闽南小吃。热乎乎
的鹵面，香脆可口的蠔煎，真是太
棒了。

晚饭后匆匆赶路前往位于山区6百
公尺高的翔云村。一路上漆黑一
遍，漫长的道路似乎没有尽头，只
有车子微弱的路灯，引领着司机上
山。2个小时的车程，终于扺达翔
云村了，这时已近深夜，热情好客
的乡亲们忙着提行李、冲热茶，他
们的热情让我们深受感动。

翔云二字源自境内的“象运山”，相
传古时这座山形酷似一头大象，因
地处山区，四周云雾笼罩，从远处
望去就像一头大象在云雾里运行，
故称之为“象运山”。后人又把它
改称翔云，取其雅意吧。

早晨起来走到户外，原来这翔云村
被群山环抱着，空气特别清新，只
见云雾缭绕，山间小路曲折蜿蜒。
屋子，菜园，稻田都相互间隔着，
排列有序，隐约还听到远处公鸡的
啼叫声。

堂嫂一早为我们准备了黄澄澄的番薯
粥，加上自家种的不知名菜瓜等，入
口香甜美味，好开胃哦！

阿公的故乡在诗山，离翔云约60公

里。堂哥租了辆车子，我们就出发
去诗山。

诗山镇在南安市西北部，地处南
安、永春、安溪三地交界处，从翔
云出发到诗山得先进入安溪，然后
才到诗山。诗山因伞业制造在国内
外闻名遐迩而拥有《中国雨伞城》
之称！

诗山历史悠久，人傑地灵，出了好
多名人。有宋代诗人欧阳詹在此写
下好多诗词佳作后，感叹道：“此
诗山也”，从此以后，诗山就留传
至今。

不到1个小时，我们就扺达了诗
山。这里之前叫南安縣十二都凤坡
村，凤坡村人口仅六千多人。

接待我们的是我的堂妹夫妇。虽是
首次见面，却一见如故。堂妹家是
两层楼的排屋，顶端有个阁楼，堂
妹的儿子去了云南创业，女儿则
到泉州工作。偌大的屋子显得冷清
清，空荡荡的。堂妹夫妇特别安排
了道地的闽南菜馆品尝诗山卤面，
汤浓夠味，面条粗劲，非常美味。
另一道肉丸，外脆内酥，皮薄肉
厚，真爽口！

文·梁瑜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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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人，做阵行   一面行，一面讲

午饭后，堂妹说来诗山必得游凤山
寺。凤山寺比我想像中要大得多
了！山脚围墙上刻着凤山寺的来
源，让我们增添了不少廟宇文化
的知识，藉着此寺的历史事迹，传
达、教育后代子孙尽孝的寓意并啓
发孩子们的孝心。

平时一般信男善女多在镇上买好香
纸，水果，鲜花与爆竹，到庙里进
香祈福之后，乡民都会燃放爆竹，
祈求平安。噼啪噼啪响的，好不热
闹。今天适逢周日，游客不多，我
们也乐得悠哉闲哉的漫步凤山寺。

参观了凤山寺后，我们的下一站就
是去阿公的祖厝。祖厝就在不远
处，车子左拐右转的来到了山区的
路边，村里车子无法行驶，只得下
车走崎岖曲折的泥路。左右拐转，
来到了一间刚建成，屋型新款的独
立房屋。原来这家人的儿子赚了钱

回乡建豪宅给父母养老享福，孩子
懂得孝顺感恩，真是福气。

道路两旁，屋与屋之间由稻田或菜
田间隔着，就像一般的农村社会，
堂妹一边带路一边解释他们小时候
就住在这个村庄，每家每户都姓
梁，平日互相照应犹如一家人一般
亲切，逢年过节，更是热闹。当时
最开心的就是看到南洋的亲人回乡
探亲，左邻右舍，大人小孩，都三
五成群的聚在一起看热闹，吱吱喳
喳，评头论足、指指点点看新番客
回乡。

堂妹步伐轻盈，停停走走，终于把
我们领到了阿公的祖厝。第一次来
到阿公的祖厝，心情是兴奋激动
的，百感交集，难以形容！一眼望
去，祖厝很大，本来祖厝只有后面
小屋，后来南来的家人汇款增建前
面一幢，之后又在新旧两厝之间建

了个遮风避雨的屋檐连接起来，广
敞明亮多了。

大门右侧有口古井，到现在还能打
水呢！自从村里装了自来水，大家
都不打井水了，毕竟自来水比井水

更方便卫生！我好奇的往井里張
望，水还真没干沽，而且清澈透
明。这口井应该有五、六尺深吧，
再仔细一看，打出的水也没见蚊虫
滋生，真神奇！

进入大厅，迎面而来的是祖先神
台，摆放列祖列宗的祖先牌位，我
阿公、阿嬷，还有父亲的照片。父
亲离开我们已两年了，看着眼前的
照片，思念起父亲在世时对我们的
疼爱，心里不禁一酸，眼涙不听使
唤的流下，多少思念尽在其中....

据说父母当年回祖厝时，就曾在后
方小厝的一个小房间住过，睡过的
床裖，陈旧发黄的靠在墙边。祖厝
现在已没人住了，只有堂妹不辞劳
苦每月清理。

大厝右侧拐弯处还有一片残留的豬
栏，这里曾是杀猪斩鸭宴请回乡访亲
的番客，现在残遗的栏圈，野草丛
生，已不复当年的热闹。

我们告别了祖厝，也告别了热情的
堂哥及堂妹夫妇。行程虽有些匆
促，但我们已感受到诗山的乡土气
息，家乡的美味佳肴，亲人的热情
纯朴，还有祖厝的根，那口清澈明
亮的井…让我回味无穷的诗山，我
会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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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社群是新加坡最大的华族方言群，而新加

坡的福建人又以漳州、泉州、厦门以及永春一

带的闽南人为多数。闽籍祖先当初南来之时，

也将别具特色的饮食习惯以及习俗带到南洋，

经过与其他籍贯人士以及与其它种族同胞多年

的交汇融合，形成了南洋一带独特的福建习

俗。福建会馆于2009年出版的这本《阮这世

人》就记录了本地福建人从嫁娶到生育，以及

各大节庆的庆祝与纪念方式。本书分四大章

节，即生育习俗、婚礼习俗、寿庆习俗以及节

庆习俗，相当完整的记载了所需的物品、食

品、礼品，以及礼仪的步骤等等，以资后代参

考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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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馆2009年出版的

《阮这世人》

英殖民地时代的新加坡，华人社会的众多事务皆由
会馆处理，证婚也不例外。图为福建会馆于1957年
5月5日主办第四届集团结婚所颁发的结婚证书。

为什么福建人要拜天公？

安床后婚礼前单人睡在

新床上的新人会离婚？

生男或生女送的满月礼
有什么讲究？

冬至除了吃汤圆还要吃
什么？

在南洋一带落地生根的福建人，因为气候

与福建当地的不同，以及经济条件的逐渐

好转，一些习俗也因而产生了变化，例如

传统上妇女坐月子的时候是忌触水的，原

因也许是闽南山区气候湿冷，而早期卫浴

设施也不完善，因此洗澡或许会导致感冒

或风湿等病痛，不利刚生育的妇女恢复体

力。但是到了地处热带的新加坡，不洗澡

难以保持卫生，而且本地气候温热，鲜少

会因为洗澡着凉，因此这项习俗也因地制

宜，有所改变。另外，在经济条件不好的

年代，猪蹄这样福建人最爱的美食，是相

对昂贵的物资，也是老百姓难得一尝的美

味，因此在过大礼的时候必须送猪蹄。这

项习俗发展到今天，有不少新加坡的福建

籍新人以广东人的烤全乳猪替代猪蹄，显

现了新加坡这个文化大熔炉各族各籍贯人

士饮食习惯的相互影响。

会
馆
丛
书

会馆2009年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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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
俗
闽
语

thĩ ¹ ɔ¹ ɔ¹, beh⁷ loh⁸ hɔ⁵.

kiah⁸ ti² thau², kut⁸ tsui³ lɔ⁶.

tsit⁷ a³ hi², beh⁷ tshua⁶ bɔ³.

ku¹ tã¹ tiŋ¹, pih⁷ phah⁷ kɔ³.

sui³ kue¹ kŋ¹ kio⁶ tua⁶ pak⁷ tɔ³, 

tshan² ĩ¹ kiah⁸ ki² kio⁵ kan¹ khɔ³.

ma³ tsɔ³ khi⁵ kah⁷ bo² huat⁷ tɔ⁶, 

kio⁵ in¹ tsit⁸ laŋ² kiã² tsit⁸ lɔ⁶.

天乌乌，要落雨。	

揭锄头，掘水路。	

鲫仔鱼，要娶某。	

龟担灯，鳖拍鼓。	

水鸡扛轿大腹肚，	

田婴揭旗叫艰苦。

妈祖气甲无法度，	

叫 	一人行一路。	

 thĩ¹ ɔ¹ ɔ¹

天 乌 乌

	

乌 黑。

天乌乌 昏天暗地，快下雨的征兆。

落雨 下雨。

揭 拿。

水路 田间渠道或圳沟。

鲫仔鱼 鲫鱼。

娶某 娶妻子。

担 挑。

拍鼓 敲打、打鼓。

水鸡 田鸡、青蛙	。

田婴 蜻蜓。

艰苦 辛苦。

妈祖 民间信仰的神明，是海上的保护神。

气甲无法度 气得无可奈何。

它们。

一人行一路 各走各的。

扫一扫QR

听闽南歌谣

由福建会馆名誉理事陈建存朗读

备注：这首《天乌乌》是流行于闽南地区众多版本中的其中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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