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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长的话
1840年天福宫创立并附设会馆，为福建会馆的起
源。会馆在公司法令下正式注册的日期是1937年11
月15日；前进至2020年11月15日，一场简单而隆
重的会馆180周年庆仪式在福建会馆文化学院现场
举行，并很荣幸邀请到李显龙总理莅临担任主宾，
同时为专书《世纪跨越》主持发布仪式。除了有现
场嘉宾的出席，专书发布仪式以及《世纪跨越》讲
座，也通过华文媒体集团的多个数码平台及会馆
Facebook同步直播，线上共吸引逾26,000人次观
看。在此，我谨代表福建会馆同仁感谢李总理及唐
振辉部长百忙中拨冗出席仪式；同时感谢黄循财部
长担任今年飞跃教师奖颁奖典礼主宾。
福建会馆理事众志成城、一呼百应慷慨为180周年庆活动筹募多达$927,000的捐款，充分体现了
福建社群的团结精神。考虑到冠病疫情对弱势群体的冲击，理事们一致决定将这笔捐款转而用于
帮助属校的贫困学生，以及今年获颁助学金的会员及教职员子女，向411位学生发放一次性的冠
病疫情补助金；并将余款联合福建基金捐献180万元予新加坡理工大学，资助教育，意义重大。
疫情之中2020年不知不觉已近尾声，衷心希望冠病疫情能够尽快结束，经济社会活动能够重
启，2021年大家整装扬帆再启航！

精毅
主编手札
福建会馆会讯《行》2020年第二期相隔半年多
终于出版啦！本期内容丰富，显示了疫情之下
会馆仍然致力于实施阻断措施的应对措施，努
力不懈把多项活动转移至线上，或是通过线上
线下结合的形式举办，尽最大的努力让2020
年依旧精彩纷呈！为此，这一期《行》的内容
不但没有减少，还从原本48页再增加4页到52
页。编采团队也因此必须在更为紧迫的时间内
进行整理、撰写、编排、修改、校正等工作，
确保会讯能顺利交付出版。在此要感谢所有关
注和支持会讯的友人和会员们！
本期会讯首推第26到29页的“新加坡福建会馆
180周年庆暨《世纪跨越》发布仪式”为重点。
这个筹划了一年多的活动，在冠病疫情之中终
于有机会在11月15日付诸执行；而专书《世纪
跨越 · 新加坡福建会馆180周年报刊史料选汇
编》上下两册共548页，在编辑团队历时近一
年的编修后，也在同一天正式发布，您可以在
第30到31页阅读专书的简介。为欢庆会馆创会
180周年，筹委会特委制作了纪念版万捷通卡，
以“会馆”匾额为设计，意义非凡，并特于本
期赠送予所有会员（内含$3储值），万捷通卡
附于第50页。

本地福建人在各领域翘楚辈出，本期的“闽
人丰采”福建籍名人，深耕媒体广播界多
年，协助创立了2个新的电台，以努力和功力
屹立于广播界。成长于80、90年代的华语电
台听众，想必都会记得“安心”安娜——林
安娜。这期，我们采访了祖籍龙溪的安娜，
请她畅谈她在媒体广播界超过30年的心路历
程，专访刊载第38到41页。
其他内容还包括：第18届福建会馆文学奖小
学、中学及大专的得奖作品；传统文化栏目
介绍冬至习俗和福建传统小吃曼煎粿；闽俗
闽语则请您挑战福建迷谣，请翻到第51页扫
描QR码聆听，看看您是否能猜得到什么是
“一个葫芦七个孔”。
希望大家喜欢本期的内容，也请大家多多
提出宝贵的意见，让明年的会讯更上一层
楼。若有兴趣投稿会员栏目或提出建议，请
发送到编辑组：shhkeditorial@shhk.com.
sg。2021年将至，谨此祝愿各位会员读者：
新年新希望，新年新气象！

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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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档案
谢杰城副主任：福建会馆第43届理事会财政
组副主任、福建会馆文化学院董事以及新加
坡华族舞蹈剧场执行委员，祖籍南安。现任
仁慈医院董事、仁慈医院社区互动委员会和
治理与风险委员会委员。于2014年2月加入福
建会馆，从第42届理事会（2015年）担任财
政组副主任至今。现职为盈禧投资管理创办
人兼董事经理。

展望未来，我希望福建会馆能够承前启
后、与时俱进、配合时代和社会的变迁以
及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群策群力、集思
广益、汇聚创新的理念和踏实的执行，继
续为社会和国家作出贡献。

谢杰城财政组副主任访谈记
参加福建会馆并担任理事对您个人的意义和影
响是什么？
谢:除了我的祖籍是福建之外，我、我的儿子和
女儿都是福建会馆属校光华学校的校友，分别毕
业于1974,2007及2009年。我于2014年正式加
入会馆的大家庭，成为会员，感觉非常荣幸有机
会能和一群有共同理念的理事共事，为会馆及社
会略尽绵力。我也非常认同会馆在教育、文化及
社会公益领域的努力耕耘。加入会馆也让我对自
己的祖籍文化以及先辈们刻苦耐劳，不屈不挠的
建国立业精神有更深一层的认识。
2020年，新冠疫情肆虐，对福建会馆的财政有
些什么影响？
谢:福建会馆财政组负责会馆的财务管理及监
督，协调各部门的财政预算以及会馆盈余及储备
金的妥善投资管理。会馆历届的理事在处理财政
方面都秉持着严谨、透明并具备前瞻性的原则和
理念。经过历任会长及理事们的努力和卓越的经
营，为会馆的财政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基于以上的原因，会馆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大
体上并没有受到太大的负面影响。会馆属下的文
化艺术团、午后学堂等开办的课程，因为疫情的
原因无法如期进行。这自然而然影响到会馆的经
常性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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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会馆财政组在应对新冠疫情上是否有相应
措施？
谢:由于新冠疫情给国家经济带来严峻的冲击与
挑战，会馆在财政支出方面采取谨慎的措施，开
源节流。但也同时确保会馆在防疫的安全工作和
措施上，绝不含糊，把学生、家长、员工和会员
的安全作为最优先考量。
除了会馆，您还在哪些机构义务服务？能如何
鼓励更多年轻人挺身而出义务服务？
谢:我目前也在仁慈医院董事会服务，是仁慈医
院投资委员会前主席，以及仁慈医院社区互动委
员会和治理与风险委员会委员。
我相信现在很多年轻人在各自的能力范围内都愿
意拨出时间，做些有意义，服务族群和社会的
事。我们应该经常跟他们交流和沟通，让他们多
了解机构的宗旨、任务和运作，并且配合他们各
自的兴趣和知识，让他们有机会在各自的领域作
出贡献。
您给福建会馆180周年庆的寄语、祝福。
谢:180年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会馆横跨数个世
纪，也见证了重要的历史变迁。作为福建人，我
对先辈们刻苦耐劳、同舟共济、出钱出力以及对
社会各方面所做出的无私奉献，感觉非常自豪。
展望未来，我希望福建会馆能够承前启后、与时
俱进、配合时代和社会的变迁以及科技日新月异
的发展，群策群力、集思广益、汇聚创新的理念
和踏实的执行，继续为社会和国家作出贡献。

Huay Kuan’s 180 years of continuous
excellence continues to inspire me in
many different ways.

小档案
梁佳吉副主任：福建会馆第43届理事会产业
组副主任，祖籍南安。新加坡南安会馆署理
会长、仁慈医院副主席、武吉班让福建公会
和众弘福利协会永久荣誉主席、南洋梁氏公
会名誉会长、善济医社和同济医院荣誉主
席、中华医院名誉院长。于2011年5月加入
福建会馆，曾担任产业组组员。现职为梁苑
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梁佳吉产业组副主任访谈记
Neo Kah Kiat, Vice-Chair,
Property Committee

Being the founder of Neo Group with 1400
employees, please share your thoughts on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F&B industry in the
COVID-19 pandemic.
Neo: The F&B industry is very diverse. During
this pandemic, some sectors like the food
manufacturing and food delivery services
experienced growth while many retail concepts
and restaurants saw declines. Some were forced
to close and many more had to change their
business models.

Your success is largely because of your own
ingenuity. When you became successful, what is
the significance of joining Hokkien Huay Kuan?
Neo: It is my pleasure to be part of SHHK and serve as
a committee member together with many others
who embody the SHHK values of perseverance
to contribute towards the community and nation
building. Coming together and exchanging
experiences with like-minded business leaders and
professionals has provided many insights.

The business landscape continues to evolve rapidly
during the pandemic and many will have to learn
to adapt to new norms and changing consumer
trends. Technology and automation are the keys
to the future. Covid-19 has accelerated the need
to adopt technology. Coupled with sound costsaving strategies, lean manpower, and venturing
into new markets, businesses with prudent financial
and diversification strategies will be the ones to
emerge stronger.

Joining the Huay Kuan also gives m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and appreciation of how an
established clan association functions. Huay Kuan’s
180 years of continuous excellence continues to
inspire me in many different ways.

Starting a business now requires a lot of money,
resulting in many youths shunning away from being
their own boss. How to encourage more youths to
embrace entrepreneurship?
Neo: The question is not “Do you have enough
initial capital?” but “Do you really want to start a
business?”. If the answer is yes, then 天下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Starting a business does not require a
lot of money; it requires a lot of grit, perseverance
and hard work. Business is never 1+1=2. Once you
are determined to do business, there is no U-turn.
You must not give up easily, because there will be
non-stop challenges along the way. Stay FOCUS
on your goals and dream with your eyes open.

How is the COVID-19 pandemic affecting the SHHK
property committee, and what are the mitigating
measures?
Neo: SHHK is a non-profit organisation. Through the
vision of previous councils, we managed to build
a slate that had been consistently providing Huay
Kuan with recurring income to sustain our mission
and operations. Our committee will continue to
seek ways to create value by maximising and
enhancing current assets and seek new ways to
supplement current holdings.

Your wishes for Huay Kuan’s 180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Neo: Wishing SHHK and all its members continued
success as we continue to thrive and write another
chapter in Singapore’s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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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大致力于培养热心回馈社会的学
生；福建会馆的慷慨捐赠，也恰恰给
了他们一个深刻的学习榜样。

陈添顺文化组副主任访谈记
参加福建会馆并担任理事对您个人的意义是什
么？
陈:我的祖籍是福建安溪。对于这个父辈的家乡，
我一直觉得很有兴趣，很想进一步了解福建人的
文化，也曾经带子女回乡旅游，希望他们能够认
识自己的根。受邀加入新加坡福建会馆，我感到
非常荣幸，也很高兴能够成为会馆文化组其中一
员，为推广华族文化尽一份力。
新冠疫情，对大学教育有何影响？线上上课对新
工大注重实用性以及实践的课程理念，有何影
响？
陈:我们早在四月便开始实行线上学习，确保新工
大师生能够充分利用线上教学和学习的资源。新
冠疫情给新工大寒窗学子带来很大的经济冲击。
为了他们的教育不至于因此而中断，大学设立了
新工大学生纾困基金（Student Relief Fund @
SIT (COVID-19)），目前已经募得近180万新元
的捐款。关于实践课程方面，原先我们担忧新工
大的综合学术职场培训计划（Integrated Work
Study Programme）或会受到疫情影响，但最
终几乎所有学生都能得到培训机会。我想这是因
为我们的课程合乎本地业界所需，此外，新工大
和业界的密切关系，也是原因之一。我们大学也
同时提供继续教育与培训单元课程 (ContinuingEducation Training modules) 给我们的校友。
新近毕业的同学可以籍此在疫情期间不断提升自
己的知识和技能，等待经济复苏 。

小档案
陈添顺副主任：福建会馆第43届理事会文化
组副主任、福建会馆文化学院董事以及新加坡
华族舞蹈剧场董事兼义务财政，祖籍安溪。现
任新加坡政府未来经济委员会委员，以及陆路
交通管理局和建设局董事。于2018年3月加入
福建会馆。现职为新加坡理工大学（简称新工
大）校长。

您认为本地缺乏工程人才吗？可持续发展领域
的人才是不是也有不足？新工大希望培养这方
面的人才吗？如何吸引更多本地学生报读工程
学科？
陈:作为自主大学，新工大有两个特点，其一便
是我们为理工学院毕业生提供在本地接受大学教
育的主要途径，其二便是新工大强调与业界和社
区紧密联系，推动实践应用型学习，同时加强学
生掌握跨学科技能及软技能；最终目的是培养善
于解决实际问题和提供创新解决方案的毕业生。
因此，新工大的学位课程，都是应市场预测人力
短缺的领域而设。我们一共有五个学系，这其中
不只工程和可持续发展领域。新工大也是唯一一
所提供专职医疗 (Allied Health) 学位课程的自
主大学。
福建会馆对新工大的捐献会用在什么方面？您
对这次捐献有何感言？
陈:这份180万元的留本捐款，已尽数归入新工大
基金。这样一来，我们便可灵活利用大学资源持
续完善学习环境、发展应用研究、提升教学效
果，以及加强实践学习经验。此外，新工大致力
于培养热心回馈社会的学生；福建会馆的慷慨
捐赠，也恰恰给了他们一个深刻的学习榜样。新
工大在2014年成为自主大学；还在建校初期便
能获得福建会馆的热心支持，让我们觉得非常鼓
舞，万分感激。
您给福建会馆180周年庆的寄语、祝福。
陈:过去180年，新加坡福建会馆在培育人才，推
广中华语言和华族文化，以及建设社会方面作出
了很大的贡献。我深信福建会馆必定能够继续发
光发热，造福社群；并祝愿我们会馆的精神和魄
力代代薪火相传，屡创新高。

6

福建人是新加坡华人圈中最大的群
体，在发扬与传承中华文化价值观上
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多年来为国家
与区域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更是有目
共睹。

林永车社会服务组副主任访谈记
参加福建会馆对您个人的意义和影响是什么？
林:福建会馆是新加坡福建人的核心，不仅能促
进各界侨团与会馆的中长期发展，更能展现新加
坡独特文化的认可和传承。成为会馆的一份子，
让我积极参与推动会务之余，也能够为公益尽一
份力，回馈社会造福人群。
作为早期就投入在工程设备行业的您当时每天
工作14-16个小时，秉持着必胜策略和冲锋的
精神，可以分享一下您的经验吗？
林:面对人手紧缩与市场恶性竞争下，我们知道
了解客户需求的企业才是赢家。与其等待机会不
如主动出击，创造机会把被动转为主动，化危机
为商机。我们的团队积极的全方位与客户建立高
品质互动关系，进而充分了解和发现客户潜在的
需求，有效建立起双赢的商业模式。
会馆在2020新冠影响下，仍然获得理事的鼎力
支持，筹得90多万元做活动（过后用于教育慈
善），这显示了福建人的什么精神？
林:福建会馆今年庆祝成立180年，却碰上了冠病
疫情，许多大型的活动都无法举办。我原本负责
策划一场高尔夫联谊赛，在2019年中就确定了
场地和日期，许多的活动细节，例如定制有会馆
标志的高尔夫球等等，都已经敲定，却因为疫情
而必须取消。虽然如此，理事们仍然本着齐心齐
力的团结精神，为教育和公益做出无私的贡献。
能够身为这个团队的一份子，我深感荣幸，也希
望这份奉献的精神能够发扬光大！

小档案
林永车副主任：福建会馆第43届理事会社会
服务组副主任、福建基金和天福宫管委会委
员，祖籍安溪。新加坡安溪会馆副主席、新
加坡五金机械公会副主席、中华总商会国际
事务委员会委员以及仁慈医院董事。于2007
年4月加入福建会馆，曾担任总务组组员、产
业组副主任。现职为捷必胜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JP Nelson）执行主席兼董事经理。

福建人在新加坡人口比例是比较大的，对社会
的责任是不是更加重大？
林:当初我们的先辈们远渡南洋，开始落户于新
加坡不同的地区，各籍贯的宗乡会馆应运而生。
福建人是新加坡华人圈中最大的群体，在发扬与
传承中华文化价值观上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多
年来为国家与区域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更是有目
共睹。会馆就像是一个融洽无间的大家庭，理事
与会员们都把福建人无私的精神充分发挥，造福
社群。
您给福建会馆180周年庆的寄语、祝福。
林:福建会馆始于天福宫。拥有180年历史的天福
宫作为国家受保护的历史古迹，肩负着传承本地
历史和文化的使命。身为天福宫管委会的委员，
我很高兴经常看到本地学生以及年轻家庭扶老携
幼到访天福宫，也让我更感到会馆任重道远。谨
此衷心祝愿新加坡福建会馆继续蓬勃发展、与时
俱进，引进更多青年才俊加入团队，齐心一致再
创辉煌！

内容整理·徐楊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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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会馆现有的平台鼓励和点燃年轻
人对中华福建文化的兴趣，让年轻人
发现这文化的魅力，建立归属感。有
了归属感，可以增强年轻人服务会馆
的推动力。
小档案
蔡瑩瑩副主任：福建会馆第43届理事会会员事
务组副主任，祖籍安溪。南洋中小幼校友会会
长、南洋小学和幼稚园管委会董事。于2017
年8月加入福建会馆。现职为庆源企业董事经
理。

蔡瑩瑩会员事务组副主任访谈记
参加福建会馆对您个人的意义和影响是什么？
为什么会有这份使命感？
蔡:当初我加入会馆是想为自己籍贯社群尽一点
绵力，并了解籍贯团体能在现代社会扮演的角
色。我也带着好奇及景仰的心态参加这个历史悠
久，名声显赫的团体。

在您看来，现在的华社能够承担哪方面的社会
责任？能够如何吸引年轻人或是像您一样的“
会馆二代、三代”继续服务会馆？
蔡:在全球化和数码化的世界，我认为认识自己
的文化能够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增加国人的
凝聚力和认同感。

您个人对福建会馆原来的印象是什么？在参加
并担任理事之后，有何更深的体会？
蔡:在这过去的两年看到前任会长、会长和理事
们不遗余力，付出宝贵的时间，齐心合力去延续
会馆的宗旨和使命，为广大社群谋福利；以专业
又有系统的方式管理会馆，体现了一个团结和专
业的华社对社会服务贡献的力量。我在服务中自
己也受益良多。我很荣幸能够成为这社团的理事
之一。

会馆可利用现有的平台，鼓励和点燃年轻人对中
华福建文化的兴趣，让年轻人发现这文化的魅
力，建立归属感。有了归属感，就可以增强年轻
人服务会馆的推动力。
您给福建会馆180周年庆的寄语、祝福。
蔡:我祝福会馆继续展现辉煌，与时并进；会员
们同心协力，造福社群。

福建会馆首次举行线上会员大会
福建会馆于2020年8月18日(星期二)下午2时正，顺
利举行了首次结合线上线下平台的福建会馆2020
年度常年会员大会。
有鉴于冠病疫情安全措施的人数限制，今年仅限理
事出席现场会议，会员则通过视讯参与。配合此会
议安排，会馆提前发出会议通知，并设置网上报名
表格供会员登记参加会员大会。预先登记的会员均
获得个人化 Zoom 链接，与在福建会馆文化学院礼
堂以及在各自办公处上线的理事们连线参加视讯会
议。当天线上线下共有70人出席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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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会馆线上
新会员联谊会
福建会馆于2020年9月26日下午1时30分和4时正，
分别举行了两场线上新会员联谊会，获得了会员们
的热烈响应，共吸引了近200名会员参与。
为遵守防疫安全管理措施，福建会馆每年在会所举
办的新会员联谊会今年首次改在线上举行。会上除
了分享会馆为福建人、教育、文化和社群所作出的
贡献，让新会员对福建会馆有深入的了解与认识之
外，也详解了会馆的义工服务平台和报读小一2B阶
段的程序。

↑ 蔡其生副会长及蔡瑩瑩副主任
线上致辞欢迎新会员

↑会员特别关注担任义工累积时数
以及小一2B阶段报名事宜

新加坡福建会馆
2020年度常年会员
大会 ZOOM视讯会
议截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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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属校教职员迎新茶会
鉴于新冠疫情，今年的属校迎新茶会于2020年8月28日通过网上视讯的形式进行，约70名属校
新教职员出席。迎新茶会分为两场举行，参与第一场茶会的属校包括崇福学校、南侨中学和南
侨小学，而道南学校、爱同学校及光华学校则参与了第二场的茶会。
福建会馆教育组主任卜清鍾及教育组副主任王忠毅在线出席了活动，并热烈欢迎新加入的属校
教职员。秘书处除了通过组图向各位教职员介绍会馆之外，也运用Kahoot进行了有趣的线上
游戏。活动结束前，各属校派出代表分享加入属校的感言：

我能感受到特选学校独特的中华文化氛围，这
是和其他非特选学校最大的不同点。另外，由
于学生到过许多不同的国家，因此拥有丰富的
游学经验，眼界也较不一般。
- 周慈仁老师/爱同学校（原句为英文）

I had the opportunity to attend last year's Teachers’
Day Appreciation Dinner and Combined Schools
Sports Meet. T hrough these events with other Huay
Kuan affiliated schools, there is a shared sense
of unity and togetherness amongst Hokkien Huay
Kuan schools.
– Ms Pooja Rai / Nan Chiau Primary School

2020年属校师生认识会馆学习之旅
六所属校共约1,920名学生于2020年9至11月，参加了今年的线上属校师生认识会馆学习之旅活动。会
员义工们通过视频直播，带领属校的学生走入福建会馆文化廊，并依次向学生介绍会馆先贤、会馆历
史、其他会馆属校以及会馆所推展的各项文化活动及社会服务项目。学生们在班上仔细聆听义工们的讲
解，也通过视频发问并回答作业纸，顺利通过线上直播的方式让学生们进一步了解会馆。

会员义工通过镜头和学生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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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在各自班上聆听讲解，认真作答

2020年飞跃教师奖颁奖典礼

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会馆无法如往年一样承办大型的教师节千人晚宴，因此2020年的飞跃教师奖颁奖
典礼于2020年9月1日在福建会馆文化学院礼堂简单而隆重举行，并有幸邀得教育部长兼财政部第二部
长黄循财先生担任主宾。黄部长在致辞时表扬了教师们在冠病疫情阻断措施期间所展现的坚韧精神，并
肯定了飞跃教师奖对他们的激励作用。荣获飞跃教师奖的14位教师，从673份提名中脱颖而出，在主宾
黄部长以及蔡天宝前任会长、陈精毅会长、副会长、评委等的见证下领取了奖座和$1,000奖金。
飞跃教师奖由已故总统纳丹先生在2011年倡议举办，由新加坡福建会馆颁发，旨在表扬拥有爱心和耐
心，在培育学生品德和学业方面有特出表现的典范老师。第九届飞跃教师奖的获奖教师名单及感言，请
参阅第12至15页。

2020 LEAP Award
Presentation Ceremony
With many major events postponed or
cancelled due to the COVID-19 circuit
breaker measures, SHHK decided to push
ahead with the LEAP Award 2020, to further
affirm extraordinary educators who had put
in extra efforts during this difficult period, to
ensure that students adapt well to homebased learning and the new normal. A total
of 14 teachers were selected and honoured
from 673 nominations received this year.
On 1 September 2020, a simple yet significant ceremony was held at the Singapore Hokkien
Huay Kuan Cultural Academy to honour these outstanding educators. Mr Lawrence Wong,
Minister of Education and Second Minister for Finance, graced the ceremony as the Guestof-Honour. He applauded teachers for their tenacity and perseverance under the current
challenging circumstances, and for nimbly adapting and exemplifying positivity in the face
of uncertainties. Recipients of the 9th LEAP Award each received a trophy and $1,000 cash
prize, sponsored by the Huay Kuan. Their key take-aways on this year's LEAP Award can be
found on pages 12 to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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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老师们，您辛苦啦!

“求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洪美莲 Ang Bee Lian
道南学校 Tao Nan School

“If there is a Will, There is a Way! If there
is no Way, Make one!”
Ashikin Abdul Ra'uuf
義安中学 Ngee Ann Secondary School

“身为一位教师，我坚信对待学生如同
子女一般，并且尽心地教导他们。”
蔡金贝 Chua Jin Bei Cindy
南侨小学 Nan Chiau Primary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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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飞跃教师奖获奖老师

I am constantly on the lookout to recognise
student’s efforts and positive behaviours and
affirming them of their good work.
吴令伟 Goh Leng Wee Patrick
布兰雅坡小学 Blangah Rise Primary School

“身为教师，即使不是所有学生对我
们所教授的科目有兴趣，但是我们
对学生的关爱会让教学结果有所不
同。”
李欣洁 Lee Sin Chieh
光华学校 Kong Hwa School

“If a student can’t learn the way I teach,
then I will teach the way they learn.”
Joanne Elodie Pinto
特别需求者协会加东学校 APSN Katong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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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与学生同甘共苦，看着他们茁壮
成长，便是我继续教学的推动力。”
林佳淇 Lin Jiaqi
育林中学 Hillgrove Secondary School

“Being an educator is a privilege gifted upon
us - to be able to reach out and uplift future
generations.”
黄丽蓉 Ng Li Rong
育英中学 Yuying Secondary School

“教师能给予学生最好的礼物就是相信
学生。”
吴碧玲 Margaret Ng
圣婴女子中学 (圣若瑟) CHIJ St. Joseph's
Convent

"A good teacher is like a candle - it consumes
itself to light the way for others. "
Nur Fazalina Binte Hussin
格致小学 Kranji Primary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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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而言，让学生找到学习的乐趣非
常重要，因为它将带给他们无穷的学习
动力。”
郑平清 Tay Peng Cheng Eric
安德逊中学 Anderson Secondary School

“Given the right environment & opportunity,
even the “hardest to teach” children will
flourish.”
Usha Surendran
城景小学 Townsville Primary School

“我坚信每一位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
并在一个安全及充满正面鼓励的环境中
学习是最好的学习经历。”
涂秀琴 Toh Siew Khim
圣婴小学 Holy Innocents' Primary School

"The darker it gets, the brighter you shine.
Never give up!"
杨锦成 Lawrence Alphonsus Yeo Kim Seng
北烁学校 Northlight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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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届新加坡福建会馆文学奖

福建会馆文化组主任和总务组主任及组员、大专文学奖评审及部分获奖同学合影
第十八届新加坡福建会馆文学奖颁奖典礼于2020年9月19日圆满举行，线上线下总共颁发了99个奖项。
福建会馆文学奖是结合了中小学以及大专学府的三项华文创作比赛，即：福建会馆属校小学生华文作文
比赛；全国中学生华文创作比赛——新蕾奖；以及新加坡大专文学奖。今年因冠病疫情，三个奖项的颁
奖礼分开举行：获奖小学生安排在各校领奖，“新蕾奖”则是举行纯视讯颁奖礼，大专文学奖则在会馆
举行现场颁奖礼，并同步在Zoom视讯平台让同学师长线上参与。

属校小学生华文作文比赛
四届团体总冠军 — 道南学校
“新蕾奖”线上典礼大合照
今年的颁奖礼除了大专文学奖的获奖学生分享创作
心得，新蕾奖的线上典礼也安排了得奖学生分享创
作感言。大专文学奖现场典礼也加入“迷你讲座”
环节，请两位评审老师分享审评心得，并与得奖同
学对话，以此搭建一个资深作家与新晋写作人的文
学交流平台。

小说组首奖得主熊何宇航同学
在迷你讲座上分享创作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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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大专文学奖
“新秀奖”获奖作品

大专文学奖获奖名单
组别

名次

姓名

作品题目

小

首奖

熊何宇航

世界online

说

次奖

贺倩茹

青羊小区故事

组

三奖

杨雅琦

青春的镜子

佳作奖

李佳璇

消失的窗子

陈萧潇

另一批人

金永芝

故柿

陈雨菲

却话巴山夜雨时

曹雨晴

无言

散

首奖

王可悦

丹德来恩

文

次奖

林洁曦

曼煎粿

三奖

莫静璇

阿嫲的老木屋

佳作奖

陈雅恩

玻璃城堡内的女孩

韩笑

二次生长

组

丹戎巴葛火车站
文·黎思吟

砖瓦遗传了大英帝国的基因
装饰流露着东南亚的魂
唱广东情歌的总督为你庆贺
你是出生在一九三二的混血儿
分分合合这些年 你见过多少
新马爱侣在长凳依偎
马新游子在月台张望
还有从火车卸下的货物与庸碌
但你始终只是
政治纷扰遗留下的问题与
筹码
大概即将逝去的更吸引
你成了二零一一的年度课题、胜地与风景
当人的光与噪音不让你好好与老友诀别
那一夜
你有没有哭
听不到汽笛声后
听闻你截了肢 掏空了肠
从此以后只剩下
历史的
壳

曹雨晴

记一抹多变的黑

李梅银

之间

程敏

雪
童年

三

首奖

李梅银

行

次奖

蔡丽莲

死亡

诗

三奖

徐梦园

抑郁症患者

组

佳作奖

汉

首奖

程敏

迟暮·蝶

王鹏皓

惊蛰

杨伊贝

自由

袁思琪

圆周率

黄新骊

深夜情诗

杨雨卿

浣溪沙·时疫

诗

次奖

郑逸凡

组

三奖

赵雪琪

诉衷情·赠友人

佳作奖

程敏

如梦令

虞美人·坡岛快递不靠谱

张锡珏

绝情谷

夏培根

异乡寄客
同志电影

现

首奖

林韫韡

代

次奖

李梅银

搬戏

诗

三奖

黎思吟

某天夜晚

组

佳作奖

刘子榕

只是

房捷敏

孤独是正方形的

蔡丽莲

葬

潘之韵

陆地来的新娘

金心雨

雨·滴

新

新秀奖

罗文序

母亲的瓷瓶

秀

新秀奖

黎思吟

丹戎巴葛火车站

组

新秀奖

梁静怡

相依为命

贺倩茹

青羊小区故事

早报金奖

请扫描QR码，阅读
更多获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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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中学生
华文创作比赛
新蕾爱拍客“IG人气奖”获奖作品
城市的呼吸

文图·李敏嫙

人类，他赋予一个城市新的生命。人们经过无数的挑战，日积月累地进行研究，他
们付出许多努力，同心协力打造出属于自己的城市来满足生活上的需求。城市如同
身体，每一个小区好似身体里的每一个器官，彼此相连、共存。而我们每一个人，
就似身体里的细胞，我们各司其职，让城市呼吸，活出生命。初期，我国在美国的
帮助下，成功地继续生存下来，没有窒息。后来，我国独立时，遇到了许多挫折，
难以喘气。但我国并没有放弃，一直坚持，一直努力向上。果然老天不负有心人，
我国的设施变得更完善，经济变得更高，人才也源源不断地涌入。人们还不停地创
新，带来更多惊喜，城市的呼吸因此渐渐变得稳定。不久后，我国被称为世界著名
的花园城市，是世上独一无二的城市。晨曦初始，城市升温。人们的喧嚣声，车笛
声，如同脉搏奋力跳动、旺盛，无止尽。

新蕾奖获奖名单
低年级组

高年级组

金奖

陈丹华

国大附属数理中学

冯思羽

美以美女子学校

一等奖

莫晓峰

林景中学

张梓钰

圣公会中学

方文宣

淡滨尼中学

陆馨婷

东源中学

李画扬

尚义中学

杜文菲

育青中学

吴震祁

新民中学

沈子熙

圣尼各拉女校

吕佳音

德贤中学

甘嘉益

立才中学

余佳霓

丹绒加东中学

沈琦蓓

新加坡女子学校

何泽莹

林景中学

陈一安

南侨中学

姚诗雨

育青中学

徐 玚

四德女子中学

罗浩哲

公教中学

杭正阳

崇文中学

于昊阳

圣安德烈中学

李沅霖

武吉班让政府中学

张荠云

德明政府中学

王子纶

海星中学

张继恩

胜宝旺中学

林沐曦

新加坡女子学校

吴天渝

绿苑中学

谢 禺

国家初级学院

黄乐欣

圣公会中学

张佩岑

武吉班让政府中学

包睿宁

德明政府中学

二等奖

三等奖

新蕾爱拍客获奖名单
低年级组
第一名

黄凱傑

华侨中学

何靖尧

南侨中学

第二名

周诚俊

立德中学

阎丽华

百德中学

第三名

孙逸涵

四德女子中学

芮定鴻

华侨中学

优秀奖

栾昊灵

南侨中学

邹豪骏

育青中学

陈睿祥

蔡厝港中学

陈冠杰

育青中学

孙逸涵

四德女子中学

李敏嫙

百德中学

IG人气奖
18

高年级组

请扫描QR码，
阅读更多获奖作品

新加坡福建会馆
属校小学生华文作文比赛

学生
校小 作品
奖

馆属
建会 赛得
坡福 文比
新加 华文作

群英20

作文

四年级第一名获奖作品
文·林佳瑾

在时间的推移中，很多事情都渐渐淡忘。然而，有
一件事还深深留印在我的脑海中……
“哈！”休息时间快结束了，我和两位朋友，明伟
和小华在课室里谈天说地。这时，我提起了我们的
班长，小美。“她真是的，把我们的所做所为都报
告老师，我们一定要报仇！”明伟和小华听了，眼
睛一亮，二话不说就答应了。我们讨论了一会儿，
终于想到了一个好主意——把一个装满水的水桶放
在门上，小美一开门，就会变成落汤鸡！我们想到
了这个画面，哈哈大笑起来。
于是，明伟拿来一张椅子，我站了上去，踮起脚
尖，顺利把水桶放了上去。我们乐得合不拢嘴，看
到时间不早了，我便爬了下来，把椅子搬回去，然
后满意的我们准备看“好戏”。
不久，我们听到了一阵脚步声。“ 小美来了！ ”
小华小声地对我和明伟说：“ 不要出声！ ” 不
料，开门的竟然是我们的级任老师！我们吓了一
跳，战战兢兢地说：“老师……”眼看水桶就要翻

获奖名单
年级

名次

姓名

学校

四年级

第一名

林佳瑾

道南学校

第二名

郑楚颖

光华学校

第三名

吴昊暄

道南学校

第三名

赵天翊

南侨小学

优胜奖

曾文欣

道南学校

优胜奖

易子勋

道南学校

优胜奖

李汶錡

崇福学校

第一名

白玮儒

南侨小学

第二名

王楷婷

道南学校

第三名

吴瑞哲

爱同学校

优胜奖

陈乐晅

崇福学校

优胜奖

李妮娜

南侨小学

优胜奖

罗乐恒

光华学校

五年级

团体总冠军

道南学校

了，明伟和小华吓得呆若木鸡，一时不知所措。我
眼睛瞪大地看着这一幕。老师看了，问：“明伟，
小华，你们怎么了？”
回过神来，我连忙跑到老师前面推了她一把，水
就“扑通扑通”地洒在我的身上。老师一脸吃惊地
看着我们，明伟和小华的脸红得像熟透的番茄，低
下了头。老师带我去办公室换衣服后，便叫我们向
她解释。我脸儿红通通的，不好意思地把事情的来
龙去脉一五一十地告诉了老师。
老师听了， 叹了一口气， 语重心长地解释道：“小
美是班长，你们做错事情，她向我报告是对的呀！
那是她的责任！如果她因为你们是她的好朋友不向
我报告，或者她看到你们做错事不向我报告，那她
不是一个好班长了吗？”
我们听了，惭愧地低下了头。这时，小美进来了，
我们围过去向她道歉，并向她解释事情的经过。她
听了，不但没生气，还心平气和地说：“没关系，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从这件事后，我、明伟和小华下定决心要知错能
改，保证以后不会再这样做了。
“叮！”地铁车厢的门铃声猛地把我拉回现实。“
你在想什么？”杰克我的同学，挥着双手对我
说。“ 没什么。” 我笑着回答。那件事永远是我和
明伟、小美、小华和级任老师之间的秘密。

请扫描QR码，
阅读更多获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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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2571周年诞辰
新加坡福建会馆天福宫于2020年10月10日和13日庆祝孔子公2571
周年诞辰。因冠病安全措施，祭祀仪式由往年的6场增加至11场，
同时限制每场人数，确保善信在安全情况下参加祭孔仪式和“点智
慧”活动。
配合疫情，今年天福宫特备限量版可重复使用的“仁义礼智信”口
罩，供报名庆典仪式的善信领取，并将往年用以祭祀的孔诞福物配
套，组合研发“满分煎饼”。煎饼原材料，为：“葱”明伶俐、
“芹”奋好学、精于运“蒜”、升“干”发财（豆干在闽南话中象
征升官），为学业、前程加分，寓意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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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信按照安全管理措施有序参加祭孔仪式

↑ 限量版 “仁义礼智信”口罩

↑ “点智慧”—— 法师为善信洒净水，
象征启发慧根

↑香脆可口，营养满分的“满分煎饼”！

↑ 左起：光华学校校长蔡颐龄、光华学校校友会会长张克荣、福建会馆会长陈精毅、道南学校校友会会长
李成利博士、道南学校校长傅勤予、国家图书馆副处长周韵娴

《先贤风采》
儿童绘本推介仪式
时值福建会馆180周年庆，道南、光华二校校友会携手
合作，出版两位会馆先贤陈嘉庚和李光前的《先贤风
采》儿童绘本，作为会馆庆生的纪念献礼，并于2020
年10月1日在福建会馆举行了推介仪式。
绘本图文并茂的将两位先贤的生平小事迹，通过浅白
易懂的文字呈现；团队也同时制作了有声书，读者能
够应用电子笔或是上网阅读认字，让更多学生铭记先
贤的无私奉献，继续发扬饮水思源的美德。

↑ 《兴学育才的陈嘉庚》、《慈善济世的李光前》

扫码阅读
有声电子书

回顾校史，先辈们热心教育、回馈社会的精神令
人钦佩，尤其是陈嘉庚和李光前两位先贤，像不
灭的明灯，为一代又一代人发光发热，照亮华族
甚至友族同胞的心灵，让大家延续先辈的大公无
私精神，激励与启发莘莘学子们更好的向上向
善，日后成为具有良好品德的公民。

所谓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先贤们为今天新加坡
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让我们受惠良多。这 一 套
《先贤风采》绘本，除了表达对先贤们由衷的敬
意，更要鼓励年轻一代承前启后，传承先贤辛勤
耕耘，努力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薪火相传，
为新加坡的繁荣和发展而努力。

— 道南学校校友会会长李成利博士

— 光华学校校友会会长张克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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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的《包小龙捉贼记》
2020年9月中旬，文化艺术团
参加了教育部“文化随意门”
的线上演出计划，为同学们献
上原创戏剧小品《包小龙捉贼
记》。
这是文化艺术团第一次尝试通
过Zoom直播表演。线上表演
和在剧场舞台上的演出有着相
当大的差别。

← 线上表演，一个崭新的尝试

首先，直播平台表演空间大幅缩小，演员须大幅度减少大动作，专心以表情和声音的演绎突出喜
剧效果。由于这是一项新的尝试，艺术团的技术和表演职员都承受很大的压力，一下子担心网络
不稳、一下子担心音响出问题。不过，几场演出过后，演员与工作人员都应对得游刃有余，基本
上达到预期的戏剧效果。
为了达到更好的演出效果，艺术团也寻求学校老师的协助，让演员与同学们能进行线上的交流互
动。演出获得了老师、同学们的赞扬和喜爱。演出过后，老师们给艺术团捎来短讯，让大家倍受
鼓励，同时也激励艺术团继续寻求突破。后续，文化艺术团将加强网络系统、改善摄像素质、提
升音响效果、并尝试多镜头拍摄。
疫情的来袭迫使艺术团探索未曾涉足的领域。希望来年艺术团能够在实体舞台及线上表演同步并
进，更精彩的展现演出。
扫描浏览
文化艺术团网站

↑ 学生在各自的课室观看演出及
与演员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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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员重新学习在有限的空间展
现无限想象

福 建
会 馆 幼 儿 园

新常态下的学习生活

因为疫情老师和学生之间都要保持距离，课室里筑起了无形的间隔。新常态下的学习生活依然多姿多
彩，小朋友在老师循循善诱下学习接受基本要求：勤洗手、戴口罩等，只有用餐和午休不戴口罩，小
朋友已经学会没有口罩不说话。

新体验乐趣多

感恩卡
今年的祖父母节，幼儿园老师指导学生们制作手
工感恩卡片赠送给长辈们，并且必须鞠躬亲自双
手献上感恩卡，感恩长辈的呵护，将长辈的教诲
铭记于心！

鉴于新冠疫情，今年K2的学生无法到光华小学
观摩及体验小学生活，例如学习购买食物及文具
等。因此幼儿园特别安排了在庆祝儿童节当天，
将生活技能课室变成“食堂”与“贩卖部”，“
售卖”点心、零食、饮料、直尺、铅笔、橡皮擦
和爱心贴纸等，让K2的学生学习购买、找换零
钱等简单的理财知识。

扫描浏览
幼儿园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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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期 新生活
在冠病疫情新常态下，午后学堂的大部分学生
在6月份满怀期待地开始了新学期的学习生活。
受到防疫措施的影响，一些活动无法像以往一
样邀请家长前来与孩子们共乐。在欢庆中秋佳
节的时候，午后学堂特地安排通过现场直播，
让学生呈献一系列表演，包括尊巴、武术、击
鼓和制作月饼等，家长则通过直播了解孩子们
的成长。

错过的家长可扫描二维
码，重温直播影片。

SchoolAfterSchool (SAS) kicked off the new term
in June with the mask mandate and strict SMMs
(safe management measures) in place under
the COVID-19 new normal. We are happy to
welcome majority of the students back to campus
when our programme resumed. Teachers are
mindful to plan lots of outdoors, fun and game
sports activities for our children to help balance
the effects of prolonged screen time because of
home-based learning.
This year's Mid-Autumn Festival was also
celebrated with a twist, with live streaming of
zumba, martial arts, drumming and mooncake
making. Parents who missed the show can watch
the video by scanning the QR code above.

想上福建会馆午后学堂吗？
扫描QR码了解报名详情
Call to register now :

6589-9500
email: sas@shhkca.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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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视角 新机遇

照片由徐兴忠提供
一场冠病疫情，迫使新加坡华族舞蹈剧场推迟及取消全年的大部分舞蹈演出及活动。在多所中小学及舞蹈剧场内开办的
培训课程也被迫停课，影响巨大。
疫情笼罩，让华族舞蹈剧场同仁更感必须克服困难，继续履行推广华族舞蹈文化的使命。因为有了这个信念，舞蹈
剧场积极尝试采用科技及社交媒体平台，在阻断措施期间，将历届舞蹈专场的完整作品，通过YouTube免费提供给
公众欣赏。此外，专业舞团的演员们也通过视频的方式进行排练，为将来的演出做好准备。外展及教育部门也通过
Facebook，免费推出为期2个月的公益舞蹈课程，鼓励人们通过舞蹈在居家办公和学习期间，保持身心活跃。舞蹈培
训课程也开始逐渐在线上复课。
今年的中秋节更是格外特别。舞蹈剧场于2020年9月30日（农历八月十四）晚上，通
过Facebook首次呈现线上演出《艺起庆中秋》，联合远在美国乔治亚州亚特兰大的
中华舞蹈社、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的英姿舞园、日本东京的中国舞蹈沙龙及毛里求斯
的影子舞团“同台”演出，千里共婵娟。演出也很荣幸获得艺术理事会的赞助，以及
文化、社区及青年部唐振辉部长“出席”嘉勉，也获得线上观众的热烈支持，并对演
出赞赏有加。

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等级考试

扫码观看
《艺起庆中秋》
线上演出

2020年11月28日和29日，华族舞蹈剧场首次通过视讯方式与中国民族
民间舞蹈等级考试中心连线，成功为170名学员完成一年一度的鉴定考
试。虽然今年课程的计划和节奏被冠病疫情打乱，但在学生、家长及老
师的努力配合下，学员们都顺利通过今年的考核，成功升级。恭喜所有
参加考核的学员们！

新加坡华族舞蹈剧场2021年课程
.创立于1989年的舞蹈剧场，在舞蹈教学方面实践经验丰富；
. 舞蹈剧场秉承着“德艺双馨、薪火相传”的愿景，为学员奠定舞蹈基
础素质教育；

. 多元化的培训课程包括：成人舞蹈、亲子舞蹈、启蒙舞蹈、舞蹈等级
扫码了解更多
课程内容

考试、武舞及古典舞技术技巧等。学员除了掌握技巧，更学会以舞修
身、提升自信、成就优秀典雅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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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由徐兴忠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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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宾李显龙总理与特别嘉宾唐振辉部长亲临福建会馆欢庆180周年

新加坡福建会馆180周年庆暨
新加坡福建会馆180周年庆典于2020年11月
15日，线上线下圆满举行。庆典以“世纪跨
越”为主题，发布馆史《世纪跨越：新加坡
福建会馆180周年报刊史料选汇编》回顾历
史、并通过“5分钟读懂180年”Kahoot线
上游戏，借助科技吸引年轻一代认识会馆事
迹；此外更延续先贤服务社群的理念精神，
颁发资助贫困学生的额外冠病疫情补助金，
并捐献180万元予新加坡理工大学。庆典主
宾为李显龙总理，特别嘉宾为文化、社区及
青年部长兼律政部第二部长唐振辉先生。

陈精毅会长于会馆180周年庆典上致辞

“福建会馆180年来扶助社群、资助教育……
会馆历届的领导深信，拥有知识，就拥有未
来。”
——陈精毅会长

庆典线上直播共吸引约26,100人次观
看，“5分钟读懂180年”游戏则共有273
人参加。首奖得主赢取了1,000元的超市礼
券，另外有9名公众也成功挑战游戏，各赢
得了200元的巧克力礼券。

重 温 “ 5 分 钟 读 懂 1 8 0 年 ”
↓答 案 ↓
1. 1840 2. 陈金声 3. 爱同 - 崇福 4. 南侨 - 光华 5. 对 6. 午后学堂 7. 道南 8. 四方形 9. 43 10. 发扬文化、 提倡教育、 社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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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跨越》发布仪式与讲座

Kahoot线上游戏
1. 福建会馆成立于哪一年？
1860
1804
1840
1827
2. 以下哪位不是福建会馆大董事 / 总理 / 主席 / 会长？
陈笃生
陈金声
陈金钟
陈武烈
3. 1955 年哪两所属校迁入福建会馆大楼？
崇福 – 道南
爱同 – 道南
爱同 – 崇福
道南 – 南侨
4. 哪两所属校是二战后创立的？
南侨 - 光华
南侨 - 道南
爱同 - 光华
崇福 - 爱同
5. 新加坡福建会馆创立至今 180 年，横跨了 3 个世纪 。
对
错

《世纪跨越》讲座现场打造经典怀旧复古风
6. 以下哪一个福建会馆附属机构成立于 2016 年？
少儿学堂
午后学堂
语文学堂
幼儿学堂
7. 哪一所会馆属校明年将庆祝 115 周年？
南侨
崇福
道南
爱同
8. 以下哪个图形没有在福建会馆标志当中？
船
圆形
波浪
四方形
9. 会馆这届理事会是第几届？
42
43
44
45
10. 以下哪项是会馆成立的目的及宗旨？
发扬文化
提倡教育
社会服务
发展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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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会馆第43届理事联合福建基金，共同捐献180万元予新加坡理工大学

会馆捐献180万元予新加坡理工大学
为庆祝标志性的180周年，会馆第43届的理事筹备了
一系列的大型活动，更为活动筹募了高达90多万元
的资金。但在冠病疫情笼罩下，活动无法如期举行。
因此，理事们决定将捐款用于帮助受到疫情影响的清
贫学生，并联合福建基金捐献180万元，资助新加坡
理工大学位于榜鹅新校园的建设。陈精毅会长在致辞
时表示：“这点和福建会馆180年来扶助社群、资助
教育的理念是一致的。会馆历届的领导深信，拥有知
识，就拥有未来。”

↑ 庆典现场连线新加坡理工大学杜佛路校园，
共同见证“新加坡福建会馆讲堂”的揭幕仪式

为感谢福建会馆的捐款，新加坡理工大学将在榜鹅新校园落成后，以一座连接校园数幢教学楼的行人天桥
环圈，命名为“新加坡福建会馆协作环”（褐色结构）（Singapore Hokkien Huay Kuan Collaboration
Loop），凸显融汇贯通、协作沟通对创新及创业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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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跨越》讲座 探索有趣新发现
主编杜南发理事与新加坡国立大学
中文系主任丁荷生教授，以及南
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院长梁秉赋博
士，就福建会馆在过去180年间，
在新加坡乃至东南亚区域所扮演的
重要角色，分别从文史、宗教、教
育视角发表其研究心得。主编杜南
发也分享了此次编撰《世纪跨越》
专书大量筛检史料、遍阅报刊文献
过程中的新发现及不为人知的遗闻
轶事。
《世纪跨越》讲座
以线上线下的形式开展 →

新加坡福建会馆，180年一路同
行，一路温暖。错过周年庆典直播
的会员，现可前往新加坡福建会馆
官方面簿www.facebook.com/
singaporehokkienhuaykuan
观看完整精彩回顾！

↑ 庆典上，李总理在专书纪念精装本总理献词页上亲笔签名赠予福建会馆留念

探索 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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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古为镜 · 试写汗青

福建会馆180年，从来没有尝试过整理馆史。直到去年。
为什么从来没修史？也许跟福建人较为务实，不爱讲过去、凡事看未来的文化特性有关。回观本地以闽人为
主的华社也是到了1923年才有宋旺相著述的《新加坡华人百年史》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Chinese
in Singapore)，而且他还是应一位洋人——“新加坡百年史” (One hundred Years of Singapore) 的总编
辑麦比士 (Walter Makepeace) 的邀请才动笔撰述华人百年史这部分的章篇。后来由于所收集的资料相当显
著，于是另编就一本共六百多页图文并茂的《新加坡华人百年史》。
修史一事，愈久愈难。如果一个组织只有几年的历史，整理起来肯定较为容易，而且文字记录与相关人物皆
在，查找资料也更为便捷，写起来也无有悬念。无奈前人没想到要修史，于是180年后的后人，因为怕后面
的人任务会更加艰巨，于是硬着头皮，招兵买马，破釜沉舟，担起了梳理65,745个日子的重担。
所幸，历来会馆虽然鲜少自己写自己，但与媒体关系密切，因而多年来的报道篇幅未曾间断，且内容详实。
再加上篇幅众多的文史记载、游记传略等等，洋洋洒洒数千篇，180年来的事迹辙轨分明，有条不紊，俨然
现成的馆史。既然有现成的报刊及印刷文章，惟有善加利用；选其精华，去其重复之处，集成《世纪跨越 ·
新加坡福建会馆180年报刊史料选汇编》。书本分上下两册共548页，以1827年至独立前为一册，独立后为一
册，从4个章节呈现福建会馆以及本地闽籍社群的发展轨迹。

目前所知本地福建人最早的历史记录，为
1827年《海峡殖民地政府文献》所保存的
一份闽人领袖陈送等提呈的《华民请愿书》
。1840年，陈笃生领导福建族群创建天福
宫，是当时岛上规模最大的华人庙宇，同时
在宫庙内设有“会馆”，作为“我唐人会馆
议事之所”，是新加坡福建会馆的肇始。这
时期的记录多为迎神赛会之盛况、先贤丧
仪、塚山事宜、议举董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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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馆在20世纪初积极投入创办新式学校，先
后承办了道南、接办了爱同，更在1915年创
办了崇福女学校。改革的风潮也推动会馆在
1929年依新制度公开选出新的执监会，陈嘉
庚当选主席。在他领导的20年间，推动本地
教育、担当社会公益及赈济，简化奢侈浪费
的丧葬陋俗等，进一步巩固了福建会馆在南
洋华社的领导地位。战后交由陈六使先贤领
军，他扩充会馆产业，兴教办学，为会馆打
下良好的经济基础。

《旧唐书·魏征传》有云：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福建会馆历史有新加坡成长的印记。会馆历经180年的
发展，见证了新加坡从殖民地发展成为今天主权独立的国家；见证了国人团结一致从二战的废墟中重建家
园；从建国初期的动荡彷徨拼博自强建立坚定自信的国家。而会馆始终屹立，与时俱进、引领新风。这对于
任何个人、家族、社会、国家，都是很好的借鉴。

建国初期，福建会馆的产业多次捐献或以低
于市场价献予国家，为新加坡的发展作出贡
献。面对教育及语文政策的转变，会馆支持
当时的5所属校积极转型，不但在硬件方面符
合教育部的规定，报刊也记载属校增加英文
课，会馆拨款增设英语会话视听室等。随着
爱同、崇福两校在80年代迁出市区，会馆转
而以文化为切入点，成立文化艺术团、华族
舞蹈团等，继续凝聚华社，造福社群。

步入21新世纪，南侨中学迁校至盛港，附小
也同时成为独立的学校。会馆至此承办6所属
校，继续在基础设施、学生课程与福利、教职
员培训及福利三个方面，资助属校的发展。
南侨中学在2012年成为特选中学。同年，会
馆也跟进治理指标，修宪限定会长任期最多3
届。2014年，福建会馆文化学院成立，附设
幼儿园、午后学堂等，成为学童欢乐学习、全
方位成长的文化新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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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o Nan
Full Home-Based Learning
- Mr Leow Yen Min

Tao Nan School has been conducting
e-learning for students for 10 years prior to
2020. When all schools were to shift to Full
Home-Based Learning from April 8 due to
the COVID-19 situation, Tao Nan geared
up in action.

↑ Teachers regularly check-in on students’ well-being

The school continued to prepare staff
through just-in-time training and sharing of
ICT platforms and tools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 such as Student Learning Space,
Google Meet, Classkick and Escape
Room. Staff accelerated their learning of
technology in education and appreciated
the camaraderie as a school.

With dedicated efforts of teachers and
strong partnership with parents, students
were able to engage in interesting online
lessons, learning joyfully and covering
the syllabus, despite being physically
away from school. Not only have
students become more self-directed in
learning, they took care of each other's
well-being during the circuit breaker
period via regular weekly online chat
and reflections. It was also the first time
that Mother Tongue Fortnight had gone
online, with 1900 song dedication, 3
sessions of 1.5hr streaming by Music
Dreamers Café local singers and singalong, where students appreciated
more than 60 songs, including 《福建
人，做阵行》。
→ Online Mother Tongue Fortnight for
students

Full Home-Based Learning had indeed allowed staff
and students to espouse the school motto of sincerity
and perseverance, overcoming the challenges brought
about by the crisis of the generation and emerging
stronger together.

← Using Youtube to teach use of art past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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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Tong
Junior Innovator Programme
- Mrs Tan Qili

Ai Tong School Project Work Programme caters to Primary 3 to 6
students beyond the academic curriculum. The focus is on providing
opportunities to challenge and stretch students to apply and integrate
their content knowledge and skills to problem solve creatively or design
new products and experiences through collaborative learning. Through
these activities, we aspire to develop the innovation and growth mindset
in our students, drawing on the character strengths portrayed by one of
the school’s Dynamic Learners, A Resilient Innovator, 小毅.
In this first-year Project Work Programme, the Primary 3 students
challenge themselves to think out of the box and have fun creating
and innovating products to solve every-day problems and put waste
material to better use. COVID-19 safe management measures did not
deter our teachers from continuing to innovate and explore ways to deliver our curriculum. By tapping
on the affordances of ICT platforms, we enabled our P3 students to continue to acquire the necessary
knowledge to hone their project work skills through a variety of meaningful learning experiences at home
during the mid-year school holidays.

↑Milk carton can become a lantern
Through the effective use of lesson packages posted on Student
Learning Space (SLS), students were purposefully guided to be aware
of innovation being a way of thinking and is all around us in our daily
lives. This ties in meaningfully with SCAMPER, a brainstorming tool,
which scaffolds learning to generate endless possible creative ideas to
innovate and make improvement to existing products. Students then
share observations and responses through words, images and videos
with their form teachers and peers virtually through interactive platforms
like “Padlet” walls. Form teachers played the role of facilitators to
respond and interact with students to clarify doubts and to keep the
project within stipulated time frames.
The programme culminated in the creation of individual innovative
products showing the application of SCAMPER in the process. Most of
the students, with the support of their form teachers and parents, were
able to present simple yet impressive innovations that demonstrated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cepts.

↑Recycling old socks to become
“Sneeze So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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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福学校 .“乐学善用”华文华语
文·石佳

教育部近年来提倡“乐学善用”华文华语，鼓励老师
让学生们在玩乐中学习，崇福学校的老师们也积极地
想方设法提高学生学习华文的兴趣。本着教学相长的
精神，老师们在上桌游培训课时，突发灵感想到了要
自创桌游。经过几个月的规划、设计及印刷，本校首
创的结合汉语拼音及汉字的桌上游戏，终于在2020年
8月诞生了！

← 崇福学校原创桌游《阴阳上趣识字乐》
老师们设计的这款《阴阳上趣识字乐》桌上游戏，分
成了四套（一年级至四年级），每套包括该年级的所
有识读及识写字。学生在玩游戏时，不但要读出卡片
上的字，而且还要将该字放到正确的声调旁。通过这
样的方式，锻炼学生们的识字能力，做到“温故而知
新”。值得一提的是，这套字卡里还包含了一张“问
号卡”，学生可以展示这张卡向同学或老师寻求帮
助，从而鼓励学生积极提问及互助的精神。
经过几轮的实验，老师们发现学生在玩字卡时，都全
心投入，兴趣十分浓厚。有些学生在游戏结束后，还
一直念念不忘，主动向老师要求复习学过的字。这款
桌上游戏可说是重燃了学生们学习的积极性，也让老
师们收获极大的满足感。

↑快而准，让我来！
↓学习华文乐趣多！

桌上游戏今年正处于实验阶段，只有部分班级尝试使用。未来学校将让更多学生尝试，让更多孩子从中获
益，达到“玩中学，学中玩”的目标。学校也期待有一天能够在校内掀起一股“桌游认字”风潮，让学生主
动学好华文，爱上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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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侨中学 . 新愿景 新使命
文·蒋政音

南侨中学在2019年初于特选学校庆祝成立40周年之际，就着手为学校创建新的愿景和发展策略。在迎接面向
多元化教育景观的新时代，这个以“传承特选学校精神，共创崭新年代愿景”为主轴的全新版策略蓝图，巩
固了南侨中学为新加坡培养双语双文化人才的使命。
2020年8月5日，校长萧芳辉女士为这个全新的愿景、使命及价值观掀开序幕。

↑学生领袖接受培训以加深他们对学校价值观的理解
学生领袖（FALCONS）及班级委员，以陈嘉庚先生
的生平事迹为参照，带领全校师生讨论深化对学校六
大价值观的理解，并将校史融入品格及公民教育课
程，让师生深入了解历届校长、师生的贡献及期望。
为此，中三同学制作了一系列的录像，以创意的方式
重新演绎本校一路走来所经历的挑战，让全体师生对
过去的南侨女中，以及位于旧校址的南侨中学有了新
的认识，也加强了“爱我南侨”的归属感。
放眼未来，期待南侨学子能秉持特选学校的优良精神
扎根新加坡，并兼具国际视野和跨文化的交流能力与
世界接轨，让新加坡发光发亮！

↑小组讨论促进对学校历史的认识

↑中三学生制作录像让同学们重温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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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华学校 . 正向教育
文·李家良 / 杨子仪

光华学校于2019年开启了正向教育（Positive
Education）历程，把正向教育作为灌输正确价
值观的基础。正向教育的目标是灌输性格强项
（Character Strengths）意识，促进学生的身心健
康、加强自信心、改善个人抗逆力、在待人处事和学
习上不断成长。
学校预先在2019年为教师提供培训。通过一系列的互
动课，帮助老师们充分认识正向教育，以及二十四个
性格强项。简而言之，老师学会了如何“看待”和“
使用”积极正向的一面帮助学生。
迈入2020年，学校步入正向教育第二阶段。通过班
级级任辅导课（FTGP），向学生推介了正向教育，
引导他们认识自己的性格强项、发现自己的优势，增
强了学生的自信心和社会意识，帮助他们在相互尊重
的基础上建立和维持良好的人际关系。在阻断措施之
前，德明政府中学的高一学生来到本校进行实习，制
作了一套精美的“二十四个性格强项”海报，帮助学
生们加强对性格强项的印象。

← 德明政府中学学生协助设计的其中一个
“性格强项”海报
阻断措施期间，本校的学生也接受了“齐家共创”的
挑战。学生必须和家人一同进行创作，并将成品的照
片或视频上载到学生学习平台（SLS）。这项挑战旨
在加强疫情期间家庭的凝聚力，得到了学生和家长们
的一致好评。学生们在完成任务的同时，反思了自己
的优劣势以及家人的表现，从而对自己和家人有了更
深入的了解。
通过这一系列的正向教育活动，本校努力朝向成为全
方位灌输正向教育学校迈进，让学生在积极正面的氛
围中，成为更有自信、更好的自己。
参与“齐家共创”挑战学生们的反思笔记 ：
“我很高兴能够和弟弟一起边彩色边聊天。”
“这次的‘齐家共创’活动，我和两个弟弟一起合作
设计了七个不同的图片。”
“我选择参与这个活动，因为我们一家就能够共创集
体回忆。”
“我和两个弟弟一起参与，因为我想在阻断措施期间
和弟弟好好利用时间。”
“在完成‘齐家共创’的活动时，我们展现了以下的
性格强项：sw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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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家共创”挑战中填色活动的一个作品

Nan Chiau Primary
Gratitude in Action
- Mr Erwin Rohman

It has been an extraordinary year with the COVID-19 pandemic. In Nan Chiau Primary School, we celebrated
the resilience, courage and perseverance shown by front-line workers in school and in the community.
Personalised thank you cards were presented to school cleaners and school bus drivers, contact tracing and
quarantine-locations officers in the community, public bus drivers and staff at the public transport frontline as
well as National Servicemen and women who helped pack masks and set up testing centres and done much
more, to keep Singapore safe. These are co-organised with our community partners namely Sengkang West
Anchorvale Community Centre Youth Executive Committee, Sengkang Bus Interchange and the Singapore
Armed Forces (SAF) National Education arm, NEXUS.

↑“Thank you for keeping our school clean!”

↑“Thank you for keeping Singapore going!”

↑“Thank you our school-bus uncles and aunties!”
Watch a tribute video featuring NCPS students on MINDEF’s
Facebook page for the SAF Day commemoration, by scanning
the QR code.
* photos were taken before masks man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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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徐杨婷
在新加坡，提到电台女主播，相信安娜的名字并不陌生。广播界30年的经历，
四个不同的电台，从一开始“安心”的知性路线，到现在的健康教主和美食达
人，她一直从容不迫专注自己热爱的广播事业，今天有幸邀请到林安娜本人，
进行访谈，让我们对这位闻名遐迩的电台女DJ 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忆——朗朗童年乡音
林安娜女士是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父母已经是第一代新加坡人，即建国一代。在电
台主持特备节目或活动时，有时会用一口流利的福建话游刃有余的掌握话题的节奏
性。

38

最近林安娜受邀主持了福建会馆180周年庆，在
谈到文化传承时，安娜回忆起自己祖父祖母和
外公外婆，老人家都是福建人，自己的父亲是
华文教师。从小耳濡目染受到长辈们的熏陶，
尤其逢年过节向长辈们问好，和亲戚同乡们聊
一些家长里短都是用福建话来交流，尤其是对
长辈，以福建话交谈让她感到格外亲切，福建
话可以说是已经流淌在自己血液里的一项语
言。
在说到童年时，安娜还提到了自己的祖母和外
婆，在她还是个小孩的时候，祖母就常去新加
坡厦门街的小贩中心买驰名的卤面给她吃；而
自己的外婆则是亲自下厨，做福建传统美食，
勤劳手巧的外婆用福建的润饼、福建传统面线
糊、福建的五香、福建的烧肉粽等一道道传统
的福建小吃，构筑了安娜香气四溢，五彩缤纷
的童年，和平仄有调的福建乡音一起烙入了灵
魂深处。美食一直是陪伴着安娜成长的一种无
形的语言。
对福建乡音有着浓厚感情的林安娜，在谈到福
建方言时，感触颇深。小时候的安娜经常跟着
祖父听有线电台——丽的呼声，尤其是王道的
福建讲古，《小侠红蝴蝶》是她印象最深的，
王道先生生动的讲到大肥师兄，仿佛就灵活灵
现地从四方音箱跑出来。没想到后来机缘巧合
下，自己也成了电台主播，还用方言去为年长
者解说冠病19疫情的重要信息。她认为时至今

日，新加坡的华语英语或是方言，都是混杂式
的，就像本地小贩美食“罗惹”(Rojak)般。
在新加坡，大家多多少少都会讲一点福建话。
每一种方言都有它生动的俚语，安娜特别喜欢
的，或者说小时候听大人说，然后深深烙印在
脑力里，后来还在做人做事上派上用场的，她
很细心的给我们列举出来：

1. 食饱换枵 = 得不偿失
2. 捉龟，走鳖 = 形容人贪心不足，到头来两
头空
3. 呷紧弄破碗 = 欲速则不达
4. 惦惦食三碗 = 形容一个人深藏不露
5. 青暝鸡啄到虫 = 形容一时侥幸成功
6. 黑胡须白目眉 = 不请自来
7. 无鱼，虾麻好 = 退而求其次
8. 站久就是你的 = 有恒乃成功之本
9. 讲一个影，生一个囝 = 捕风捉影
10. 时到时长，无米煮番薯汤 = 船到桥头自
然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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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一脚印， 呷紧弄破碗 ~ 欲速则不达

福建话在本地日常沟通中
多是调侃或者是口头禅的
语言，几十年来教育体制对
英语都是比较重视，华文华
语作为第二语言，总是被忽
视，更不用说地方语言，比
如福建乡音了。现在年轻人
对华语对方言的陌生，仿佛
已经变为“理所当然”。作
为电台主持人，安娜还是希
望能各方（包括政府和民间
组织如会馆）能营造良好氛
围，把传统文化传承下去。

再加一股爱拼的精神，便让
安娜在广播界站稳脚跟，她
笑了笑说：也许这就是福建
人讲的“爱拼才会赢”。

思——漫漫电台之路
从刚开始接触电台，到现在不
知不觉已有了30年，这30年
来，林安娜可以说见证了新加
坡电台一路的发展变迁，也见
证了电台主持人的一路风风雨
雨。

踏进广播圈的时候是1991年，
当时的电台主持人都叫广播
员，林安娜在当时的上司的鼓
励下决心去应征，没想到自己
竟然被选中。也赶上了新加坡
广播电台的转捩点 —— 那时
出现了“心电台”，来自香港
的麦之华小姐把当时香港的广
播形式带进了新加坡的广播
界，她认为广播电台的主持人
应该形象化，广播电台的主持
人也应该打造自己的形象，走
明星化路线，就在当时推出了
职总心电台，也捧红了“八颗
心”（8名DJ的形象）。林安
娜由于声线有磁性，加上安娜
这个名字本身就有安心的寓
意，就担起生活资讯类节目，
电台当时受广大新马听众喜
欢，获得了超高的人气，也奠
定了安娜后来的主持、代言邀
约的基础。
林安娜，在19年前开了一个
《空中谈性》节目，节目中她
以一个女性的角度游刃有余的
在当时仍是保守的新加坡社会
中，大胆的讨论看似“禁忌”
的话题，引起了轰动效应。在
谈到这档节目时，林安娜很形
象的用了“放风筝”来比喻如
何拿捏广播管理局的尺度：

说到自己的求学之路，向来
以温和、知性来虏获听众芳
心的安娜，在年轻时候也曾
叛逆，华中初级学院毕业
后，家人一度希望她继续上
大学，然而当时对英文为主
教学的系统，安娜不愿“勉
强自己”（以英文求学），
而父母也没有“勉强”她。
对当初这样的固执，安娜没
有后悔，但有遗憾，如果自
己能多掌握一种语言，那就
是自己有了双刃剑。
从小不太爱讲话的安娜，后
来变成“开唛”后滔滔不绝
的DJ，是安娜自己也没想
到的。一副优雅的的声线是
一名主播必不可少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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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非摩洛哥的撒哈拉沙漠，有三毛有许多知名不知名的人的足迹。
广播路上，我只是过客，挥动双手，只是留下自己不悔的瞬间。

“你一定要放手给它飞，飞
得差不多的时候你要收回来一
点，再放飞，再收回来一点，
就好像放风筝一样。”就这样
林安娜以极大的勇气魄力和恰
到好处的分寸做出了新加坡电
台史上一档“爆款”节目。
回顾自己的电台工作走来的30
年，经历了匣式卡带、盘带、
唱片、CD、MD、MP3、电
脑数码，到现在的Facebook
直播，林安娜感觉就好像“嫁
一个人”一样无怨无悔，虽然
一路上风雨相随，但是旅途的
风景更加美好，这30年让自己
拥有了独特个性的广播风格，
也在新加坡电台广播界创造了
属于自己的天地。

广播竟然“可以”在家里做！今年阻断期间，竟然让我遇上
了，墙上的“望”字，是林子平先生墨宝，我喜欢这个望字，
它叫我望远，也叫我望望自己的初心。

望——欣欣向荣未来
展望未来，林安娜始终认为人要
活到老学到老，无论是进学堂还
是自己钻研，人始终要保持好
奇心和探索的动力，要不停的否
定自己，推翻自己，才能度过瓶
颈期。谈到自己的兴趣爱好，她
一直热爱摄影，并且注重养生。
她说道：“如果有一天我不在岗
位上了，我希望能把我在电台主
持的经验与体会和年轻主持人
分享，我也想做我感兴趣的事
情！”。安娜认为任何传统文化
都有它存在的必要，要源源不断
的薪火相传，就要不停歇的赋予
它重要的存在价值和新的意义。
匆匆数十载，现在的安娜已经蜕
变，之前的她还会不时的问自己
下一个两年、五年，而现在的她
只想好好活在当下，不忘初心。

也是在北非摩洛哥，是我在2019的最后一趟远程旅行。当时觉
得旅行是很“普通”的事，现在了解，旅行是要珍惜的机会。下
一趟再出发，一定要狠狠地感受每一个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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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冬至习俗
冬至，闽南话称为“冬节”，是二十四节气中的重要节气之一，有“冬至大过年”的说法。在往昔中国
农耕社会，节气对人们的日常作息有着深刻的影响，所谓春耕秋收，夏需消暑、冬要滋补。冬至通常在
每年阳历的12月21、22或23日，是一年之中北半球黑夜最长的一天。在长夜漫漫的寒冷冬天，一家人
围聚祭祖、吃汤圆，是家家户户期待的幸福场景。

吃“冬节丸”（汤圆）
闽南俗话说“冬节过，加一岁”，也就是说过了冬
至，很快就过年了，会增加一岁。冬节前夕，新加
坡的闽南人一般都会全家一起将白、粉红两色的糯
米团搓挲成大大小小的圆粒，放入香兰黑糖水中煮
成热腾腾的汤圆，象征团圆、甜蜜、吉利。粉红色
与白色，则寓意阴阳交泰，万物更生。

旧时在泉州地方搓“冬节丸”还有“做鸡母狗仔”
的习俗，为祈求六畜兴旺，用糯米团搓捏成牛、
猪、鸡、鱼、狗、猫等造型，蒸熟后和其他牲醴供
品一同用来祭祀。鸡母狗仔的造型也包括鲤鱼、金
瓜、凤凰、龙柱和有吉祥寓意的水产等。泉州人吃
汤圆，一年共两次，元宵吃“上元丸”（头丸）、
冬至吃“冬节丸”（尾丸），寓意着头尾都圆满，
一年到头顺顺利利，团圆美满！

祭祖
清代乾隆《泉州府志·卷二十·风俗》中提
及：“冬至，州人不相贺，祭祠堂。”指的是闽
南的冬至，不能说“冬至快乐”，因与祭祖的习俗
有关。冬至、清明、中元节、除夕，是闽南人的四
大祭祖节日。冬至祭敬先祖，一般是午供，用荤素
五味及“三牲”、“五斋”、“六果”，鸡鸭鱼
肉，“炊龟做粿”等，焚香点烛，烧纸钱，甚至放
鞭炮，仪式如同除夕的祭祖。金门润饼菜（又称润
饼），是我们今天常吃的薄饼的发源菜肴，也是昔
时祭祖必有的供品，据说寓有“包金包银”之意，
旨在祈望家庭兴旺发达。
照片由安珍薄饼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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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各地在冬至还有哪些独特的习俗？
厦门
厦门冬至有吃姜母鸭的习俗，讲究在冬天滋补养
生，以暖身的老姜片，炖煮补血气的鸭肉，能够驱
寒暖胃、祛湿强身。
姜母鸭讲究以红面番鸭为原料，用芝麻油将鸭肉炒
香后，再加入老姜（姜母）、老抽、米酒等炖煮而
成。现代社会富庶，厦门街头巷尾一年到头都吃得
到道地姜母鸭。
照片由杨柳提供

福州
福州冬至习俗吃“𥻵”(念sì)，也称𥻵粿，类似我
们熟悉的麻糍。“𥻵”是用生糯米磨浆并压至半
干，再搓成丸状，放入锅中用水煮熟后沥干。食用
的时候蘸上糖粉、豆粉或花生粉。因为𥻵在福州话
里的发音和“时”一样，所以福州人于每年冬至这
一天搓𥻵，相信会时来运转，来年顺顺利利。

照片由福州会馆提供

漳州
崇祯年间编修的《海澄县志》记载：“冬至人家作
米丸祀神，家众团乐而食之，谓之添岁，即所谓亚
岁也。门扉器物各粘一丸其上，谓之饲耗。”康熙
年间编修的《诏安县志》则记载：“冬至，人家作
米团面食，谓之‘添岁’”。旧时漳州人都会自己
磨米搓圆，并放进香浓的红糖水熬煮，味香浓郁，
温润暖心。
照片由Annie Lim提供

龙岩
龙岩冬至要吃冬至包（又称“鬼糕”），寓意包
有“金银”，保“平安”，来年兴家旺财！
冬至包的皮，在糯米粉内加入苎麻或艾草捣碎揉
匀，因此呈暗绿色泽。馅料则通常会用梅菜、笋
干、香菇，配五花肉炒熟；包成三角形后，摆在蒸
笼里蒸熟。

*图片如无加注，皆取自于网络。

43

曼煎粿
大专文学奖散文组次奖 . 林洁曦

舀起一杯半的面糊倒入平底锅，将平底锅倾斜45度再慢慢地旋转，让面糊均匀地分布在平底锅内。往面
糊撒下一层砂糖，面糊上的气泡越冒越多成了面糕后，再往面糕上洒满花生粒。三分钟后，用锅铲沿着
平底锅把面糕铲一圈，轻轻地铲出黏在边沿上的脆皮，最后将之对折。
这一折，折到那可以让我暂时遗忘什么叫独在异乡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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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当当！老爸你看你看！初次制作的曼煎粿似模
似样，促使了肾上腺素的激增。锅铲上的曼煎粿
慢慢向镜头移进，聚焦了外层的脆皮、松软的面
糕、饱满的花生。画面饱和得失焦后，才甘心往
回挪，直到屏幕里的我和曼煎粿回到了清晰的状
态。老爸，我有没有很厉害？这个曼煎粿看起来
很可以咧！脸上的笑容不足以释放我的喜悦，全
身上下头肩膀腰屁股都忍不住扭动起来。此时锅
铲上的曼煎粿也摇摇欲坠，一小撮本该安眠于曼
煎粿里的花生粒因抵抗不了我的手震而从空中滚
了出来。看着年龄廿四行为却如同三岁小孩的女
儿，屏幕里父亲的笑脸多了一滴看不见的汗珠。
本来对女儿遗传了老爸阿公太公制作糕点手艺的
基因感到欣慰，但随后又补了一句：哎哟！这种
东西连阿猪阿狗阿猫都可以做到啦！那滴看不见
的汗珠于是隔着屏幕，从父亲的脸上转移到了我
的额头上。

由于担心我的笨手笨脚会炸开厨房，父母逼我关掉
视频通话，认真地煎好剩余的面糊后才回电给他
们。于是，手机回复了静止的状态，乖乖地平躺在
桌台上。厨房变得寂静，只有被倒入平底锅的面糊
偶尔烫得发出滋滋声。一碗碗的面糊、花生粒、砂
糖逐渐消失，成了一片片的曼煎粿。然而那种满足
感、此时却没必要在脸上表露出来。所谓的“高兴
得手舞足蹈”似乎不存在于一个人的喜悦里。咔嚓
咔嚓地为曼煎粿各个角度抓镜头，然后上载到社交
平台，打上了“煎曼煎粿治思乡病”的标签，最后
再附上发烧嘴里含着体温计的表情包。发帖后，脸
书自动为我翻回三年前的相簿，却像个醒目的下属
不敢贸然行动，安分守己地询问上司，要不顺便分
享那一年的回忆？

满煎糕这才有了落脚处。此时手机忽然传来母亲
那高频率的音调：囡啊！先拿三根筷子搭在盘子
上，然后把曼煎粿放在筷子上！抬起头，猛然
发现屏幕里的脸孔从父亲换成了母亲。满脸的疑
惑却带着丝丝的得意。老妈一直在屏幕外偷看我
耶！在一阵手忙脚乱中摆好了筷子后，想要帮满
煎糕搬家，才惊觉曼煎粿底层的面糕因冒出的热
气无处可释而湿了一片。一秒、两秒、三秒，震
惊了三秒的我如梦初醒，原来如何摆放热腾腾的
曼煎粿也是一门学问欸。

相传咸丰五年，左宗棠率领清兵入福建平定太平
军。为了让士兵们有个能饱足食欲、便于携带又易
于入口的食物，左宗棠将当地盛产的蔗糖和花生碾
碎，代替大葱和辣椒撒在煎饼里，使本是咸味的煎
饼改良成甜味的煎糕。于是乎，这甜味煎糕便在福
建尤其泉州一带流传开来，成为了街头小食。据
说，此煎糕为“满清”之食，故称“满煎糕”。但
亦有另一种解释，指制作的过程中因其面糊会“涨
满”整个煎盘，故得名“满煎糕”。后来，满煎糕
也随着早起移民的南下而迁入南洋，期间被改名换

那一年，我们逆着祖先南下的脚印，展开了曼煎粿
的寻根之旅。

姓，成了音译词“曼煎粿”，但其实是保留了闽
南语的发音。
画面切换到中国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古色古香
的街道娓娓道出宋元明清的街区点滴。一家家店
铺紧紧挨着彼此，各具特色却不哗众取宠，低调
地演绎着过去的繁华。穿梭在巷子里的T恤短裤运
动鞋显得格格不入，存在手机里的皆是一张张人
物与景物搭配不协调的到此一游照。沿着东街逛
到西街，空荡荡的胃被一个个的润饼、生煎包、
红枣糕等填满。记得把胃一部分的位子留给曼煎
粿啊！父亲提醒着，同时讶异曼煎粿竟不似马国
般存在于各个街角，俯拾即是。一路的东张西望
最终还是得到了回报。藏身在西街某家店铺里的
满煎糕，终于得以圆了我们此趟旅程的心愿。
或许，太高的期望只会换来无底洞的失望。父亲
蹙紧双眉，庆幸道：幸好只买一片。我接过父
亲手中的满煎糕，小心翼翼地咬了一口，递给母
亲。母亲抿了一小口，递给妹妹。妹妹撕下一小
块塞进嘴里，递给哥哥。哥哥潇洒地把剩余的满

煎糕吞进胃里。嗯。原来这里的味道是这样的
啊。对欸吃不惯欸。老爸做的比较好吃欸。事实
上，满煎糕飘洋过海来到南洋，遵循当地的文化
入乡随俗，口味固然有了变化。回到了发源地的
我们，却适应不了满煎糕所带给我们的文化差
异。
但满煎糕与曼煎粿，不变的仍是那份坚守记忆的
味蕾。
为了改善生活，提升家族的社会地位，父亲果断
地摒弃家族事业，穿上蓝领工作装，投入工业和
制造业，响应着马哈迪的先进国梦。自此，三代
传承的百年街边小档口成为了过去式。尽管如
此，父亲仍会在周末早晨让曼煎粿的面香伴随着
阳光的照射一并潜入孩子们的房间。每逢佳节，
曼煎粿更是远亲近邻来我家打卡的必吃美食。懒
惰嘴馋的我面对着曼煎粿，总是恪守着动口不动
手的本分。不用学做曼煎粿的啦！想吃的话跟老
爸说一声就好啦！
直到曼煎粿成为乡愁的这一天。

巴刹里的一个小档口曾经站着阿公的身影，利用
最传统的锅具现做现卖曼煎粿。

虽然平底锅与电磁炉已取代了传统的锅具，却不
改曼煎粿的制作模式。

漫步在泉州西街，不禁沉浸在祖先于某个街角叫
卖满煎糕想象的虚构里。

终于找到了一家卖满煎糕的店铺，老爸迫不及待
地跟它来张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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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落花生

文.梁瑜芳
妈妈祖籍金门，我从小就时常听她讲家乡，姨婆等亲
人的故事，总是说得有声有色，充满了美丽温馨的回
忆。后来妈妈南来新加坡，姨婆一家搬去了台湾，在
妈妈的故事中，也就穿插了与金门一水之隔的台湾。
第一次游台湾是在大一的学校假期，那是八十年代
初，那时的台湾，朴实无华，当地人淳朴善良，台北
故宫博物院、阳明山、阿里山是印象深刻的景点，第
一次接触，就对台湾留下了不解缘，告诉自己务必重
游。接下来打拼创业、台湾也成了我公干和度假的必
到之地，不同的季节和气候，带给了我不同的旅游感
受，台湾本土人的热情与好客，总让我有不一样的乐
趣与体验！
去年与几位好友一行八人同游台湾，从台北出发，先
上北投泡温泉、阳明山赏花，九分吃贡丸、十分老街
步行，平溪放天灯，基隆码头吹海风。一路南行，
经台中、清境、云林、高雄，直至安平。虽然每天
得花上数小时的车程，可大家都玩得十分尽兴，乐不
思蜀。
到了台中云林，负责接送我们的是当地的黄大哥，家
在云林，人很敦厚，大块头，日夜在路上讨生活，皮
肤都晒成了干褐色，一口台闽腔的华语，讲话不怎
么清晰，但待人接物却十分亲切友善。就如一般南
部的包车师傅样样精通，事事皆行，什么事儿都说没
关系。黄大哥的口头禅是：客人想去哪儿，只要有
时间，我保证载到游到！这么一个承诺，让人好感
动哦！
那天中午，到了嘉义，一个工厂林立的城市，简仆的
市容，没有台北的繁华炫耀，也不像台中热闹喧哗。
车子跑了好几条街，都找不到一间喜欢的餐厅吃午
饭，正准备离开嘉义去下一站找吃的，无意中来到了
一家刚开张的小餐厅，卖的全是药材汤、蔴油鸡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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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全炖鸭汤等共六、七款补汤，每人一份配搭着白饭
或面线，也许大伙儿都饿了，个个吃得不亦乐乎！
一路上，我们在车上描述着中午那顿美味可口的蔴油
鸡汤，黄大哥说：“外头卖的蔴油鸡都不是正统的，
油多芝蔴少，那蔴油鸡是骗你们外来游客的...”。
听他这么一说，心想这黄大哥也真是的，人家千里迢
迢来到贵地品尝驰名的蔴油鸡，你居然还这么说，真
是太不懂得转弯！黄大哥接着又说：“我煮的蔴油鸡
汤比外面歺厅的好吃，如果你们喜欢，我 可 以 煮 给
你们吃啊...”。听罢，我们也不在意，只当他是在逗
我们。
台中的天气凉爽，彩虹眷村等留下了我们的笑声浪
语。在离开台中前，黄大哥说今早会绕去云林老家看
看他们家种的落花生，我们就像小学生下乡一样，乐
得合不拢嘴，拍掌叫好。
一路上我坐在司机旁边的座位，从第一天开始，就注
意到黄大哥满口发黑的牙齿，后来才知道他有嚼槟榔
配荖叶的习惯，常听当地人讲台湾司机天天在高速公
路上长途行驶，为了防止途中疲劳，都会咀嚼槟榔提
神，久而久之也就上癮了。黄大哥也一样，长期嚼食
槟榔导致牙齿变黑，也磨伤了牙龈，不能吃冰冷食
物，咀神经麻痹而无法控制口水，难怪常看他得用毛
巾擦咀，真是行行各有行行苦，生活逼人，看了为之
心酸。
云林位于彰化与嘉义两县之间，西边面临台湾海峡。
车子徐徐驶向乡村小路，两侧都是农田，远处多是槟
榔树。这槟榔树就像马来西亚的油棕树，前者树身
高、后者较低，黄大哥说旅客常把两者混淆了。

车子终于在一幢房子前停了下来，屋内的嫂子与她大儿子亲切的
出来迎接。这房子两层楼、就像一般的平屋顶，前面低围墙，园
内种了些农作物与果树。篱笆外有一处空地，正晒着一大片自家
种的落花生，刚从土里挖出来晒太阳呢！我们这群城市人都感觉
新鲜，大伙儿兴奋地拿起耙子假扮农夫摆姿势拍照留念。黄大哥
说花生不难种，买了种、要先翻地、才播种、天天浇水，几个月
后就能收成。一般家庭会把丰收时的花生卖给附近的花生工厂再
包装外销别县，赚点收入。
进了大厅，大吃一惊，厅堂大圆桌面摆满了食物，满满一大锅的
蔴油鸡汤，三只肥嫩的大母鸡，配上道地老薑，加上新鲜正宗的
蔴油，香味浓郁扑鼻，满屋飘香。大嫂说这蔴油鸡配当地的米线
最好吃，除外，她还特地炒几碟自家种的蔬菜来配食，这一切切
真让我们感动，这么好客的一家人，只是萍水相逢，却把我们招
待得像是多年的亲朋好友，这顿惊喜的午餐真的让我一生难忘！
在离开前，大伙儿放了一个红包在桌上给大嫂，她追着车子硬塞
回给我们，我们也硬逼着黄大哥叫她收下！

接下来的几天，在闲聊中才知道那天黄大哥在车上听我们说起蔴油鸡，就私底下通知了大嫂准备正宗道地的
蔴油鸡让我们品尝，我还错怪了他，他的热忱真让我们感动。更感人的是这大嫂的丈夫并不是黄大哥的亲哥
哥，而是在村里从小一块儿长大，有如亲兄弟一般的好朋友。后来，朋友早逝留下两个年幼的儿子，黄大哥
尽好友情谊，一路来照顾着他们一家，替朋友带大了孩子。我不禁对黄大哥的为人肃然起敬...。
隔天黄大哥送来两袋的水煮花生，就因为我在路上聊到小时候常在坡底夜市吃水煮花生，他就特别叫家人煮
了拿给我们在车上品尝，真的让我们感动到差点落泪。
看着两袋的花生，让我想起小学读过的一篇散文，许地山的《落花生》。我喜欢吃花生，所以特别记得这篇
文章。这《落花生》的感言，作者的父亲告诫儿子做人要像花生一样，花生果实埋在土里不好看，也没有桃
子和李子有着漂亮的外衣，但只要做个有用的人，就不辜负此生，黄大哥就是这么一个踏实的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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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吴适（世添）

音乐与人生
美丽的自然景色，杰出的画作，使人心旷神怡，优美动听的音乐，典雅感人的地方戏曲，令人心畅耳
悦。
六艺中礼、乐、射、御、书、数，在艺术技艺领域里，音乐是其一，自古帝王重视音乐，深宫里就设
有“乐府”，朝事之余，极尽丝竹之乐。而民间也有歌谣与戏曲，艰辛子民抒发郁恼心情。
人自有生命，就在声音笼罩中，杂乱的噪声令人不快，和谐节奏感的声音使人愉悦。此外，又能陶冶气
质，提高修养。
在音乐面前，大家是平等，没有另眼、没有仇恨、没有种族宗教言语之分，美妙的乐曲是经得起时间的
考验，是经久不衰，堪与世界共存。
乐曲的表现有各种形式，展发着各自特有的功能。（各举两首为例）
雄壮歌曲——《保卫黄河》、《马赛曲》
粗犷歌曲——《男儿当自强》、《斗牛歌》
劳动歌曲——《大路歌》、《伏尔加船夫曲》
慈祥歌曲——《摇篮曲》、《平安夜》
柔婉歌曲——《梁祝协奏曲》、《新田园交响乐》
抒情歌曲——《月夜情歌》、《小夜曲》
轻快歌曲——《蓝色多瑙河》、《圆舞曲》
忧伤歌曲——《红河谷》、《流浪者之歌》
歌曲能直接传达人的感情，经融汇而起共鸣，产生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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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时期，日军侵华，凌辱杀害同胞，抗日歌曲
激发人心，同仇辞忾，抵抗外侮，有助抗战胜
利。
工人集体工作，拉缆打椿，齐整地呼唤着节奏的
劳动之声，准确地配合着用力的时间，共举建筑
步伐向前迈进。
夜半对着窗户或弹或唱，向心爱的人细诉心曲，
博伊人推窗下盼，相互迸发爱情火花。
战国时间，齐桓公派隰朋往鲁，押回曾射他一箭
的管仲，在路上管仲恐鲁庄公反悔，将他追回，
编了一首《黄鹄》歌曲，教士兵边走边唱，两天
路程只走一天，终于脱险回齐当相。

多听音乐也会调节身体激素，医学界已证实，音
乐对放松身心、振作精神、消除疲劳、帮助睡
眠、增强记忆很有效。现在也有很多妇女，在怀
孕期间听音乐施胎教，期冀将来孩儿有好气质。
我自小就喜爱音乐，孩童时父亲是南音曲的常
客，每晚上馆，总是带我一道。童年耳濡目染，
也就“戏馆猪母会打拍”。
听音乐是莫大的享受，陶醉在美妙的声音里，身
心愉悦，我喜爱古典音乐，众多乐手天衣无缝地
合奏世界名曲，扣人心弦。帕瓦罗帝、多明戈、
卡雷拉斯三大男高音演唱，激昂滂湃。我也喜爱
民歌，王洛宾谱写的歌曲，富有乡土风味，百听
不厌，我又喜爱家乡的南音锦曲，曲调委婉，如
泣似诉。

楚汉纷争，项羽与韩信战于垓下，信令士兵唱楚
歌，楚兵听了，引起怀乡之情，无心恋战，导致
项羽兵败。

因迷恋音乐，光顾音响店是常事，在中国的旅游城市，我总要找机会跨进音碟店铺，在故乡安海和石
狮，每天我都逛这类的商店，我与每家店东都稔熟了。
我最满意的是在昆明购得《古典之门》，一套24碟，有钢琴名曲、小提琴曲、交响乐、管弦乐、序曲
集、圆舞曲、芭蕾舞曲、进行曲、艺术歌曲、歌剧、合唱等。在厦门购得一套6碟世界名曲，在汕头购
得一套16碟芭蕾舞剧，在石狮购得一套10碟民歌，在乌鲁木齐购得一套12碟维吾尔族歌舞，在安海购得
唱演俱佳的梨园戏曲：《陈三五娘》、《李亚仙》、《上官婉儿》，这些都是我之所爱。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就嗜好听音乐，由长寿胶盘、卡带、CD、VCD，到DVD，科技越进步，人类得益
越多，愿世上的噪声减少、乐音增多，大家生活在优美音乐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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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福建会馆180周年庆
特别纪念万捷通卡
SHHK 180th Anniversary
180周年庆
Commemorative
NETS FlashPay Card

特别纪念万捷通卡

180th Anniversary
Commemorative NETS FlashPay Card

1840年创立的天福宫，附设会
馆，为福建会馆之肇始，是新加坡
福建社群的领导中心。创建碑载
其“为我唐人会馆议事之所”，昭示
其超然地位与理念。“会馆”二字匾
额，原悬于天福宫画一轩议事厅
前，是海内外唯一未署省籍的会馆
匾额，历史文物，文化精神，意义
重大，弥足珍贵。
Singapore Hokkien Huay Kuan (SHHK)
was founded in 1840 as a clan association
situated within Thian Hock Keng
temple, and was the leadership centre
for Hokkiens in Singapore. A stone
tablet recording its inception inscribed
that Thian Hock Keng is “the centre for
discussion of all Chinese Clan matters”,
signalling its transcendental stature
and ideals. The plaque with the two
characters “會館” (huiguan), or “The Clan”
adorned the doorway of SHHK’s office,
and is the only plaque with no locality or
affiliation stated, symbolising SHHK’s
inclusiveness and leadership position.
This heritage plaque is highly revered
for it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values.
50

一
谜个
谣葫 芦 七 个 空
tsit82 e22
be iau

hↄ2 lↄ2 tshit7 e2 khaŋ1

另外一空会口盆风，
另外一空会㖹风，
野有两空勿会震动，
野有两空
震动。

tsit8 e2 hↄ2 lↄ2 tshit7 e2 khaŋ1,
tsit8 e2 hↄ2 lↄ2 tshit7 e2 khaŋ1,
tsit8 khaŋ1 tsit8 khaŋ1 ↄ1 laŋ1 laŋ1,
tsit8 khaŋ1 tsit8 khaŋ1 ↄ1 laŋ1 laŋ1.
1 6
e7 73tsui3,
nŋ6 khaŋ
6
1 6
nŋ khaŋ e tih tsui ,
nŋ6 khaŋ1 e6 lau2 laŋ2.
nŋ6 khaŋ1 e6 lau2 laŋ2.
liŋ6 gua6 tsit8 khaŋ1 e6 pun2 hↄŋ1,
liŋ6 gua6 tsit8 khaŋ1 e6 pun2 hↄŋ1,
3 6
1
6
3
6
u 6 khaŋ
nŋ6 khaŋ
1
bue6bue
tin3 taŋ6.taŋ ,
ia3 uia6 nŋ

三不五时做眠梦，
三不五时做眠梦，
亻不知到底有偌重？
伓知到底有偌重？

1
7
6 2
5
2
6
1
2 si tsue
put7put
gↄ6 sigↄ
tsue5 bin2 bin
baŋ6baŋ
,
samsam
1
5
3 6
m8 1tsai
u6 taŋ
lua66?taŋ6?
tau5tau
tue3tue
u6 lua
m6 tsai

一个葫芦七个空，
一个葫芦七个空，
一空一空乌窿窿，
一空一空乌窿窿。
两空会滴水，
两空会滴水，
两空会流脓。
两空会流脓。

闽
闽
俗
俗
闽
闽
语
语

注释：
注释：
空 空
乌窿窿
乌窿窿

洞，窟窿。
洞，窟窿。
黑咕隆咚。
黑咕隆咚。

㖹 口盆

吹。吹。

野 野

还。还。

震动
勿会震动 不能动。
不能动。
三不五时
三不五时 常常。
常常。
做眠梦
做眠梦

做梦。
做梦。

伓知亻不知

不知道。
不知道。

偌 偌
偌重偌重

若干。
若干。
就是“多重”。
就是“多重”。

谜底: “头”或“脑袋”

扫一扫QR
扫一扫QR
听闽南童谣
听闽南童谣

由福建会馆名誉理事方百成朗读
由福建会馆名誉理事方百成朗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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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馆

●

新动向

2021年新春庆祝活动 Chinese New Year Celebrations 2021
日期：2021年2月11至28日（除夕至正月十七）
地点：天福宫（158 Telok Ayer Street Singapore 068613）
重点节目：“拜太岁”
（2月13日至26日）
“天公诞”
（2月19日和20日）
“平安乞龟”活动 （2月26日至28日）
请扫描QR码浏览天福宫网站，以及关注天福宫Facebook和YouTube平台以获取最新消息！
Please scan the QR code to view Thian Hock Keng website, and follow Thian Hock
Keng Facebook and YouTube to get the latest information!
6423 4616

		

Thian Hock Keng

admin@shhk.com.sg		

thianhockkeng.com.sg

Thian Hock K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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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shhkca.com.sg

福建话课程 Hokkien Course

enquirie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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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儿课程 Chinese Enrich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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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6589 9501 / 6258 9130

education@scdt.com.sg

www.scdt.com.sg

Singapore Chinese Dance Theat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