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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长的话
今年我们步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新
加坡福建会馆也同时昂然迈入第180年，
并在2月9日的新春团拜揭晓了180周年庆
的标志，同时宣布启动一系列的大型庆祝
活动。步入2020年，全球也迎来了2019
冠状病毒疾病 (COVID-19) 疫情的肆虐。
至本期会讯截稿时，新加坡已经启动了“
断路器”防范措施，实施了更严格的隔离
与安全社交距离条规，学校和大多数工作
场所也都必需关闭。为配合政府的指示，
我们决定延迟或取消大部分的活动，有些
或将推迟到明年才举行。
新加坡福建会馆历经180年的坎坷风霜，
每遇挑战，皆坚韧不拔、砥砺前行。我
相信面对疫情，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共同抗
疫，就一定能够化解危机。在此非常时
期，希望大家注意保持身体健康，并祝阖
家平安！

精毅
主编手札
新改版后的《行》已经出版了三期！希望
大家喜欢我们改版后的设计和内容，若有
什么不足之处，也请多多给我们提意见。
编辑组在我们顾问的指导下，也不断的自
我改进、自我更新，增加版面，以期让内
容更为丰富充实。经过多个月的筹备，今
年的第一期《行》（福建会馆第75期会
讯）出版啦！本期的版面又增加啦，从上
期的40页增至48页，相比一年前刚开始时
的28页，多了整20页。在此诚挚感谢多方
友人的献文及大家的鼓励和支持！
这期的“闽人丰采”我们采访到被媒体誉
为“新加坡规划之父”的建筑规划师刘太
格老先生。曾任新加坡建屋发展局以及市
区重建局局长的他，是新加坡实现“居者
有其屋”和“花园城市”两大愿景的重要
推手。想更深入的了解他的规划理念，请
翻到本期第36至39页。

本期其他内容还包括：南大福建会馆楼暨
陈六使径命名仪式、福建人的建筑展览、
天福宫新春活动、福建会馆青年演艺团受
邀参加2019年澳门国际青年艺术节，以及
名誉理事吴适老先生亲笔手书的离乡三十
载后归故土的感想等等版面。本期介绍的
福建歌谣是《老鼠仔》，今年恰逢庚子鼠
年，请大家翻到第47页扫描QR码聆听这
首可爱的童谣。
希望大家会喜欢本期的内容，有何错漏之
处，或是对形式及内容有其他的建议，抑
或是想投稿到会员栏目，请发送到编辑
组：shhkeditorial@shhk.com.sg。开年
数月，大家的学习、工作和生活都深受
2019冠状病毒疾病 (COVID-19) 疫情的影
响。疫情未知何时能遏止，此刻护佑健康
平安为要。诚挚祝愿各位会员读者身心康
健、喜乐吉祥！

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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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小档案
刘昇谚副主任：福建会馆第43届理事会总务
组副主任，祖籍安溪，新加坡五金机械公会
前任会长、刘氏总会产业信托人兼副主席。
于2006年8月加入福建会馆，历任总务组组
员、财政组组员、文化组组员、会员事务组
副主任，是会馆资深理事之一。现职为金安
工程私营有限公司副董事经理。

今年福建会馆庆祝180周年，是一个重要的
里程碑。我借此机会衷心祝愿新加坡福建
会馆在新的时代承前启后，再攀高峰！

刘昇谚总务组副主任访谈记
请问您是何时加入福建会馆？福建会馆对您个
人的意义和影响是什么？
刘:我加入福建会馆这个大家庭已近14年了，加
入后才真正了解福建会馆的运作。会馆不只财力
雄厚，会长与理事及组员都是经验丰富的企业家
与专业人士。会馆的组织管理方式既专业化又系
统化，宛如一个商业机构。我很荣幸能成为这个
大家庭的成员之一，在服务中真是大开眼界也从
中向大家学习，并自我提升，希望能用自己的经
验服务其他社团与商团，回馈社会。
您曾经在那几组服务？这几组的功能各有什么
不同？
刘:自从加入会馆理事会，曾历任总务组组员、
财务组组员、文化组组员、会员事务组副主任及
总务组副主任。在不同组担任职务，有不同的任
务，就像在公司负责不同职位。会馆主要促进福
建祖籍新加坡公民之间的联谊，并以文化传承、
教育及社会服务为主。在文化方面主要是保存和
发扬中华语言和文化。随着文化学院的成立，会
馆也不断在扩大，不断改进与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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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也曾是新加坡五金公会的会长，请问会馆和
商团有什么基本的不同？各能够扮演什么角色
呢？
刘:我目前是新加坡五金机械公会前任会长。它
是一个商会，与社团不同性质，主要促进新加坡
五金机械同业之间的发展，加强同业之间的联系
合作、感情与友谊，并尽力促进中小型企业的发
展。
今年福建会馆庆祝180周年，您在180周年庆
筹委会主要是协助哪方面的工作？
刘:今年福建会馆庆祝180周年，是一个重要的里
程碑。大家都非常期待。我本来是接待及餐饮组
组长，但因最近做了膝盖手术担心康复期的不便
而影响庆典筹备工作，经统筹的了解与协调，接
任接待及餐饮组组员，继续与大家一起携手合
作。
您给福建会馆180周年庆的寄语、祝语。
刘:我借此机会衷心祝愿新加坡福建会馆在新的
时代承前启后，再攀高峰！

For a clan association to be established
and thrived for almost two centuries
is something worth honouring (our
pioneers and our forefathers) and
imbibing in the "can-do" spirit and
"never-say-die" attitude.

陈庆文总务组副主任访谈记

Tan Kheng Boon Eugene,
Vice-Chair, General Affairs Committee

How does joining SHHK and serving in its
Council connect you better with the Hokkien
community in Singapore?
Eugene: I joined the Huay Kuan more than 10
years ago partly out of a desire to learn more
about my roots and to better understand
how the Hokkien community has evolved in
Singapore since the early 19th century. As a
scholar who researches on ethnic relations in
Singapore and on the Chinese community,
these areas also have their intrinsic appeal to
me.
When the opportunity to serve presented
itself, I thought it would further enhance
my understanding and appreciation of the
community and how clan associations, like
SHHK, can serve not just the community but
Singapore as well. It's about being with others
who share a similar sense of belonging and of
identifying with the community.
What do you think can be done to better
connect SHHK with the Hokkiens in Singapore,
in particular English-speaking Hokkiens like
yourself?
Eugene: While the SHHK is an ethnic Chinese
organisation, it should not be seen nor should
SHHK portray itself as being exclusive to a
certain segment of the community, which
it isn't as my experience has borne out. But
perceptions outside the Huay Kuan are
different. So I welcome and support the effort
of the Huay Kuan being consciously seeking
to diversify its appeal and shed the image of
being a Chinese towkay organisation.
My mother is Eurasian and she speaks Hokkien
fluently. So that has also helped me to
appreciate my bicultural identity and outlook.

副主任小档案
陈庆文副主任：福建会馆第43届理事会总务
组副主任兼福建会馆幼儿园管理委员会委
员，祖籍永春，现任陈嘉庚基金高级学位奖
学金委员会主席、陈嘉庚基金理事。于2008
年7月加入福建会馆。现职为新加坡管理大
学法学院副教授。

What, to you, is being Hokkien defined by?
How can we better capitalised on these to
preserve and promote the Singapore Hokkien
culture?
Eugene: For me, it is about recognising our roots
to Fujian, China, and to appreciate why our
forefathers decided to brave the uncertainties
and fears in search of a better life for their
families in Nanyang. It's an awe-inspiring story
which I am sure many members and ethnic
Chinese Singaporeans can easily identify with.
SHHK celebrates 180th anniversary this year what in your view, is its significance?
Eugene: For a clan association to be established
and thrived for almost two centuries is
something worth honouring (our pioneers and
our forefathers) and imbibing in the "can-do"
spirit and "never-say-die" attitude. This deep
sense of change and continuity is crucial for a
relatively young country like Singapore.
Well-wishes for SHHK 180th anniversary.
Eugene: There is so much that the SHHK can
do in the years ahead. It must continue to
serve the community well and reach out to
those outside of the community, including the
non-Chinese. May the next 180 years be one
of even more impactful contributions to the
community and Singap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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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 a time for us to celebrate our
journey and give thanks to all who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SHHK and Singapore
since our founding in 1840. I believe
the SHHK’s history and contribution to
Singapore’s nation building is underappreciated by many, including myself
until recently.

王忠毅教育组副主任访谈记
Ong Chuon Yi, Vice-Chair,
Education Committee

How does joining SHHK and serving in its
Council connect you better with the Hokkien
community in Singapore?
Ong: Over the past 10 years since I’ve joined,
I’ve made many new friends and met many
people from a broad spectrum of society
at the Huay Kuan. It has also given me the
opportunity to meet a very special group of
people – our principals and teaching staff in
our 6 schools. Their passion and dedication to
our students and their profession is very heartwarming.
What are the SHHK committees you had
served in and how do they differ in function?
Ong: I’ve served in the Finance and Education
Committees.
The Finance committee oversees financial
governance, budgeting processes and
investment of SHHK’s reserves. Other than the
day to day finance functions, we worked to
invest our funds prudently and efficiently to
ensure SHHK’s activities will be well-supported
financially for many years to come.
The Education committee oversees all
education related activities and initiatives.
The team is also constantly searching for new
ideas on how we can improve our students’
learning experience and better prepare them
for a very different, technology-enabled world
they will face in future. If any of you (readers)
have ideas on how we can do this, please
feel free to reach out to the Huay K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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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小档案
王忠毅副主任：福建会馆第43届理事会教育组
副主任兼福建会馆幼儿园管理委员会秘书，祖
籍南安。于2010年8月加入福建会馆，历任财
政组组员及副主任。现职为新加坡政府投资公
司（GIC）投资组合经理。

What, to you, is being Hokkien defined by?
Ong: To me, it’s about Resilience, Sincerity and
Daring to be Innovative and Entrepreneurial.
These are universal and timeless characteristics
that most people appreciate and can
connect with. They are part of our school
culture that our students are immersed in.
SHHK celebrates 180th anniversary this year what in your view, is its significance?
Ong: It’s a time for us to celebrate our journey
and give thanks to all who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SHHK and Singapore since our founding
in 1840. I believe the SHHK’s history and
contribution to Singapore’s nation building
is under-appreciated by many, including
myself until recently. Some notable events
include SHHK’s donation of 523 acres of
land to Nanyang University (now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NTU) and how Nan
Chiau High School played a pioneering role in
providing education opportunities for females
in post-war Singapore.
Well-wishes for SHHK 180th anniversary.
Ong: I wish the SHHK, its team and all members
a very happy 180th anniversary. Do come join
us for the celebrations!

福建会馆走过180年不简单，会馆在新
加坡的历史上，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接下来希望会馆也顺应社会的变迁与
需求，跟得上改变。福建人团结起
来，福建会馆继续成为建设国家重要
的一个团体。

陈康威教育组副主任访谈记
您好，请问您是何时加入福建会馆？加入福建
会馆对您个人有何意义？
陈:我加入会馆快3年了，很开心有机会从另外一
个角度回馈社会，做一些不同的事情。我加入会
馆是想为会馆、为自己籍贯的一个社群服务及做
一些贡献。
会馆一直是本地华文生态的中流砥柱，和报馆
以及其他社区组织和学校之间能够怎样更好的
加强新加坡华人的华文能力？
陈:从会馆的角度来看，语言是我们的文化，我
们福建人特有的东西，可赋予语言不同的生命
力，让大家更有兴趣去学习和使用文字；或是去
体会我们的文化，包括日常习俗、节日、甚至
美食。通过文字、通过语言，甚至音乐、舞蹈表
演、戏剧表演等方式，让大家更有动力去学习语
言。学了一门语言，就能够体会语言当中的乐
趣。
对您本身来说，学习华文华语为什么重要？了
解本身的籍贯和文化为什么重要？
陈:可能这个就谈到比较抽象的概念——要了解
自己的根、了解自己的籍贯。我在40多岁的时
候才回到福建，回到福州，去看一些历史性的
东西，对于自己的祖辈从中国来到新加坡时的种
种经历，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回到福州才知道很
多我们在新加坡吃的食物源自于那里，当然有好
些已经本地化了，所以这也让我更深层的了解我
们父辈、祖父辈的生活有什么样的不同，以及我
们是通过什么样的努力，演变成今天这样一个社
会、社团。
今年福建会馆庆祝180周年，您在180周年庆
筹委会主要是协助哪方面的工作？有什么特别
有亮点的计划吗？
陈:我在宣传组，有两大部分的工作。一个是已
结束的180周年标志设计比赛，已遴选出获奖标
志。举办这个比赛意义相当深远，除了是一个比
赛之外，也让参与者深入思考怎样将会馆180年

副主任小档案
陈康威副主任： 福建会馆第43届理事会 教
育组副主任兼福建会馆幼儿园管理委员会财
政，祖籍福州古田，现任华社自助理事会信
托局委员、通商中国董事、李光耀双语基金
董事、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董事、以及中国文
化中心理事。于2017年8月加入福建会馆。现
职为新加坡报业控股副执行长。

的丰富历史，跟福建会馆的独特性在一个标志里
全部展现，这是个让他们深入了解会馆很好的机
会。第二个主要做的工作是如何去让180周年的
庆祝活动达到最好的宣传效果，无论是在大众媒
体、社交媒体或是在自己的群体当中，如何让人
家知道及参与今年一系列丰富的活动。这次也尝
试做了一些新颖的东西，跟上潮流，如做了原创
的“发糕仔Huat Kueh Boy”，也就是发糕启发
的漫画人物的手机WhatsApp贴图及一些周边
商品。这些文创的东西，跟得上潮流的项目，我
们以前比较少去着重做。为了吸引年轻人，无论
是我们六校的学生，或是年轻的福建人参与，我
觉得我们应该踏出这一步，以他们喜好的事物吸
引他们来了解我们的活动，下一步去了解我们福
建人的文化与特性。
您给福建会馆180周年庆的寄语、祝语。
陈:我想借用“福建人，做阵行”，就是福建人
应该一起。福建会馆走过180年不简单，会馆在
新加坡的历史上，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当时大
家都移民南来，会馆资助、互助等，后来办学
校——教育就成了福建会馆一个重要的项目。我
们主要的宗旨，还是要服务我们的社群、团体。
可能在做的当中，每一个阶段做的事情，可能都
不一样，为了顺应整个社会的变迁、人们需求的
改变，我们要顺应社群的需求做得更好。接下来
希望会馆也顺应社会的变迁与需求，跟得上改
变。福建人团结起来，福建会馆继续成为建设国
家重要的一个团体。
内容整理·徐楊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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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itage

●

Legacy

On 19 October 2019, the College of Humanities,
Arts and Social Sciences building at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NTU) was named the
“Singapore Hokkien Huay Kuan Building”; and
Nanyang Valley, a road adjacent to the Chinese
Heritage Centre was renamed “Tan Lark Sye Walk”.
Education Minister Ong Ye Kung graced the naming
ceremony as the Guest-of-Honour, and about 300
guests attended the event.
The birth of Nanyang University (Nantah), the
predecessor of NTU was deeply connected with
Singapore Hokkien Huay Kuan (SHHK). In the early
50’s, then Chairman of SHHK, Mr Tan Lark Sye mooted
the idea of setting up Nantah and personally
donated S$5 million towards its building fund. SHHK
donated 523 acres of land for the campus, which is
where NTU is situated today.
Huay Kuan leaders hope that with the naming,
generations of students will remember the
contributions of our pioneers and the true spirit
of unity and solidarity of our community towards
education.
Minister Ong Ye Kung, SHHK and
NTU guests and members from the
Tan Lark Sye family celebrated the
momentous occa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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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记贡献

●

传承精神

↑ 教育部长王乙康先生主持“新加坡福建会馆楼”和“陈六使径”命名典礼
南洋理工大学及其前身南洋大学，与新加坡福建
会馆有着深厚的渊源。南洋理工大学目前所在的
约523英亩的校址，是福建会馆所捐献。南大的创
校，也源于时任福建会馆主席陈六使先贤的倡议。
陈六使主席更以身作则，认捐新币500万元作为建
校基金。

对于在新加坡纪念开埠200周年之际命名新加坡福
建会馆楼和陈六使径，新加坡福建会馆前任会长蔡
天宝说：“命名仪式的倡议是希望下一代的莘莘学
子，每回路经此处都能够谨记我国社群万众齐心，
共同致力教育的事迹。命名仪式具有承前启后、继
往开来的意义，希望下一代继续为新加坡未来的和
谐进步与繁荣发展贡献力量。”

为铭记这段渊源，南洋理工大学特于2019年10月
19日，将人文与社会科学大楼正式命名为“新加坡
福建会馆楼”（Singapore Hokkien Huay Kuan
Building），而坐落在南大华裔馆和南大湖附近一
条名为“南洋谷”的道路，也正式易名为“陈六使
径”（Tan Lark Sye Walk），命名典礼主宾为教育
部长王乙康，约300位嘉宾出席典礼。
新加坡福建会馆会长陈精毅在致辞时说：“[当时]
创办大学的倡议，获得了本地乃至东南亚国家各大
小社团和各阶层民众的大力支持，掀起了一波空前
的社会热潮，在新加坡教育发展史上，及凝聚本土
文化认同的建国基础上，创下了一个动人的历史性
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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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会馆

●

学习之旅
福建会馆每年都会为超过一
千名属校学生举办属校师生
认识会馆学习之旅，让属校
的学生到会馆参观文化廊，
通过参与有趣的游戏了解本
地福建先贤的事迹，以及会
馆的历史与成就。
参与过学习之旅的学生和老
师都认为这项活动的互动游
戏丰富有趣，是很好的学习
体验。不少学生也表示，通
过学习之旅学到了更多关于
会馆的历史，更为身为会馆
属校的学生而感到自豪。

↑会员义工带领属校学生参观
文化廊，并详细地讲解福建会
馆的历史、福建先贤对教育事
业的贡献等等

↑会馆教育组特地设计了互动游戏，让属校学生能够以生动的方式认识
会馆、感恩先贤

Vo l u n t e e r G u i d e s Re f l e c t i o n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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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y informative and I learned a lot about the
history of the Hokkien Clan as well as our
ancestors. It is definitely beneficial for kids to
learn about their roots.

The learning journey training session was
very comprehensive and had a good spread of
materials for the volunteers to utilise. I feel that the
programme would be beneficial to connect and let
the younger generations appreciate and understand
about our heritage and roots.

– Teo Han Hui Eugene

– Ng Ai Ling Stephanie

↑会员义工必须预先经过培训，才能够担任学习之旅的导览员与游戏站长。图为会员义工们在培训时预先尝
试互动游戏

会 员 义 工 培 训
会馆每年年头都会主办会馆学习之旅的导览员
与游戏站长培训班，为会员义工们提供相关的
培训，让他们对整个学习之旅的内容以及流程
有基本的认识，在带领学生的时候才能够更
加得心应手。2020年的培训于2月14日上午举
行，有约50名会员义工参加。
↑会员义工们全神贯注上课

会员义工培训感言:

参与了这次的培训让我对会馆的历史和
福建先贤的贡献有了更深的认识。学习
之旅这项活动的互动性强，也有很丰富
的讯息，带领学生参观文化廊和参与游
戏应该会很有趣。

学习之旅活动能够提倡学生的合作精神，
以及教导他们乐于助人的道理。很期待向
属校的学生介绍会馆的历史和价值观，并
和他们一起参与有趣的游戏。

–陈丽朱（原句为英文）

–林志荣 （原句为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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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人的建筑”展览
配
合
市
区
重
建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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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
开
幕
启
动
。

文·陈煜
部分摄影·冰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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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天
福
宫
到
林
路
大
厝

2019年10月25日至11月30日，由新加坡国立大学建筑系主办，新加坡福建会馆、
天福宫、市区重建局联合协办，在直落亚逸街137号（天福宫对面），举行了题
为“福建人的建筑：从天福宫到林路大厝”展览。开幕仪式于10月26日下午五时
举行，主宾为外交部兼社会及家庭发展部政务部长陈振泉先生。现场约200位受邀
嘉宾出席开幕仪式，包括约50名国大建筑系学生。策展人陈煜博士于后为嘉宾们
讲解及导览参观天福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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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历史建筑季与无车周末的重点活动，这
项中英双语展览呈现2018-2019学年新加坡
国立大学建筑系学生的'闽南侨乡行'心得。
凭借面对天福宫的场地优势，展览突出这座
本地福建人庙宇与头家林路（林谋盛少将的
父亲）在南安祖籍地修建的宗祠之间的关
联。先民耳濡目染南洋风与西式审美意趣，
遂影响其祖籍地的故居建筑风格。时值林谋
盛少将牺牲七十五周年，展览也让国人有机
会一窥他鲜为人知的家庭生活，纪念这位在
二战中为国捐躯的伟人。
在福建会馆的协调与国大建筑系师生的配合
之下，新加坡各大媒体对此次展览做了深入
的报道，包括《联合早报》、《海峡时报》、
新传媒8频道狮城有约：狮城话艺、958城市
频道等。

↑陈煜博士（前左）带领主宾参观天福宫

↑以建筑为切入点了解传承闽南文化

↑陈振泉政务部长为展览主持开幕

↑展览开幕当天，公众专注聆听南大建筑系学生的讲解与分享
13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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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
庚
子
！”

啊
“发
↓ 龙狮采青，迎好彩头

新加坡福建会馆天福宫从除夕夜开始一
连17天，在直落亚逸街举办系列传统
节庆活动，迎接庚子年的到来。除夕夜
10时正，天福宫打开大门开启新春活
动，天福宫面簿也同步开启直播，让不
论是在现场或是在线上看直播的信众和
访客，都沉浸在热闹的氛围中。来自世
界各国的访客以及友族同胞，当晚也步
入天福宫通过文化导览了解本地独特的
农历年文化，一同欢庆佳节。

↓ 公众感受庙会浓浓的年味儿

为更好的保留本地华族传统习俗与文
化，今年的除夕庙会更是加入亲子手工
坊以及闽南语游戏等，为节庆增添了互
动的元素。

↓ 外国朋友也来体验华族文化

↓ 逛庙会、辞旧岁、迎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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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孙传承福建习俗

正月初九“天公诞”是福建人过年的重大节
庆，素有“拜天公大过年”的说法。天福宫
为庆讃天公诞，特别在庙内设置了传统天公
座，供奉甘蔗、酒、茶、甜咸六素斋、素三
牲、糖狮、发糕与鲜花果品恭庆玉皇大帝圣
诞。初八晚上，善信开始络绎不绝抵达天福
宫，晚间十时，在道长的带领下，天福宫管
委会委员及众善信一齐顶礼敬香，答谢神明
一年的护佑，并祈求来年风调雨顺、福运高
照、健康平安、万事顺遂。除了祭拜仪式，
天福宫也举办精彩的酬神歌台表演，让到访
的公众欣赏耳熟能详的福建与华语歌曲，欢
庆节日。

↓ 满满的米桶、发糕、“旺”梨、 “彩”头、大“吉”等福物承载信众的新年心愿

↓ 初八晚上众善信参与祭拜天公的起坛科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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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庆
十 元
五 宵
天福宫横跨三个周末的春节庆祝活动在传
统“乞龟”活动中圆满落幕。“乞龟”是天
福宫特别保留的福建传统元宵习俗。龟，在
华族文化中有长寿吉祥的象征。能够在天福
宫向妈祖娘娘求得一包米，寓意来年丰衣足
食、阖家长寿健康、平安吉祥。

↑本地难得一见的元宵面龟福物

↑善信有三次向妈祖娘娘卜杯（掷茭）的机会。若得妈祖“同意”，就能够将一包福米请回家

← 用1400包白
米，以及10数
名会馆义工逾半
天堆叠而成的
“米龟”，重达
5400公斤，充
满厚实的喜气，
端立天福宫中
庭，十分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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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新春 记义工
"

今年农历新年除夕夜，我在摩天大楼聚集
的天福宫，为善信、访客服务，与这里的义
工、善信及游客互动和交流，渡过了一个难
忘的夜晚。非常有趣的体验，期待下一个农
历新年。

"

-- 白智賢（原句为英文）

↑义工们也来沾沾喜气与财神拍动态照

" When volunteering, I could sense the appreciation

that devotees and temple visitors showed all
the volunteers and staff for the well-organised
celebrations, which greatly encouraged everyone for
the work put in. I felt a sense of achievement and that
motivated me to carry-on despite being physically
tired; and I look forward to the next volunteer
session!

"

-- Lim Li Xuan Jernine

↑发财米桶 - “发啊”！

"很荣幸能参与这样大型的新春活动，维护

并与公众分享本地文化及习俗。义工服务
无疑丰富了我对祖辈及福建历史文化的知
识。

"

-- 林俐萱（原句为英文）

↑义工们热心协助善信

" It was really an awesome and amazing experience

conducting temple tours for mixed groups of locals
and tourists during this festive period. Everyone
was really enthusiastic in listening to the history of
Thian Hock Keng and admiring the beauty of Min
(Hokkien) architecture. They were also amazed with
the legend of the deities and CN Y customs and the
values behind the stories.

"

-- Neo Szu Wan Aaron

↑义工导览员为公众仔细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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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庆新年 传承文化
福 建
会 馆 幼 儿 园

↑K2的大哥哥大姐姐载歌载舞表演“大拜年”
幼儿园师生齐在1月20日穿上华族传统
服装共聚福建会馆文化学院礼堂欢庆新
春。农历年的庆祝会少不了新年歌曲，
小朋友们齐声欢唱《欢迎新年到》、
《祝福你》、《春联红》、《好运鼠于
你》等。接着，一阵锣鼓喧天，迎来五
头小瑞狮，还有两个大头娃娃。小班的
学生也兴致勃勃来舞狮、击鼓，场面热
闹无比。最后，大家班师回课室捞鱼
生，在“捞起”声中结束庆祝活动。幼
儿园师生祝贺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健康快
乐、笑口常开！
↑小班的学生聚精会神看老师准备鱼生

↑N2的小朋友也击鼓取乐
18

↑咚锵…咚锵…，五头小瑞狮来拜年

聚首一堂 共贺新岁

为欢庆鼠年的到来，午后学堂举办一年一度的
新春庆祝活动，让学生通过捞鱼生和新年舞蹈
等活动，了解节庆的习俗和意义。
午后学堂师生祝大家身体健康，祝学生们学业
进步!

SchoolAfterSchool (SAS) kicked off the
New Year with more than 65 new students
enrolled in our Toa Payoh and Sennett
campuses.
Our dedicated teachers went the extra
mile to orientate the new students and
ensured that everyone eases well into the
new environment.
From clearing their lunch plates to packing
their own laundries after showering,
students are inculcated the values of
responsibility and independence, thereby
gradually developing self-confidence.

想来午后学堂吗？
扫描QR码了解报名详情

↑团圆捞鱼生（摄于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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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A C A O
- Clara Tan

ART MACAO 澳门之旅
28/8/19 - 2/9/19

The Perfect Date 《标准约会》

Singapore Hokkien Huay Kuan
QNT Theatre was honoured to
be invited to the International
Youth Drama Festival 2019, part
of the “Art Macao” programme
to commemorate the return of
Macau to China 20 years ago.
They were amongst 19 other
theatre companies from Cape
Verde, Korea, Japan, Malaysia,
Portugal, Singapore, Ukraine,
and regions in China such as
Shanghai, Guangzhou, Taiwan
and Hong Kong to participate
in the festival.
Nine performers and crew put
up a comedy “The Perfect
Date” (标准约会) on 30 Aug
2019 at the Old Court Building
Black Box Theatre. They also
took the opportunity to brush
up on their theatrical skills by
participating in masterclasses,
watching other performances
and taking part in the Theatre
Sports Competition. They will be
sharing their experiences with
fellow QNT members.

Theatre Sports Competition 戏剧场 - 劲爆游戏大比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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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语 万 花 筒 假 期 营

@ A C T

为帮助学生们更有效地将成语运用
到写作和生活中，福建会馆文化艺
术团于2019年底分别在大巴窑和
信立路校园举办了为期四天的“成
语万花筒”假期营，总共吸引了
115位小朋友参加。学生们通过戏
剧、手工、游戏、故事等等活动，
积极主动地学习成语，了解成语的
出处，体验蕴含在成语中的传统智
慧与美德，同时锻炼听、说、读、
写的能力。
↑ “射中”成语的小小神射手
假期营的活动互动性强，学生们都学习得不亦乐
乎。在成语游戏课上，学生们化身成武功高超的大
侠，要把同一成语的字靶全都射中，却偏偏有人忘
了字，急得下课还在翻书本。在成语创意手工课
上，每一位学生都专心致志地制作自己的成语风
筝，完成后就迫不及待地冲出课室比赛放风筝。最
后，学生们还将成语故事改编成短剧，呈献给家长
们，获得了满堂的掌声和笑声。
假期营在欢笑声中结束，但华语学习的旅程才刚起
步。文化艺术团希望一直陪伴着小朋友们，带领他
们一起快乐学习华文华语。
↑ 成语故事表演让家长孩子乐翻天

扫描浏览
文化艺术团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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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使用有趣的方式，让学生学习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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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 蹈 剧 场 最 近

忙些什么？
瑞敏手持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标志

参与“VIVA ASEAN”巡演活动
新加坡华族舞蹈剧场的舞者李
瑞敏，受国家艺术理事会委派
参加由泰国文化部策划的 "VIVA
ASEAN”巡演活动。活动聚集
了 20名来自东南亚 10国的杰出
舞者，远赴荷兰、德国、韩国、
日本及泰国呈现 18 场演出。
创团舞者李瑞敏，曾经担任舞蹈
剧场多部舞剧如《游园-惊梦》、
《原野》和《戏子情》的主角，
也多次受邀代表新加坡出席国外
舞蹈交流活动。她于2019年6月
重归舞蹈剧场，这次巡演便是她
回归后的首个主要任务。

她表示，“参加这次活动使我受
益匪浅。每一位舞者对自己国家
的民族文化是如此的自豪、自信
及执着，令我十分感动，再次激
发我对推广本地华族舞蹈发展的
使命感。真心希望，东南亚的民
族舞蹈在大家的努力下，继续大
放异彩。”
此次回归新加坡华族舞蹈剧场，
瑞敏除了担任舞蹈演员，也负责
演员的日常训练。偶尔在灵感来
袭时，她也会进行编创，希望把
独具本地华族风格的舞蹈呈现给
观众，让新加坡华族舞蹈在国际
舞台上放光彩。

舞蹈剧场外展及教育部门正式成立！

2019年12月初，20名来自东南亚10国的舞者在日本千代田区东京站外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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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练舞蹈诗《过番情缘》
为欢庆福建会馆180周年，舞蹈剧场一年一度的专
场演出将特别呈现舞蹈诗《过番情缘》。作品刻划
早期福建过番客，秉持着不停歇的努力与坚持，在
本地开创新家园。舞蹈诗通过三段舞蹈作品，以诗
的韵律和诗的意象呈现早期先民开垦家园的艰辛以
及最终成功的喜悦。舞蹈剧场也特别邀请到福建师
范大学音乐学院舞蹈系主任陈雯教授，为作品注入
极具特色的“闽南舞蹈”元素。
舞蹈剧场目前正在紧锣密鼓排练，敬请期待更多演
出消息。
↑《过番情缘》排练剧照

社区表演
每年的农历新年前后，往往都是舞蹈剧场最忙碌的
时期。除了剧场专业演员，本剧团的表演团演员也
在短短三个星期内，马不停蹄的呈现了12场大大
小小的邀演。

"自创团以来，青年团的演出备受观众们的喜爱及

↑滨海艺术中心前院演出剧照

赞赏。为了让本地华族舞蹈能继续传承下去，
舞蹈剧场将重点培育更多年轻的华族舞蹈专才。

"

—— 梁杰旎，外展及教育主任

培育新苗
外展及教育部门（外教部）在2019年12月成功举办
儿童团选拔营，共有14位学生脱颖而出。外教部计
划为年龄介于13至18岁的少年举办少年团选拔营。
活动预计在今年下半年进行。

↑《步步迎春》演出结束后合影
扫描浏览舞蹈剧场网站
了解更多详情
23

会
讯
特
写

新加坡福建会馆新春团拜 暨
新加坡福建会馆于2020年2月9日（庚子年正月十六）
在福建会馆文化学院礼堂举办新春团拜暨会馆180周
年庆的启动仪式，主宾为国务资政兼国家安全统筹部
长张志贤先生。一年一度的新春团拜，旨在凝聚福建
会馆会员，也为增进宗乡社团、华族社群、华商领袖
及会馆合作伙伴之间的友好关系。这项活动原本有逾
600名嘉宾登记参加，有鉴于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
约200名嘉宾出席了活动。

→新加坡华族舞蹈剧场
呈现欢快的彩绸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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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会馆 180 周年庆启动仪式
成立于1840年的福建会馆，今年欢庆成立
180周年。会馆也在团拜当天为180周年庆
的一系列活动举行了隆重的启动仪式，由主
宾张志贤资政、颜金勇部长、孙雪玲高级政
务次长，蔡天宝前任会长以及陈精毅会长共
同主持。陈精毅会长在致辞时表示：“福建
会馆经历了180年的发展，参与了新加坡的
开埠，更见证了新加坡从殖民统治到建立繁
荣昌盛的独立国家！180年来，福建会馆始
终秉持着福建人的拼搏精神，面对挑战，自
我更新、精益求精，努力前行！”

←主宾张志贤资政、颜金勇部长、孙雪玲高
级政务次长，以及新加坡福建会馆前任会长
蔡天宝（左一）、会长陈精毅（中），一同
启动福建会馆180周年庆

在180周年庆的启动仪式上，福建会馆放映了一段浓缩了会馆历史简介短片，介绍历届会长
及历年来会馆的贡献。当天无法出席团拜的嘉宾与会员，请扫描二维码观赏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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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馆庆祝

180
岁啦 !!
福建会馆于2020年欢庆成立
180周年。前期准备工作在
2019年就已开展，也就是一场
为期两个月的全国标志设计比
赛。
评委经过三轮的筛选，从105
份设计稿件当中，选出了会馆
会员许葳菁的设计。他领奖时
表示：

“ 身为福建人而又是福建会馆的会员，我非常荣幸有机缘
参与会馆180周年的庆祝活动。设计不是我的专业，因此我也
没想到会得奖。我的设计灵感来自新加坡开埠200周年的标志
形状，经过构想，完成了最终的设计。我对身为新加坡福建
社群的一份子感到骄傲，也祝愿会馆180周年庆活动能够取得
圆满成功。

”

陈精毅会长于2020年2月9日举行的新春团拜上颁发了$3000
的奖金予许葳菁，他的设计将作为庆典的正式标志，使用于
媒体宣传及印刷品等等。

18 0 周 年 庆
标志与设 计 概 念 ——
乘风破浪 R id i n g the W aves
左右两个相接的圆弧代表着新加坡福
建会馆的精神与宗旨代代传承。数字
1、8和0的颜色从蓝到红，象征着新
加坡从穷困的小渔村发展成繁荣的国
际化大都市。数字8的下端像波浪，
展示了先辈们如何“乘风破浪”抵达
新加坡，同时也展现了现今社会和国
家如何处理国际与区域的种种挑战与
不确定性，并再创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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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eftmost two arcs
represent the spirit and
mission of Singapore Hokkien Huay Kuan continuously
passing o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The colours
of digits 1, 8 and 0 transited from blue to red, resembling
the development of Singapore from a small and poor
island into a prosperous world-class metropolis. The
bottom part of digit 8 is shaped like a wave, showing
how our ancestors rode the waves in search of hope and
also the perseverance of Singapore Hokkiens riding and
overcoming current global and regional uncertainties
and challenges, towards better future.

发糕仔
WhatsApp
贴图

为配合新加坡福建会馆180周年庆，福建会馆特地推出了两组
共18张的“发糕仔（Huat Kueh Boy）”WhatsApp 贴图表情
包。表情包主角是福建会馆委托原创的卡通人物“发糕仔”。
第一组贴图富有本地福建特色，通过本地人熟悉的有趣词语
如：发啊、兴旺发、好势（Ho Say）、歹势（Pai Seh）、无招
（Bo Jio）等等，凸显本地福建文化的特色，也希望借此吸引
更多年轻人追溯本身的文化，与福建会馆同欢共庆180周年。
第二组贴图则是与新冠病毒疫情相关，包括向前线的医护人员
致敬以及劝告公众多用肥皂洗手、多喝水等贴图，吁请公众齐
心协力对抗疫情。

想获取有趣可爱的表情包吗？
请到福建会馆网站 www.shhk.com.sg，扫描QR码！
希望大家多多转发给亲朋好友，传播本土福建文化，
以及齐心协力对抗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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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福建会馆
180周年庆
— — 福 建 文化系列短视频
新加坡福建会馆为配合180周年庆，与新加坡华文
媒体集团合作制作了六集介绍本地福建文化及习
俗的短视频和“播客”，内容包括：福建方言与
福建歌曲、福建习俗、福建名菜、寻根之旅、福
建歌仔戏及歌台。系列主持人是祖籍福建安溪的
本地著名导演及艺人梁智强，每一集也会有特邀
嘉宾上节目进行专题分享，嘉宾也都是本地演艺

界的知名人士，如歌台大姐林茹萍、一哥王雷，
久违的美食家林益民，报业控股电台主管DJ安
娜，阿Boys之一的TOSH等等。千万别错过聆听
梁导和嘉宾们以闽南话聊家常，把大家所熟悉的
语言和所怀念的味道，带给大家。短视频和“播
客”已陆续在zaobao.sg上线，敬请关注福建会
馆的Facebook平台并留意《联合早报》的报道！

节目表
第一集

福建菜肴

第二集

歌仔戏

第三集

福建习俗

第四集

福建话福建歌

第五集

寻根福建

第六集

歌台文化

请浏览福建会馆网站，关注福建会馆Facebook和YouTube平台，以获取最新信息！
www.shhk.com.sg

Singapore Hokkien Huay Kuan

Singapore Hokkien Huay Kuan

新加坡福建会馆180周年庆活动延期举行
有鉴于2019冠状病毒疾病(COVID-19)疫情的影响，本地许多大型活动都被迫延期或取消，以降
低人群交叉感染的风险。福建会馆于今年新春团拜举行180周年庆的启动仪式，并发布将举办一
系列活动如180周年庆千人晚宴、第七届新加坡福建文化节暨美食节等等。谨此公告所有180周
年庆相关大型活动将延期举行，敬请留意新活动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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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

1米

手术

如果您需要外出并与他人有近距离接触，
请戴口罩或使用其他物品遮住口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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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ng Hwa . Student Advocacy
- Jerry Yang

A group of P3 Kong Hwa students
came together to plan and execute
a kindness project at the nearby Old
Airport Road Hawker Centre. Inspired
by the cleaners’ and hawkers’
commitment to providing delicious,
safe, affordable food and promoting
the hawker culture, students thought
they deserve heartfelt appreciations.
This project is part of the Student
Initiated VIA (Values-in-Action), an
initiative started in 2019 in which Kong
Hwaians could choose community
projects, or come up with their own
ideas. The goal was for Kong Hwaians
to own their projects – either through
the element of choice, or through
planning and executing it on their
own. Believing that the best form
of values comes from action, the
school continues to instil compassion
and advocacy in Kong Hwaians,
empowering and providing platforms
for students to champion meaningful
causes.

↑Hand-crafted and hand-delivered notes by students to
personally thank the cleaners and hawkers

↓Students went prepared with gloves
and a service attitude in an effort to
advocate that everyone can help
create a clean dining environment

↑The responsible act of cleaning up after oneself must
continue beyond the project to become a lifelong habit

←The surprise visit brought stares but more importantly, smiles
from the cleaners and haw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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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 Chiau High .
20 years in Sengkang
- Shanmugam Chandraghantha/陈嘉豪

↑Dr Lam Pin Min launched the event on 24 January 2020
At the start of 2020, Nan Chiau High School (NCHS)
launched the NanChiauHighSchool@Sengkang: From
Our Hearts to Yours (凤栖安谷，守望二十）initiative to
commemorate the school’s 20th year of residence
in the Sengkang West vicinity. After its relocation to
Sengkang, NCHS has grown from strength to strength,
just like the mythical phoenix that rose from the ashes.
As inscripted in this year’s Chinese New Year couplets
《携手同心，二十年图强发奋兴盛港；和衷共济，一方水
润物回春泽南侨》, NCHS has closely partnered and
grew with the Sengkang community in the past 20
years.

heartfelt thanks to dedicated staff at the Sengkang
Fire Station and Sengkang Police Post, who continued
to provide essential services to residents throughout
the festive season.
We were honoured to have Dr Lam Pin Min, Advisor to
Sengkang West GROs, as our Guest-of-Honour as well
as members of the Singapore Hokkien Huay Kuan,
NCHS Alumni, NCHS Parents' Support Group and
other guests joining us in this special occasion.

A key segment of this initiative includes Values-inAction activities planned by NCHS and the Sengkang
West Grassroots Organisations (GROs) to serve the
community. This was given a good start with our
Chinese New Year celebration on the 24 January 2020.
Staff and students visited the Resident’s Committees,
shopping malls, coffee shops, kindergartens, and
Anchorvale Community Club to share the joy of the
Chinese New Year festive season.
Activities such as teaching children handicraft, singing
Chinese New Year songs with elderly residents, and
having the Prosperity Toss (Lohei) with the cleaners
in the estate were organised. We also expressed our

↑Spreading festive cheer
31

Chongfu . Dads For Life
- Terence Sim, Dads@Chongfu/Ng Keh Siong

Since the inception of Dads@Chongfu, father-child bonding events have been regular features on our school
calendar
38
father-child
pairs
spent the night at Resorts
World Sentosa’s S.E.A.
Aquarium. Sleeping
‘under the sea’ with
more 1,000 dif ferent
species of more than
100,000 marine lifeforms
is a truly unforgettable
and unique experience,
and a most cherished
memory.

‘Forest Adventure with Dad’ took
33 father-child pairs to the Tree Top
Walk situated deep in the Central
Catchment Nature Reserve. The
participants were all amazed to
be greeted by monkeys, squirrels,
monitor lizards and wild boars
along the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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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annual Dads@Chongfu
sleepover, themed ‘My Superhero,
My Dad’, was held from 28 to 29
December 2019. It was attended
by 43 father-child pairs. The 2-day
event offered ample opportunities
for father and child to bond
through activities like tent pitching,
cooking and games. Father and
child found the superheroes both
in themselves and one another.

南侨小学 . 绿色环保战士
文·唐丽娟

↑来自高雄新光国小的学生分享全球暖化的讯息
身为国家未来的主人翁，南侨小学的学生视环保为己
任，积极在校园内外倡导和鼓励环保的生活方式，
希望能够减缓气候暖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维护新加
坡“花园城市”的美誉。
除了本校学生，来自其它国家和地区的访问学生也一
样必须以环保和气候变化为主题，和本校学生共同进
行深度讨论，分享心得。和一般的访问团不同，学生
带回的纪念品是亲手制作的“传单巧变杯垫”等等小
手工，除了为环保尽一份力，更多了一层手作的纪念
意义。

↑邻居们都耐心聆听学生的热心讲解

为鼓励师生减少一次性餐具的使用，校方特地为教职
员准备可再使用餐具作为教师节礼物；学生若自备餐
盒，也可通过累计固本换取小礼物。
本校的环保俱乐部本着推己及人的精神，更把环保讯
息带向邻里，向附近组屋的居民宣传正确资源回收以
及减少使用一次性餐具的讯息，动员邻里一起为环保
尽一份力。
南侨小学积极提倡绿色生活方式和鼓励环保的举措，
获得新加坡环境理事会——绿色校园计划奖项的嘉许。
↑原来杂志和传单可以折叠成盒子，真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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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同学校 .“华”言巧语星期五
文·曾凯凯/吴鲁平

为鼓励学生多听多说华语，营造良好的校园华语氛
围，爱同学校把每个星期五定为华语日，并命名为“
华”言巧语星期五。华文部每周都会配合这一天安排
一系列的活动。
首先，愛同学校华文部于2019年创办了独一无二的
爱同华语小广播。每个星期五早上七点，娓娓动听的
华语歌曲会从广播中传出，提醒学生排队回课室。老
师们会为每个学段精心挑选不同的歌曲，如本地新谣
《细水长流》、流行歌手周杰伦的《青花瓷》和《稻
香》等等，并在歌曲前配上相应的开场白，让学生欣
赏优美的歌曲意境，同时了解不同年代的文化和其中
的华族价值观。过农历年的时候，广播则会播放喜气
洋洋的贺年歌曲，让全校充满了浓浓的佳节气氛。
“爱之声，同欣赏，欢迎大家收听爱同华语小广
播……”，当学生在课室坐好后，华语小广播就会登
场。
↑学生用华语念通告

↑学生用华语跟办公室的阿姨沟通
每个星期五早上七点二十分，全校师生就会听到这句
熟悉的开场白。这时，愛同的华文老师和学生就会轮
流担任电台主播，在空中跟全校师生分享小故事、小
笑话或文化知识等。
每周五的通告时间和升旗礼，也都以华语进行。当
天，学生不管到学校的任何角落，也都必须用华语沟
通。例如，用华语跟食堂的叔叔阿姨买食物等。学校
的华族教职员也会用华语跟学生沟通，让学生在课室
外也有机会多用华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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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用华语向食堂的叔叔买食物
另外，华文部今年还邀请了本地作家“企鹅爸爸”，
在每个星期五的休息时间，为一至四年级的学生讲故
事，让学生听故事学华语。
“华”言巧语星期五，是爱同作为新加坡特选小学提
升学生华语水平，推广华族文化的积极尝试。华文部
会继续调整和完善各项活动，为学生真正喜欢上华
文，愿意多说华语尽一份力。

道南学校 .“个别化探索研究”计划
文·程润莲

“个别化探索研究”计划（IRS）是高才教育课程
（GEP）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为五年级的高才班学
生提供平台，将他们在四年级的探究技能课程中所学
的核心研究技能学以致用。这些技能包括研究范围调
查、信息源搜索、数据收集、数据分析和研究结果汇
报。这个计划为学生提供了创新的空间。学生可凭兴
趣自主确定一个研究领域。其研究主题非常多样化，
范围从社会问题到健康问题再到科学基础实验都有。
“个别化探索研究”计划让学生学会独立、自主地学
习。进行课题研究可以让学生通过分析实地考察、采
访或做调查问卷搜集信息，培养毅力。学生可以按照
自己的进度，自主管理研究项目，这有助于培养他们
的学习兴趣。
除此之外，学生也必须在使用网上资源时注明资料来
源，学习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最终，学生会在中小
学IRS展览会上进行研究成果呈现。这一活动为学生提
供了宝贵的机会展示沟通技巧。总的来说，开展“个
别化探索研究”计划，可以协助学生抓住机遇，掌握
21世纪技能，为面对充满挑战的未来做好准备。
↑同学为参观者讲解研究课题的内容

↑同学呈现研究成果报告

↑愉快地学习与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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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徐杨婷

在新加坡，相信大家对“刘太格”并不陌生，被媒体誉为“新加坡城市规划之
父”，为中国近50座城市做规划。他1969年加入新加坡建屋发展局，1979年升
任建屋局局长，1989年任市区重建局局长与总规划师。在新加坡独立前，百分
之七十的人口都住在亚答屋，而在短短二十五年间实现了‘居者有其屋’的理
想愿景，刘老前辈功不可没。这期我们有幸采访到他老人家，看看他近况吧!
走进刘太格的工作室，映入眼帘的是他亲自挥毫 ——“墨睿”两个字。在79岁高龄，
他毅然出走服务了25年的雅思柏创立了Morrow墨睿，以其父先驱画家刘抗上个世纪
所成立的“明日画室”为名，启发对未来的睿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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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2岁的刘太格，经常笑称自己是80后，也喜欢和80后、90后的同事讨
论工作，传授城市规划的心得

家庭影响

求学之路

1938年，刘太格出生在马来西亚麻坡一个艺术
之家，父亲是著名南洋先驱画家 —— 刘抗，舅
舅是大书法家 —— 陈人浩。他从小在浓郁艺术
氛围中成长，对书法绘画的兴趣极高，一直渴
望成为艺术家。父亲教自己如何潇洒看世界，
从天地之间挖掘美的存在；而舅父则教他‘力
透纸背’活而不飘的意境。这些精神至今都贯
穿在他的作品中。

六十年代在异乡求学的刘太格，深知欧美白人
在某种程度上都会轻视有色人种。然而他不卑
不亢，踏踏实实的完成每一份作业，还给自己
设定了一个目标 —— 英文一定不能输、作业一
定要做到极致。在他不懈的努力下，以一等荣
誉学位光荣肆业。也很幸运的，刘太格遇到了
人生的恩师，从他那里学到了如何跟大自然相
处。因此他今后的作品必不可少要考虑的因素
就是大自然。

二战时期，年纪轻轻的刘太格曾一度对前途不
抱希望。因为当时新加坡正受英国殖民统治，
他没有国籍。二战之后社会经济残破不堪，严
重的通货膨胀导致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让他觉得前路茫茫，唯有挥洒色彩和线条能给
他的心灵带来一方静谧。
于是，小时候的刘太格便有了一个画家梦，当
时他家条件一般，父母亲的收入未能支撑他出
国留学。刘太格在光华学校教了三、四个月的
书存了一笔钱，私下买了一张货船的票，早已
做好了要去中国学绘画的准备。当时中国正处
在文化大革命前夕。母亲知悉后有极其不详的
预感，因此极力阻止，并且在短短的两天内为
他寻得去澳洲半工半读建筑学的机会。最终刘
太格依顺了母亲之意，想着读建筑也好，于是
便踏上了去澳洲的求学之旅。

虽然选择了建筑专业，但是刘太格并没有放弃
绘画，一有时间他就会拿起笔到处写生和画
画，多少年来走遍世界各地他都会亲手绘制名
胜古迹，制作成圣诞及春节贺卡送给亲朋好
友。
完成学业后的刘太格紧接着马不停蹄到美国耶
鲁大学深造。在那里遇到了很重要的两位恩
师 —— Levinson和贝聿铭，一位是知名的交
通专家，让他了解到交通对城市规划的至关重
要性，丰富了他对每个城市深入细微的认知，
直到这位老先生93岁，他们还一直保持联系。
另一位则是华人世界顶尖的建筑师，启迪他大
繁若简，用最简单的形式表达最复杂的思维。
无论是建筑设计还是城市规划都是一种功能性
的艺术，而非纯艺术。作为一名城市规划师，
不要有“孤岛思维”，一定要宏观考虑问题。
刘太格先生给我们学城市规划的后辈总结了三
条金句：人文家的心、科学家的脑、艺术家的
眼。人文家的心是指用心来了解城市的生活宜
居性和环境可持续性；科学家的脑是指用脑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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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回忆跟李光耀先生的交
流，一切都历历在目。每年刘
太格都会多次受邀跟李光耀先
生吃饭，第一是汇报工作，谈
发展中的项目；第二就是他老
人家时不时会有一些疑问，和
对计划要贯彻执行的指示。当
时李光耀先生每年也都要求亲
自去新的组屋区3到4次，一路
边走边和他聊新加坡的近况和
未来。

担任建屋发展局长期间向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汇报工作

最合理的科学技术和功能性发
挥到极致；同时用艺术家的眼
睛来和土地谈恋爱，三者结合
起来才能算得上是完整的规划
与设计。
“要尝试跟土地谈恋爱！” 刘
太格说道。不管是城市规划还
是建筑设计，都要避免把自己
的意愿强加在土地之上，人类
需要敬畏和尊重自然，学会感
受、认识、熟悉、爱上土地才
能做好规划。

回国建设
在美国耶鲁大学取得了非常优
异的成绩之后，良好的平台和
机遇接踵而来。而刘太格毅然
选择回到新加坡，为自己的故
乡做贡献。在纽约他机缘巧
合遇到了自己的伯乐 —— 郑
章远先生，一杯咖啡，一个小
时，郑先生就说要请他回国做
建屋局研究与设计组的主任。
回国后的刘太格果然在不同的
岗位上为新加坡的发展立下了
汗马功劳。
谈到新加坡耳熟能详的组屋，
刘太格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他
说这第一的功劳是要归功于政
府的，当年英国要撤出新加坡
的时候，自治邦政府就在1959
年成立了新加坡改良信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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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建公共住宅，供国民购买入
住。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认为
要鼓励大家买房而不是租房，
因为只有是自己的家才会细心
维护和照料。再者新加坡是一
个移民社会，种族多元，建国
初期很多人都没有归属感。只
有通过拥有自己的住房，像国
家的股东一样，才会对社会有
责任感，对国家有归属感，在
岛国落地生根，踏踏实实的过

当时“组屋”的概念还没有，
大家都称之为“公共住房”。
他觉得这个名字不太妥当，于
是才跟自己的上司郑章远一起
策划“组屋”这个概念。在建
筑设计上，刘太格也是格外花
了很多心思。由于当时国家经
济刚刚起步，资金有限，所以
每栋楼的造价都大大受到限
制。在这种情况下，要如何把
组屋的建筑设计做到有美感？
刘太格说道：世界小姐给他带
来灵感，如果把每栋楼立面的
比例都做得完美就有美感。组
屋区内的规划工作也是同样的
道理：小区、街坊、体育馆、

80年代中为厦门岛做规划。当时的汇报都以打印出来的细致绘图
和模型呈献，考验规划师的功夫

山东潍坊是中国风筝之城，刘太格为潍坊市文化艺术中心做整体建筑设计时，就参照中国传统风筝
的形象，但又做到充满未来感。图为文化艺术中心的音乐厅
商场、交通、学校等每个元素
都要按一定的比例规划，这样
才能做到和谐完美。

福建渊源
刘太格祖籍福建永春，谈起
跟福建的渊源，可说是源远
流长。他早年在福建省的规
划项目有：厦门岛、福州中心
区等。当时习近平主席正任福
州市委书记，他曾邀请刘太格
到福州做城市规划，现今福州
的长乐机场就是刘太格的作品
之一。漳州开发区项目也由刘

太格先生负责，他把最初的方
形人工岛，转变成一个“太
极图”形状，设计上更新颖自
然。目前刘太格在为永春县做
数项建筑设计，他饶有兴趣的
拿起自己的设计图，跟我们一
一比划永春县的幼稚园设计、
科学馆等等，初步透露，有些
概念他是想用山水作画的意境
来融入自己的方案中。
刘太格是福建基金的独立董
事，谈起福建会馆，他非常
赞誉会馆长期以来所做出的
贡献。他指出现代社会不断高

速发展，很多年轻人都非常的
西化，往往忽视华族文化的传
承，他觉得这是个非常严重的
问题，不管是文化历史、语言
能力都需要大幅度的提高。印
度、马来人都非常重视自己的
文化，我们华人也不能落后。
他高度支持福建会馆历年来兢
兢业业为社会各个层面所举办
的各种活动、慈善、教育和文
化宣传，这点他担任国家艺术
理事会主席期间，深有体会。
会馆今年庆祝180周年庆，他
预祝福建会馆和他一样老当益
壮，日日新，又日新，秉持着
热情再出发！

福建永春科技
规划馆是刘太
格给祖籍地的
献礼，将于近
期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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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乡卅载
首次返里

厦门市景

1947年仲夏南渡星加坡，越年投身教育界，4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星中两国政治体制不同，
初期尚未建交，国民来往并不容易。
离乡年久月深，思亲与日俱增，及至77年学校年
终假期，得教育部特许，获内政部批准，有幸往
中国省亲探友。
是11月中旬的一天早上，我开始一段从未走过
的陌生旅程，满心欢喜地由巴耶利峇机场上机，
经四小时许至香港（当时机无飞厦门），孤身寡
人的我一心想尽快回乡见久别的慈母及弟妹。一
下机，即刻乘计程车，急至中侨百货公司选购物
品，以便带往老家，中侨陈经理亲自接待帮选，
计有缝衣机、电视机、脚踏车，其他尚有衣料、
饮品、食油、饼干等等，费了一番工夫。事后，
并与陈经理共进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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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以为当日下午可以续程往家乡安海，那知陈经
理却告我，这些物品将分装为七袋，他将为之办
理托运手续，一般上要经二天才可成行，失望极
了，只好入住旅店，同时亦找间旅行社购买进入
中国的火车票。
三天后准备定当，早上乘火车到深圳站，再将行
李托运厦门，而我另又单身带轻便旅行袋续程往
游广州，住华侨大厦，宿居的人很多，多数是海
外华侨，同室有一家人来自印尼，已等了八天，
尚未有船只航海南。
一心还是急于回故里，往火车站办事处探询，了
解何种交通工具及航线能快速到达厦门，职员云
广州亦有公车往厦，但每周只有二趟车，要快
还是乘火车。（其实是误导，事后方知这更费时
日）

献赠新加坡国家奖
章予晋江市博物馆
存展

广州与厦门之间，火车并非直
线开行，须向北上湖南，再右
转江西，东向进闽北，然后下
厦门，绕了一大圈。
沿途所见平原地带，农民大队
红旗插田垠，集体操作，口唱
雄壮劳动歌，甚是壮观。
进入多山的福建，峻岭重重叠
叠，峰回路转，一山过了又是
一山，无穷无尽。
一路上所经过的市镇或是农
村，多数墙壁上书满各种标
语、歌颂词言。
路上经过许多学生时代地理课
读过的城市，韶关、衡阳、醴
陵、萍乡、宜春、鹰潭、南
平、福州……这次经过，正是
美好的印证。
几次进站，虽是三几分钟的停
留，我如无入睡，都喜下车漫
步，踩在各地区的地面，心满
意足：我有到过这些地方。
在鹰潭停留一夜，我在车站办
事处发一通电报，邀约三个胞
弟依时到厦门火车站，接引我
一同回家。

好容易经过了这么多天，是一
天的早晨到达厦门，出了站
口，东张西望，不见弟们到
来，焦急地等了好一阵子，还
是望断秋水，细思量还是雇车
往厦门侨联大厦，心想弟们火
车站接不到我，可能来侨联寻
问，那知等到午后，还是不见
伊人到来。
心急如麻，急不及待，再赶往
火车站，领出托运物品，经过
询问，又赶往公共汽车站，再
办托运，物袋绳绑车顶头，人
与物同车往安海。
在公车上有一陌生人迎来招
呼：“世添，你回来啊！我是
尚滨。”我眼拙认不出，尚滨
眼尖，我自叹不如，这是游子
的我，数十年来首次回乡见到
的第一个认识的人，尚滨与我
是同乡，也是同学，在车内尚
滨告我，他现在任职厦门大
学，因有要事急于回家。

一个中年人踏来自行车，招呼
我上车，我告之顶墟埔地址，
向我索酬人民币15元，于是我
跨坐后座铁架上，颠簸地走过
大街小巷，少小离家年久回，
好多道路我都不认得了。
在路上突见老母颠巍巍地迎脸
赶来，是急着要见久别的亲
儿，老母腰板更伛偻了，头发
灰白了，母子四目相对，我急
忙跳下车来，悠地抱在一起，
相互流淌着喜悦的眼泪，“阿
母！”“儿啊！”声声，母子
手牵着手，相拥着一同走回
家。
到了老家，满室拥挤人众，有
认得的是我的亲人，有依稀认
得的是邻人及同学，也有陌生
的未见过脸的青少年，握手、
拥抱，话语万千。

厦门距安海80余公里，当时车
行近二小时，到了我离开30年
的家乡安海，在车站急于回家
见慈母，那时无甚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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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游旧元里街

在厦门接我不遇的弟们晚间才
回家，歉言在厦门火车站找不
到我，共餐后，同往汽车站领
行李。
咱家住屋较我儿时改善良多，
这是我历年来每月汇款给老
母，她不甘花用，积蓄用来修
建，是4房1厕1厨房（后汇款重
建五层楼），三胞弟与家小及
老母各一室，虽然四弟在石狮
工作，一室本是空着，我却愿
与老母同居一室，共睡一床，
母子谈心，多聚首，多叙情。
当时家庭成员与我离乡时增了
三位弟妇和三个侄儿女，惜我
老父已去世，无能见脸，十分
心疼。
隔膜30年的家乡，有些印象淡
化，旧人一时相见不相识，有
些地方陌生了，要向人问路。
而感觉不大会接受的是，儿时
认为家乡的街道宽阔，圣殿高
耸，现在看来却是狭窄低矮，
出外人眼界开阔了，少年时正
是“坐井观天谓天大”。
在家乡多的时间是与亲戚好
友，宗人同学欢聚共餐，追忆
从前，谈人生，话家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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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重温小时的生活情趣，闲来
无事，逛游家乡名胜古迹及学
府。
•

龙山寺（国务院确定为全国
重点寺院，供奉千手千眼观
音菩萨，为海外各地龙山寺
的鼻祖）。

•

安平桥（亦称五里桥，是中
古时代世界上最长的梁式石
板桥，故称天下无桥长此桥
之称，是世界文化遗产）。

•

瑞光塔（亦称西塔，建于宋
绍兴年间，高五层）。

•

朱子祠（宋代理学家朱熹住
居及讲学处）。

•

星塔（郑成功小时读书处）。

•

水心亭澄渟院（弘一法师挂
单处，又多次在金厝祠堂讲
佛经）。

•

养正中学（我的母校，现是
省重点名校）。

在家乡与家人聚首一个多月，
共享天伦之乐，但开学在即，
年梢的一天早上，又泪别慈母
与亲朋，由安海乘坐旅行车南
下，第一天到广东普宁过夜，
越日续经深圳至香港，第三天
由港直飞新加坡。

1. 星塔
2. 养正中学
3. 朱子词（石井书院）
4. 游安平桥（五里桥）
5. 瑞光塔

1

2
4
3

5
个人简介
吴适（世添），1925年出生于福建泉州的文化古镇—安海。早期的他是一
名文武双全的教师，不但具备很高的文学修养，也热衷于绘画、音乐、体
育等。1960年吴适荣任新加坡培华小学校长，早期学校是以圣经和圣诗为
主要教学内容，后期改为华语教学。他重组校政加强各科的竞争力，使培
华小学考试经常获得100%的及格率，读书的学生人数逐年增加。吴适在培
华服务了36年，兢兢业业几乎没有拿过半天假期，秉持着“有教无类”的
态度对待每个学生。由于学校的良好表现，培华学校声誉日隆，为社会人
士所赞赏，1953年曾受当时教育部高级政务部长蔡崇语发言赞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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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门
薄饼

《邗江三百吟》(节选)
清 · 林兰痴
调羹汤饼佐春色，春到人间一卷之。
二十四番风信过，纵教能画也非时。

春到人间一卷之
新马一带的华人不论籍贯，相
信都对薄饼不会陌生。薄饼是
每一个小贩中心和咖啡店都找
得到的美食，而且丰简随人，
既是健康美味、名副其实的“
中华快餐”；也能够加入豪华
配料登大雅之堂。在新加坡
这个文化大熔炉，薄饼也成为
友族同胞的最爱，马来朋友不
但爱吃，也会制作兜售“popiah goreng”（炸薄饼），
薄饼俨然是国人最爱的国民小
吃，有薄饼的地方就仿佛有暖
如春风的邻里情。

二十四番风信过
正宗的金门薄饼，如果说足足有二十四种配
料也不夸张。蒙福建会馆陈笃汉名誉理事之
邀，到他府上了解地道金门薄饼从零开始的
制作过程。首先，薄饼菜里头就有至少10
种配料，高丽菜、红萝卜、春笋、沙葛、豆
干、青蒜、荷兰豆、三层肉、鲜虾、海蛎等
等。这和平时外面售卖的薄饼只有三、四种
配菜考究得多。需要切丝的蔬菜和肉，也讲
究必须用刀切，才会又细又脆。这考腕力的
切功，就得耗上好半天。切好后配料得逐一
煮熟，过后再放到一起，加入高汤焖煮三、
四小时，让汤汁菜汁交融，而鲜香四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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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羹汤饼佐春色
包裹薄饼的饼皮，笃汉名誉理事只用合乐路巴刹那
家的，那是必须提前预订的，而且摊贩只开早市，
如果只能够下午去取，他就会交代给隔壁摊贩代为
转交。主要是这家做的薄饼皮有筋道，薄中带弹且
不易破，这才能够裹得住鲜香多汁的馅料，达到那
一咬汤汁爆浆的标准。笃汉名誉理事笑言，薄饼能
否一咬汤汁爆浆是评定薄饼好吃不好吃、能否吃得
过瘾的标准。如果薄饼皮“hold 不住”，那就可惜
是露出破绽，前功尽弃了。
金门薄饼在外面鲜少售卖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必须得
现裹现吃，除了要顾全汤汁，还因为不可辜负爽脆
的扁鱼松和浒苔丝。正宗的金门薄饼是软中有脆，
等多一秒，脆脆的扁鱼松和浒苔丝浸在汤汁里头太
久就会变得软濡，失去香脆的“卡啦、卡啦”劲，
也尝不到海的鲜香。

扁鱼松

本地难以寻获的浒苔，盛产于厦门一带的港滩。
农历二月，海中的青丝随回温的暖流繁殖生长，
也预告着薄饼食节到了。浒，是水边的意思；浒
苔，就是水边生长的青苔。闽南话作为汉中古
语，自带遗存的风雅：一点谓之“淡薄”；白天
称为“晡”，夜晚称“暝”，“浒苔”这么优雅
的名字，吃着都觉得高大上了不少！没有扁鱼和
浒苔的金门薄饼，难以完整。市面上的摊贩有以
炸面粉碎欲取代扁鱼松，可谓鱼目混珠，虽有爽
脆的口感，却无鲜香。

浒苔丝

纵教能画也非时
老一辈的金门人会提起年轻时一般只在清明时节
家里才会准备薄饼，由于制作十分费工费时，一
年通常只会煮上两三次。金门会馆不时也会有薄
饼宴，每星期日由董事作东的午餐，据说只要东
主决定请吃薄饼，出席的乡亲就会非常踊跃。金
门除了薄饼，还有许多市面上已经“失传”的美
食，如猪脚米粉、芋粥、豆签等等，笃汉名誉理
事皆如数家珍。希望还有再向他学习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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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靖南溟》
天福宫与福建会馆
本地许多公众不知道天福宫和福建会馆的关系，
也不知道原来会馆的办公处，曾设于天福宫的画
一轩。
开埠初期，百政待兴，为与日俱增的外来移民提
供各种社会服务并不是殖民政府的首要考量，促
成各社群自动自发推动和建设各项社会服务和设
施，包办丧葬、祭拜、安排住所与工作、子弟教
育、调解纠纷与社会福利等等功能，造福同侪。

从古老的天福宫到现代化的福建会馆至今历
时180年，新加坡社会物换星移，历经战乱危
机、体制更替，福建会馆的功能也跟随着社会
发展的步伐，屡屡变易，唯一不变的是造福社
群、福萌同侪的宗旨和决心，以及“福建人，
做阵行”团结一致的步履。福建会馆于2005
年出版的这本《波靖南溟》，以天福宫内光绪
帝所御赐的墨宝为题，记录了本地福建人落地
生根的历史，以及福建会馆在历任领导时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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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事迹，于会馆三庆之年出版（三庆为庆
祝成立165周年、庆祝福建会馆8层楼新大厦
落成、庆祝天福宫修复竣工）。因此会馆从
1840年至2005发展的概况，可从书中一阅其
详。

本书售价$40，会员享有20%的优惠。

闽
俗
闽
语

老 鼠 仔
niau3

tshu3

a3

老鼠仔，

niau3 tshu3 a3,

上灯台，

tsiũ⁶ tiŋ¹ tai²,

偷食油，

thau¹ tsiah⁸ iu²,

落

loh⁸ bue⁶ lai².

来。

喵喵喵，

miau¹ miau¹ miau¹,

猫仔来，

niau¹ a³ lai²,

叽里咕噜 落来。

ki¹ li¹ ku¹ lu¹ lin⁵ loh⁸ lai².

注释：
落 来

下不来。

喵喵喵

猫叫的声音。

叽里咕噜

翻滚动作时发出的声响。
滚翻。

扫一扫QR
听闽南童谣

由福建会馆名誉理事方百成朗读

47

会馆

●

新动向

福建会馆180周年庆“发糕仔”WhatsApp 贴图
SHHK 180th Anniversary “Huat Kueh Boy” WhatsApp Stickers
请扫描QR码下载可爱的“发糕仔”，以及关注会馆
Facebook和YouTube平台以获取最新信息！
Please scan the QR code to download “Huat Kueh Boy” WhatsApp
stickers, and follow SHHK Facebook and YouTube for the latest updates!

) 6222 8212

* admin@shhk.com.sg

Singapore Hokkien Huay Kuan

www.shhk.com.sg

Singapore Hokkien Huay Kuan

通 告 Notice
谨此通告，有鉴于2019冠状病毒疾病(COVID-19)疫情的影响，本地许多大型活动、校外课程等都被
迫暂停，以降低人群交叉感染的风险。请浏览福建会馆属下机构的网站及关注Facebook，以获取
最新消息。
Please be informed that due to COVID-19, all large-scale events and enrichment classes
were suspended to reduce the risk of cross-infection. Please visit respective websites and
Facebook pages for the latest information.
新加坡福建会馆文化学院 SHHK Cultural Academy
午后学堂 After School Care | 补习 Tuition
) 6589 9500 * enquiries@shhkca.com.sg
www.shhkca.com.sg
Singapore Hokkien Huay Kuan Cultural Academy
新加坡福建会馆幼儿园 SHHK Pre-School
) 6589 9503 * enquiries@shhkpreschool.com.sg
www.shhkpreschool.com.sg
新加坡福建会馆文化艺术团 SHHK Arts & Cultural Troupe
少儿演艺课程 Chinese Arts and Culture Classes
) 6354 1972 （Toa Payoh） / 6589 9502 （Sennett Road）
* shhkact@shhkact.com.sg / sennett@shhkact.com.sg
www.shhkact.com.sg
Singapore Hokkien Huay Kuan Arts & Cultural Troupe
新加坡华族舞蹈剧场 Singapore Chinese Dance Theatre
) 6589 9501 / 6258 9130
* enquiries@scdt.com.sg
www.scdt.com.sg
Singapore Chinese Dance Thea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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