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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福建美食节等，让会员和公众从多方
面了解本地福建文化的特色，进而传承、
弘扬独特的本地福建文化。文化节日期预
定为12月2日至4日，地点在天福宫，以及
新加坡福建会馆大厦（137直落亚逸街）
广场。

更多详情将在临近活动时陆续发布。届
时，希望大家一如既往给予福建会馆大力
的支持，携同家人前来这一寓教于乐、老
少皆宜的福建文化节，一同与我们将福建
文化传承下去。

福建人，做阵行！

第4至7页的理事聚焦，采访了总务、财
政、教育以及产业四组的主任，好让大家
对会馆理事有进一步的认识，从而了解会
馆的会务及运作。福建会馆共有七个小
组，文化、社会服务以及会员事务三组的
主任将在下一期与大家见面。

本期还专访了横跨多个领域的前电视剧制
作人李宁强，祖籍金门的他现为摄影创作
者、作家，共出版了包括摄影集、诗集和
摄影散文集在内的九本著作。在第40至43
页的访谈中，他与我们分享了儿时的文学
启蒙之路、20多年的电视台生涯，以及对
摄影和文学创作的情怀。

会馆会员之中也不乏文学创作爱好者，刊
登在第46至49页的文章，就是会员对“榴
梿”和“疫情”这两个时下热门关键词的
诠释。如果您有意投稿，或是对会讯内容
有何建议，请电邮：shhkeditorial@shhk.
com.sg。

祝阅读愉快！

本期会讯刚好在端午佳节期间编撰，在粽
叶飘香之时，会馆各附属机构如幼儿园、
文化学院以及属校等，都通过多姿多彩的
方式迎接端午。尽管形式各不相同但目标
一致：毋忘端午为国为民精神，传扬本地
独有的端午习俗。

说到端午节的粽子，大家脑海中第一个想
到的是哪一家老字号呢？拥有74年历史
的“和記肉粽”，擅长的是地道福建肉
粽，至今已由第三代掌舵。在端午节期
间，每天需手工出产近1000粒粽子，火红
程度由此可见，成功的秘诀第44和45页自
有分晓。

相信大家对封面古色古香的“恒山”二
字，一定感到好奇吧？这幅看似陈旧的对
联，和福建会馆有什么关系？为什么重要
到要上封面呢？这幅楹联曾经悬挂在本地
福建社群最早的组织“恒山亭”的山门，
恒山亭已经于1992年焚毁于大火，这幅楹
联是仅存的三件遗物之一，近期因机缘和
各方努力终于回归会馆。大家可以翻到第
26和27页了解其归去来兮的曲折历程。

会长的话

主编手札

黄培青

蔡其生

卷
首
语

随着我国逐步放宽防疫措施，相信各位会
员已经开始慢慢恢复到疫情前的生活方
式，与冠病共存。在这个新常态下，福建
会馆也开始着手筹划多项实体活动。

过去半年，会馆活动大多都是在线上，或
是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进行。我们
在下半年，将有更多机会与大家面对面交
流，其中将现场举行的活动就包括了全国
小学华语讲故事比赛、福建会馆文学奖颁
奖典礼、教师节慰劳晚宴暨飞跃教师奖颁
奖典礼等。

因疫情阔别了五年，会馆今年将联合附属
机构、属校，以及闽属会馆，举办第七届
福建文化节，届时将通过展览、文艺汇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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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小档案
李清财主任：福建会馆第44届理事会总务组
主任，祖籍南安，现任碧山东—新民区公民
咨询委员会主席以及碧山东—新民区人民行
动党社区基金副主席。于2017年5月加入福建
会馆。现职为八百控股（800 Super）总裁。

无论哪个组织，包括福建会馆，想要
发展壮大一定离不开人才，所以我当
前的主要工作和规划可能就是“招才
引智”。您为会馆服务了多少年？是什么样的机缘让您

加入会馆？

李：我加入福建会馆大概四五年，之前有过十六
七年的社区服务经历，当时就有接触到福建会馆
举办的各项社会公益和义工等活动，非常符合我
的个人价值观，所谓“饮水者怀其源”，一直以
来，我都热衷于参加基层服务，也许是因为祖籍
是南安，在这里会感觉到很亲切。

会馆在大疫之年有何挑战？管理方向有何转变？

李：疫情当下，无论哪个社团或者组织都无可避
免会受到影响。面对疫情，会馆的管理模式自然
都是有些改变，有句老话“事需缓图，欲速不
达”。我们需要有一个慢慢适应与之共存的过
程。从细节上来说，大概就是会馆对网络、VR
这些以前是“概念”的科技需求更加高了。疫情
当下，我们的线上活动，网络论坛、线上会议都
逐渐增加。对网络的架构、无线信号的布局、虚
拟背景的设计等等，这些都是是我们之前没有遇
到过挑战。对我而言，最直观的感受大概就是传
统办公或管理模式向线上或者科技方面融合了。

会馆年末文化节的规划相较往年有哪些创新？

李：俗话说“民以食为天”，无论身处哪个国
家，美食一定能迅速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是
促进大家互相了解、互相沟通的第一步。福建的
传统美食虽然在新加坡有一定的知名度，但是我
相信还有更多传统美味等待我们去传承和宣传。
今年会馆文化节的其中一个主要项目就是“美
食”，我们精心挑选福建的美食展示给大家，希
望一方面能够拉近大家的距离，另一方面能够让
更多的福建传统美食走进多元文化的社会，甚至
是走出国门 。

作为新一届总务组主任，您是否有一些新的规
划 ？

李：无论哪个组织，包括福建会馆，想要发展壮
大一定离不开人才，所以我当前的主要工作和规
划可能就是“招才引智”。福建会馆能够屹立于
一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我想和会馆优秀的人才
培养机制是离不开的，接下来我觉得我们需要做
更多的工作，包括加大线上线下宣传，开展更多
的公益活动等等，让那些有激情、有想法的优秀
年轻人能够了解福建会馆。同时也要建立好完善
的相应人才激励机制，让我们会馆的人才能够“
招的来、留得下”，完成我们共同的愿景，让福
建会馆能够继续宣传推广我们的福建文化，让福
建文化在新加坡传承发扬。

您最喜爱的闽南美食、闽南歌曲；以及为什么
喜欢它们？

李：说到闽南美食，我第一想到的就是粕丸，
制作方法其实很简单。但是对我而言，那是儿
时母亲亲手做的一道美味佳肴，它的酥脆香
鲜伴随我整个童年。年轻的时候常听的闽南歌
曲——《伤心的车站》、《天知地知》这些老
歌，与现在听完全是两个感觉，可能是因为年
纪和阅历的增长，与我和当时听这些歌的理解
不一样了。有时开车听到这些闽南老歌，我都
会细细聆听，感觉又回到那个无忧无虑的青春
时代。

李清财总务组主任访谈记



5

主任小档案
洪木清主任：福建会馆第44届理事会财政组
主任，祖籍南安，目前也担任新加坡同济医
院副财政。于2004年3月加入福建会馆，历
任三届财政组副主任、一届社会服务组副主
任。现职为智筹财富（Abacus Asia Wealth 
Management）高级副总裁。

福建会馆对我来说更像一个开放包容的
大家庭，总是能让我们聚在一起，像老
朋友一样保持联系。

您加入福建会馆多年，是什么样的动力让您一
直致力于服务会馆？

洪：我与会馆结缘是在2004年，回想起来已经
有十八年的光景。会馆给我很强的归属感，大家
都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目标一起努力的
氛围很吸引我。每次到这里都能结交到很精彩的
朋友，一起互相碰撞思维的火花，也是一个提升
自我能力的过程。福建会馆对我来说更像一个开
放包容的大家庭，总是能让我们聚在一起，像老
朋友一样保持联系。这样一个凝聚人心、其乐融
融的过程，让我感到很舒心很快乐，这大概就是
我这么多年坚持服务会馆的原因吧。

大疫之年，会馆的财务是否有受到影响？

洪：今年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就投资环境来说并
不理想，主要面临三大挑战，第一是全世界范围
的通货膨胀，第二是俄乌冲突带来的能源和粮食
的危机，第三是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带来的供应
链不稳定风险。客观来讲，会馆财务肯定多少还
是会受到这些大环境因素的影响。但福建会馆是
由各界社会精英来经营，也具备百年累积的经验
和财富，面对这样的行情波动还是可以应对的。
长远来看，会馆财务的运作更加注重资产的价值
和远期的收益，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有一个
专业的、由各行各业精英人才组成的投资小组，
来为我们的会馆的资产保值增值。

会馆有哪些社会公益项目？未来是否有新的计
划与想法？

洪：福建会馆一直以来都是致力于团结互助、回
馈社会。会馆每年都会定期举办不少的活动，就
个人而言，会馆对于文化教育方面的贡献做得特

洪木清财政组主任访谈记

别好，包括捐助贫困学生、捐建小学、捐款大学
基金等等。会馆这么多年在文化教育上的贡献，
也得到社会的认可，例如会馆的属校，一直以来
就很受家长的青睐。今年我们计划在12月举办
文化节，我希望能够多一些讲座、展览或者是慈
善捐款活动，让大家积极参与到公益行动中，发
挥各自的能量。

福 建 会 馆 是 如 何 有 今 天 如 此 壮 大 的 资 产 和 组
织？

洪：福建会馆180多年风雨到今天，与我们前辈
辛勤的耕耘、团结一致是分不开的。早期的会馆
领导都是志愿集资筹款购置会馆的产业，同时不
断引进各界的人才贡献自己的余力，因此形成了
一个良好的发展态势。教育、文化、艺术、公益
等都在会馆的资助下一步一步传承延续至今。会
馆的理事们大都是身兼多职，年轻有为。不但事
业有成也协助会馆茁壮成长。这大概就是会馆经
历一个多世纪仍然不断发展壮大的原因。

您最喜爱的闽南美食、歌曲以及为什么喜欢它
们 ？

洪：我最喜欢的闽南美食是扣肉包，因为家里人
非常喜欢做这道菜，它伴随着我的整个童年。至
于最喜欢的闽南歌曲是江蕙唱的《家后》，“家
后”闽南语是“妻子”的意思，歌词大意是妻子
的心声，讲的是托付给丈夫并希望共患难偕手到
老的期望，也许这就是传统福建人对家的倚重和
责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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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康威教育组主任访谈记

主任小档案
陈康威主任：福建会馆第44届理事会教育组
主任，祖籍福州古田，现任通商中国董事、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董事、西南社区发展理事
会理事以及华社自助理事会信托局委员。于
2017年8月加入福建会馆。现职为卫生部控股
董事经理。

会馆这100多年都是不断在思索如何融
入、适应这个时代、哪些地方是可以和
政府互补双赢的，我觉得只有这样会馆
才能走的更远。

作为卫生部控股董事经理，您为何会想要加入
福建会馆？

陈：无论在什么岗位，秉持回馈社会、为社会服
务的理念是很重要的，这也是我加入福建会馆并
且服务至今的一个初衷。会馆对于传统文化的教
育和传承一贯非常重视，这么多年深耕教育领域
成绩斐然，例如会馆首创的小学设计思维挑战
赛，现在变成了一项全国性的比赛；会馆的双文
化华文优选课程，不仅在会馆学校得到一致好
评，新加坡很多其它学校也前来观摩学习。会馆
的教育工作于我而言，不仅仅是福建文化的传播
和传承，更是我们华人在新加坡的立足之本，是
对中华文化理念的继承和发扬。

疫情当下，教育与文化的宣传是否有了新的变
化？

陈：一直以来国家都在倡导数码，疫情之前我也
认为网络是一个很好的辅助学习平台，学生可以
通过网络去学习课外知识，但随着疫情的到来，
网络教学变成了一种主流。之前的学校以班级为
单位，现在变成单个居家学习的模式；其次就是
改变了老师的教课模式，最直观的就是老师如
何通过网络维护线上30或者40个学生的课堂秩
序，如何保证线上授课的质量和学生学习的进
度；最后就是学校，以前的学校是禁止学生接触
手机平板这些电子产品的，现在不通过这些电子

工具就无法视频上课，如何让学生通过网络获取
知识而不是沉迷虚拟网络，这是我们的教育者需
要面临和研究的一个课题。去年会馆通过网络，
将中国厦门的一些名胜古迹和人文历史在线介绍
给我们的学生，效果非常好，很多远在海外或者
行动不便的人都通过网络观看了这次活动。下一
步我想会馆应该会推出更多的线上文化宣传活
动，来让更多人了解福建文化。

会馆拥有悠久传统历史的挑战和机遇是什么？

陈：其实很多“百年老店”都面临一个传承的问
题，福建会馆也不例外，我觉得会馆能够历经
180多年的岁月传承至今，与其与时俱进的发展
理念是离不开的。会馆教育一大特点就是历史底
蕴悠久，属校每年都会培养一大批人才，日积月
累，毕业的学生活跃在新加坡的各个领域，对于
会馆学校的传承非常认可；第二就是我们对文化
和语言的教育和重视。会馆一百多年来都秉持着
弘扬华人文化的理念，并且紧随时代的步伐及时
调整更新教学方式，用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
传统文化的教学；第三就是差异化教学，现在的
学校其实硬件设施例如图书馆、体育馆之类的都
差不多。但在学生个性化培养方面，会馆通过开
设创意思维、设计思维、人工智能、机器人编程
这些专项课程，拓展孩子的兴趣和能力，同时举
办例如演讲比赛、户外运动等等进一步增强孩子
的自信、开阔他们的视野。所以说会馆这100多
年都是不断在思索如何融入、适应这个时代，以
及哪些地方是可以和政府互补双赢的，我觉得只
有这样会馆才能走得更远。

您 对 于 未 来 十 年 华 文 的 传 播 有 什 么 看 法 与 见
解？

陈：我个人对于华文传播还是比较看好的，当前
会馆也在积极推动，例如在小学华文课文中，用
一些比较新、比较生动的方式来让学生接触到华
文，带动他们对华文华语的兴趣。华文的传播是
一项系统性的工程，在这一方面福建会馆任重而
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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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小档案
黄雪铃主任：福建会馆第44届理事会产业组主
任，祖籍南安，于2017年12月加入福建会馆。
现职为联实（Lendlease）董事经理（新加
坡）兼联实全球商业信托管理机构主席。

Joining the Huay Kuan i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understand more about my roots and heritage 
and hopefully engage younger Singaporeans 
to take an interest in the local Hokkien culture.

What motivated you to dedicate yourself to 
serve in Hokkien Huay Kuan?
As a Hokkien myself, I learned to speak the 
dialect from my granddad who was from 
China and my dad who is a first-generation 
Singaporean. Joining the Huay Kuan i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understand more about 
my roots and heritage and hopefully engage 
younger Singaporeans to take an interest in 
the local Hokkien culture. Being part of Huay 
Kuan also allows me to contribute my skill sets 
towards education and social causes, and is 
a way for me to pay it forward!

As the new Property Committee Chair, what 
are plans for the management of Huay Kuan’s 
assets?
With the support of SHHK’s president, vice-
presidents, executive council and property 
committee, I am keen to grow the property 
portfolio if there are opportunities to do 
so, and most importantly, ensure the safe, 
smooth and sound running of Huay Kuan’s six 
affiliated schools, four temples as well as other 
properties. 

On top of that, we will also ensure that 
adequate resources and proper support 
be provided to principals and staff of our 
affiliated schools, so that our schools are well-
maintained in every aspect and continue 
to be the schools of choice for parents and 
students alike.

What are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committee viz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 previous Property Committee Chair Mr 
Ong Chong Hua did an admirable job in 
successfully completing asset enhancement 

黄雪铃产业组主任访谈记
of the SHHK Building located at 137 Telok 
Ayer Street on budget despite the Covid-19 
situation. This is no mean feat. Going forward, 
there are real estate, leasing, maintenance 
and other property-related matters in our 
Huay Kuan property portfolio which the 
property team and I will continue to work on, 
to provide optimal outcomes for the Huay 
Kuan. 

What are some of the future trends in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Sustainability, green construction and green 
leases are some of the trends we cannot 
ignore in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They are 
here to stay as we have seen the effects 
of global warming on food supply and the 
catastrophic impact on the environment. In 
terms of securing finances for real estate in 
future, banks might choose to extend loans 
only to firms with sustainability commitments.

Going digital, embracing proptech (property 
technology) and using AI are also critical in 
meeting the future needs of real estate. The 
pandemic has shown that it is imperative 
for developments and management to 
be technology-driven to ensure business 
continuity, efficiency and productivity.

Your childhood memories of anything 
Hokkien.
I really appreciate the Hokkien traditions 
both my granddad and dad introduced 
to me during my childhood days. I learned 
my Hokkien from them! Being brought up in 
a Hokkien household, I also love all kinds of 
Hokkien food. Hope the Huay Kuan will help 
keep some of these traditions and practices 
alive for future gen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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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会馆壬寅年新春艺汇

新加坡福建会馆于2022年2月13日（壬寅年正月
十三）在信立路5号举行了福建会馆壬寅年新春艺
汇，主宾为国家发展部长兼主管社会服务整合事务
部长李智陞先生。“新春艺汇”旨在农历新年期间
提供平台凝聚福建会馆会员、属校教职员，同时增
进华社宗乡社团领导及合作伙伴之间的友好联系。

壬寅年新春在疫情中来临，聚会人数受限，为使更
多华社同仁及会馆会员有机会参与一年一度的贺新
春活动、弘扬传统文化，会馆以“庙会”的形式，
在文化学院的礼堂、课室、舞蹈室、会议厅以及远
程连线湘灵音乐社办了一场“新春艺汇”，让现场
以及线上嘉宾能够到各个分会场参与活动，借助科

李智陞部长与监理员蔡成宗、前任会长陈精毅、会长蔡其生、副会长吕立岩和李思亮，以及总务组主任李清
财一起向现场和线上嘉宾贺新年！

技展现本地华族文化的传承，延续新春聚会传统。

“新春艺汇”总共分5个分会场，分别呈献闽南歌
曲与俚语分享、闽南亲子童谣、传统南音简介、武
术舞蹈以及红包灯笼制作。现场出席的理事和嘉宾
都事前安排到各个分会场支持心仪的活动；线上参
与者则可以自由选择想参加的分会场，还可以在分
会场之间自由“逛逛”，还原逛庙会体验。

活动各分会场共计逾 80 名受邀嘉宾出席，线上则吸
引了超过 250 名通过 Zoom 平台参与的宗乡社团代
表、福建会馆会员以及属校教职员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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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会馆文化学院主持的闽南亲子童谣，让小朋
友从小接触闽南文化

李智陞部长受邀到各分会场参与并
了解活动的文化内涵，他在面簿页
面分享道：“非常高兴[...]和在现场
及线上的朋友们一起参与了各种各
样的文化活动，也从中对本地闽南
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为配合今年壬寅虎年的主题，新加
坡华族舞蹈剧场特地安排了武舞示
范 -《虎虎生威迎新春》；闽南亲
子童谣也包括有趣的《古早有一只
虎》。

首次将“庙会”体验搬到线上

李智陞部长在教练的指导下以虎拳向大家贺虎年！

湘灵音乐社以英语介绍古老的南音，吸引了友族同
胞到分会场出席聆听

现场和线上出席者跟着老师学做红包灯笼 歌台名宿林茹萍与新秀张雄带来闽南语贺岁歌曲，
现场顿时充满浓浓年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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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福建会馆家庭日

福建足迹知多少																																														
福建会馆家庭日于2021年11月
20、27、28日及12月4、5日在
三个周末举行，总共吸引了242
组福建会馆会员以及闽属会馆
会员家庭参加。疫情中的家庭
日将活动分散到全岛34个与福
建会馆相关的站点，其中包括
17家闽属会馆、宗乡总会、6所
属校、4所庙宇、崇文阁、萃英
书院旧址、怡和轩、福建街、
福建会馆文化学院以及南大云
南园。家庭日共获得近200名会
员义工的支持和参与。福建会馆会长蔡其生与会员事务组主任李瑞庆在线上为家庭日的启动挥旗

鸣笛！

金门会馆：金门薄饼大厨

崇福学校：了解福建会馆里程碑 同安会馆：挑战闽南美食及发糕仔拼图

南大云南园：历史历历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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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

“福建足迹知多少”获得会员踊跃支持参与，在参
加的242组当中，总共有76组家庭挑战完成遍布全岛
的所有34个站点，并上载照片参加首奖为现金$1000
的大抽奖。福建会馆家庭日完成者大抽奖于2021年
12月11日，在线上圆满举行，共10组家庭获奖。

扫码观看完整活动视频 
https://fb.watch/dhLHDnKldR/

“感谢主办方和所有义工让我们参与并渡

过了三个非常有意义的周末，丰富了我们

对福建文化的认识。来年再接再厉，期待

期待”

Khoo Lee Choo

“Thanks for the fun family day. Our family with 3 young kids 
enjoyed it a lot. We didn’t manage to complete half of the 
station after running out the entire Sunday but amazing race 
concept was fun and thanks to the generous rewards from 
SHHK. Learnt a lot from our fellow volunteers, game questions 
and DIY games!”

Ong Shu Fen @ Stacey 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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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侨75周年校庆庆典南侨75周年校庆庆典

为庆祝建校75周年，南侨中学在3月8日上午隆重举行75周年校庆庆典，主宾教育部长陈振声亲临现场检
阅仪仗队并致辞，还为从金炎路的原校址迁移至南侨中学盛港校舍的旧门柱、南侨两校的历史长廊，以及
设有三维打印机的学生创新空间“创新启智”揭幕。由于现场出席人数限制放宽，会馆监理会副主席蔡天
宝、前任会长陈精毅、会长蔡其生和教育组主任陈康威、产业组主任黄雪铃、社会服务组主任梁佳吉代表
会馆属校董事部出席校庆。

主宾教育部长陈振声与会馆嘉宾、南侨中小学两位校长及学生代表们合影留念

陈振声部长检阅学生制服团体组成的庄严仪仗队 南侨中学校长萧芳辉向陈振声部长讲解旧门柱的历史

南侨中学学生与陈振声部长在创新空间“创新启智”
分享学习心得

南侨中学学生代表将亲笔画作献给陈振声部长，以示
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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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瞬75年的风雨洗礼，铸就了南侨追求卓越的“诚毅”精神。几代人的同舟共济，耕耘不辍，从南侨师
范学校，到南侨女中，一直到今天的南侨小学和南侨中学，早已桃李芬芳，创造了无数的辉煌。南侨今
年热烈欢庆75周年校庆，中小学的师生们为身为学校的一份子而倍感自豪，因此第75届的校庆主题定
为“爱我南侨 – Celebrating 75 Years of Belonging”。

线上纸偶制作工作坊由南侨小学学生主持

南侨小学学生自豪地向大家展示她制作的纸偶 南侨小学学生悉心制作的纸偶

南侨小学师生通过直播视频观看“Nan Chiau, Our 
Story Our Pride” 75周年校庆线上庆祝会

2022年3月8日是南侨75周年校庆正日，这天，南
侨小学邀请了家长、校友和会馆嘉宾参加了“Nan 
Chiau, Our Story Our Pride”线上庆祝会。庆祝会
的亮点节目是源自福建漳州的木偶戏，由老师们和
小五学生们呈献，故事情节以南侨的创始人陈嘉庚
先生的生平事迹为主轴，通过故事里三代人的美好
回忆，搬演了南侨75载的历史变迁。学校特地请来
本地木偶戏艺人陈鸣阗负责指导制作以及表演。另
外，历届校友也在线上各展才艺，为母校献上真诚
的祝福。

为欢庆75周年校庆，南侨小学联合智障人士福利促
进会属下的芬微园学校和新加坡脑性麻痹联盟，于
2022年3月7日举行纸偶制作的线上工作坊，成功创
下最多人同时制作纸偶的纪录（共1748名师生与家
长参与）！活动由南侨小学的学生当主持人进行直
播，并到各课室访问学习制作纸偶的同学，请他们
分享心得。纸偶外形可爱，除了穿着校服，学生也
能为纸偶搭配不同的配件，十分有趣。南侨小学的
学生也借此活动与该两所学校的学生交流沟通，手
把手分享制作纸偶的过程，充分体现了南侨的博爱
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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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小学设计思维挑战赛

福建会馆教育组早在2019年及2021年，就为五所
属校小学的学生开办了“属校设计思维项目”，两
年内为大约200名学生提供设计思维以及人工智能
方面的基础培训，同时设定主题让学生组队设计原
型，展示创意。在“属校设计思维项目”的基础
上，会馆和协办属校南侨小学，决定将比赛扩大到
全国范围，在今年首次举办全国设计思维挑战赛。

比赛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的构思挑战选出
10支队伍进入第二阶段的原型制作与演示挑战，
最终竞逐最具创意、最可行与可持续以及最佳演示
奖项。首届全国小学设计思维挑战赛获得热烈的响
应，共吸引了来自全国37所小学的52支队伍参赛。
参赛学生参加了3月学校假期举行的一日学习营，
以及各自学校安排的培训，并在5月中针对“食物
浪费”这个课题，提呈建议构思。评委经过大约2

福建会馆在5月9日下午3时
举行了线上发布会，宣布第
一阶段的比赛成绩

周的审阅，选出了10支队伍进入第二阶段的挑战
赛。获选队伍都各获得$500的种子基金，用以落实
设计概念、制作原型。

全国小学设计思维挑战赛，旨在提供一个全国性的
平台，鼓励小学生从小培养设计思维的思考方式，
对生活中碰到的难题进行构思，运用设计和科技如
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等解决问题。

挑战赛第一阶段的评审团包括国家环境局废物监管
处首席工程师沈俊华，以及福建会馆教育组两位副
主任王忠毅和张振铭。会长蔡其生在发布会上致辞
时，鼓励学生们继续为生活中看似平常的问题发挥
创意，设计独特且实用的解决方案。除了10支入选
第二阶段的队伍，教育组主任陈康威也宣布了获得
优秀奖的12支队伍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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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小学设计思维挑战赛

入选第二阶段的10支队伍

1. Boon Lay Garden Primary School

2. Dazhong Primary School

3. Edgefield Primary School 

4. Fernvale Primary School 

5. Haig Girls’ School

6. North View Primary School 

7. St Andrew’s Junior School 

8. Temasek Primary School

9. Woodgrove Primary School 

10. Yumin Primary School 

获得优秀奖的12支队伍

1. Ai Tong School 

2. East Spring Primary School 

3. Edgefield Primary School 

4. Kong Hwa School 

5. Kranji Primary School

6. Maha Bodhi School 

7. Nan Chiau Primary School 

8. North View Primary School 

9. Rulang Primary School 

10. Stamford Primary School

11. Telok Kurau Primary School

12. Waterway Primary School



16

小一报名说明会
福建会馆于2022年3月25日和26日分别举行了两场线上小一新生报名2B阶段的说明会，两场说明会共有186
名会员出席。在会上，除了为会员讲解报读小一的程序、2B阶段需要注意的事项之外，福建会馆也邀请到蒙
福关爱中心，为各位家长会员讲解孩子从幼儿园过渡到一年级所必须注意的事项，从“正向父母培训计划”
的角度，帮助大家更好的调整心态，和孩子一起快乐成长。会员在答问环节中踊跃通过Zoom的聊天功能提
出询问。资深青年团团员和秘书长一一解答，促进了这次分享会的交流。参与的家长会员都表示获益良多，
解开许多心中的疑问，及了解到小一报名的程序和详情。

关于小一报名的常见询问，可
扫码浏览新加坡教育部以及福
建会馆网页查询详情。

教育部小一报名
网页

福建会馆常见
问题页面

One Map

属校新职员
迎新茶会
2022年属校新职员迎新茶会于 3 月 4 日下午3时以及4时通
过两场视讯平台举行，共有 52 位新职员出席。福建会馆教
育组主任陈康威、两位教育组副主任王忠毅、张振铭以及教
育组组员陈意莉在线出席了活动，热烈欢迎新职员加入福建
会馆属校的大家庭。

教育组主任陈康威代表福建会馆致欢迎辞，感谢教职员们对
会馆和属校的支持，以及对教育下一代所作出的贡献。当天
活动除了会馆简介，老师们还通过有趣的在线问答游戏平
台，“测试”对会馆的认识。活动结束之前，各属校也分别
派出一名代表，分享加入福建会馆属校的感想。

The Welcome Tea Session held 
via Zoom on 4 March 2022 saw a 
total of 52 new staff in attendance. 
Mr Anthony Tan, Education 
Committee Chair, welcomed 
everyone to the Huay Kuan family 
and took the opportunity to thank 
and acknowledge staff for their 
support and commitment to the 
affiliated schools and Huay Kuan. 
The session proceeded with an 
introduction of Singapore Hokkien 
Huay Kuan, followed by a fun-
filled short quiz for new staff to 
better understand Huay Kuan. 
Representatives from each school 
were then invited to share their 
thoughts and experiences on being 
part of the Singapore Hokkien Huay 
Kuan affiliated schools. 

new staff
welcome 
t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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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会馆新会员
迎新聚会暨说明会
经过了两年的线上活动，福建会馆于2022年5月26日迎来了疫情解封后第一次现场举行的新会员迎新聚会暨
说明会，吸引了140名新会员及伴侣出席。福建会馆副会长曾福庆、福建会馆会员事务组主任李瑞庆、组员
朱仲涵、施湧海以及青年团团长陈義豪出席了当天的迎新会。

现场活动让新会员有机会通过晚餐的交流时段相互认识。此外，会馆还安排了现场游戏，让出席的会员在
热络愉快的气氛中，通过紧张有趣的限时答题游戏增进对福建会馆的了解与认识。在最短的时间内答对最
多题目的队伍获得由副会长曾福庆先生颁发的小礼品。

两个多小时的说明会中，青年团团长陈義豪现身说法，分享其自身经验及报读贴士。会员们亦于问答交流
时间内积极提问，彼此互换心得，反应相当热烈。会后，与会者纷纷表示透过参加本场活动，让他们更能
掌握如何为孩子报读小一的详情，信心倍增。

福建会馆新会员迎新聚会暨说明会，主要是为新会员提供一个了解与认识会馆的平台，为会员参加义工计
划、孩子报读小一的程序等提供详情。会员事务组主任李瑞庆也吁请会员踊跃参与会馆所主办的各种教
育、文化、社区服务、兴趣圈和联谊活动，由此多了解中华文化、回馈社会并扩大人际网络。

面对面的交流弥足珍贵 会员事务组主任李瑞庆致欢迎辞

新会员全神贯注聆听说明 青年团团长陈義豪与新会员分享他的经历与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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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福建会馆天福宫从大年除夕至农历正月十六一连17天举办祭祀与节庆活
动，喜迎壬寅虎年的到来，其中包括瑞狮迎新年、传统福建提线木偶戏、拜太
岁、拜天公、“乞龟”等，让善信及访客沉浸在传统佳节氛围中，多代同堂传承
本地华族传统习俗与文化。

除夕夜，善信到天福宫祭拜祈福，期望新的一年有好的开端

福建传统提线木偶戏吸引小朋友驻足观赏 为方便尚未接种疫苗或选择不进入庙内的善信，天福
宫特在庙外供奉巡境妈祖供善信祭拜

锣鼓响彻天福宫，瑞狮辞旧岁、迎新年 会员义工向外国访客介绍“包发”的含义

除
旧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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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公
诞

大
年
初
九

天福宫于正月初八通宵开放至初九，让善信敬拜天公

天福宫中庭隆重的天公祭坛，可以看到必备的甘蔗祭品以
及善信供奉的发财米桶

天公诞中天午供仪式

正月初九天公诞，是福建人的
重大节庆，素有“天公生、大
过年”的说法。在道长的带领
下，天福宫管委及善信诵经敬
香，答谢天公的庇佑，并祈求
来年风调雨顺、心想事成、阖
家安康。

瑞狮贺寿喜庆天公诞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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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安
乞
龟

元
宵
节 在福建文化中，祥龟象征健康长寿、乐知天命。正月十五元宵节的平安乞

龟，为天福宫一系列的新春节庆活动画上圆满的句点。这项福建人独有、古
早盛行的传统活动，寓意乞求福寿延年、平安吉祥，是新加坡非常少见的庙
宇习俗。

义工们携手合力将1400包米堆叠成大型“米龟”

天福宫中庭的大型“米龟”，供善信于正月十五和十六掷筊求米。每位善信都有三次向妈祖娘娘掷筊的机
会。若获得妈祖娘娘“圣杯”，便可以带一包米回家，加入自家米缸保佑全年常满、阖家温饱健康平安



21

“The experience being a volunteer at Thian Hock Keng is great. I 
met many new members who became friends. It is an eye opener 
for me as there were many traditions which I never seen or 
participate before.”

Chen Xinyi

迎新春义工日记

“感谢会馆给我在天福宫过年期间做义工的机会，

通过这次义工活动让我感受到了传统文化和节日对

于华人的意义。同时认识很多新朋友，我们分工合

作，为天福宫新年活动出一份微薄之力。相信福建

会馆越来越好！”

黄建东 

“这次的义工活动，让我受益匪浅。首先结识了很

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来自各个不同的行业，交

流中也了解到不同背景的生活和工作上的经验。在

天福宫这个神圣的地方，可以协助前来的善信及访

客，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廖良洸

“I appreciate the opportunity to volunteer at Thian Hock Keng 
during the Chinese New Year period. It gave me a chance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culture and traditions as well as getting to know 
the fellow volunteers.”

Yeo Shux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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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三月廿三		妈祖娘娘宝诞
新加坡福建会馆天福宫于4月20日
至24日（农历三月二十至廿四）
天上圣母诞辰之时举行了一连五
日的庆典活动，让各位善信前来
宫庙一同庆讚妈祖千秋宝诞。活
动包括三日的“梁皇宝忏”大法
会、正日的平安清醮法会以及祈
安法会暨过平安桥，而期间的文
化活动有传统福建提线木偶戏、
八狮贺寿以及娱乐歌台。

天福宫正殿主神供奉天上圣母妈祖娘娘

祝愿善信福星高照！ 天福宫特邀八头狮子为妈祖娘娘贺寿

妈祖诞庆典是天福宫较为大型的
活动之一，正日当天出动了109
名会员义工协助人流控管、福物
销售、柜台咨询、货物搬运、后
勤支援、摄影录像等工作。义工
们都积极尽责完成所被分配的任
务，在回馈社会之余，还能够深
刻体会庙宇文化，从中学习本地
福建文化，一举多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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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信持平安灯过平安桥

会员义工为善信耐心讲解

妈祖寿宴共有十道佳肴，答谢妈祖庇佑之恩

过平安桥后，善信可获赐“天上圣母”符印盖于背
后补运

会员义工担任“戴好口罩”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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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重温天福宫歌台之夜

天福宫歌台之夜	庆讚天后宝诞
疫情来袭之时，歌台以及各项群聚活动都按下了暂停键。两年
之后的今日，疫情逐渐受到控制，防疫措施开始放宽，天福宫
歌台终于得以复办。

妈祖诞歌台是全国疫情放宽后的第二场歌台。妈祖诞正日4月23
日恰逢星期六，晚上7点开始的歌台之夜，早在一小时前就有歌
迷前来排队。来自全岛各角落的歌台爱好者，都希望占个好位
置近距离观赏睽违已久的现场歌台表演。

时长三个小时的娱乐歌台，越夜越美丽，多位歌手接连高唱，
此外还有久违的与观众现场互动，以及主持人和歌手的相互调
侃，给观众带来许多欢乐和惊喜。

天福宫歌台同时通过网络平台直播，让无法亲自前来的善信也
能感受到现场歌台的热闹氛围，一同庆讚妈祖娘娘宝诞。

翻拍自陈志伟TikTok

歌台吸引访客及善信前来观赏，现场座无虚席

观众即兴翩翩起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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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色光影下本地歌台文化之变迁
传承近百年，本地歌台随着时代演进，不断以各种方式求变求存。多年来，历经了高低起落的发展，在不
同时代呈现出不一样的风华。
 
1920年代 歌台于各大游艺场出现

在没有歌台之前，本地庙宇逢节庆神诞，均会请传统戏曲、歌仔戏或提线木偶戏班到现场表演，酬神谢
神、娱神乐民，大型庙宇皆有永久戏台，乡村地区则会搭建临时戏台，办庙会热闹一番。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新加坡三大游艺场鼎立：新世界（New World 1923-1987）、大世界（Great 
World 1931-1981）以及繁华世界（Gay World 1964-2000, 旧称快乐世界 Happy World 1935-1964），
分别位于市区的东北部、西部及东部。新加坡第一个歌台是位于大世界游艺场的大夜会歌台。早年歌台阵
容不大，基本上由两、三名歌手，以及四、五名乐手组成。当时观众无需购买门票，只需买杯饮料就能免
费观赏歌台表演。

1950年代 歌台全盛时期

50年代，歌台进入全盛期。当时电视、电影
等尚未普及，更没有网络社交媒体。歌台是
最受大众喜爱的娱乐，各大歌台遍地开花，
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当时每晚可有多达20
场歌台表演。表演内容除了歌舞，也包括
魔术、杂技、喷火、软骨等噱头性十足的演
出，部分观众更会追随歌手或表演者，不远
千里捧场。

后来，本地传统戏班在中元节酬神戏开场
前，都会邀请歌台歌手前去“热场”吸引观
众。久而久之，歌台渐渐喧宾夺主，“热
场”变为主场。歌台演出由那时起至今日，
便一直是中元节献给“好兄弟”一项不可或
缺的娱乐节目。

1970年代  流动歌台兴起

70年代开始，应中元会、商联会等邀请，因
没有固定的戏台，形成了“流动歌台”。当
时的歌台设置相当简陋，几根柱子、两盏灯
泡就算布置完毕。据说，有线麦克风在雷雨
天还有可能会漏电。

1980年代  舞台开始讲究设计

歌台发展至80、90年代，随着甘榜的大量消失与组屋区的规划，又有了不同的变化。承办歌台的台主，开
始提供舞台灯光、布景，同时拥有专业音响、专属乐队，舞台的设计不断提升进步，配以专业的灯光及音
响效果，时至今日，几乎每一场歌台秀都可以媲美露天演唱会。

本地歌台经过多年演变，承先启后，已形成独特的本土文化。它不仅保留了新加坡特有的娱乐风貌，更蕴
含了传统文化的传承，成为凝聚华族社群的力量。

歌台由皓皓和林如萍搭档主持，默契十足

没有座位的歌迷及行人驻足围观看歌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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粽叶飘香 粽叶飘香 
缅怀屈原缅怀屈原

5月26日，小朋友在幼儿园观赏有关屈原生平事迹的视频。因疫情的关系，今年没有包粽子的亲子活动，但
我们录制了各班的表演给家长观赏。除了表演，三岁小朋友用卡纸制作“粽子”，而其他年龄的小朋友则挑
战“立蛋”。在古老的传说中，春分这天最容易把鸡蛋立起来。“立蛋”其实还有特殊涵义：春天到了，万
物躁动，“立蛋”是一个提醒人们随时保持平衡的心态，心平气和的好方法！

福 建 会 馆 幼 儿 园

K2小朋友打击乐《玩具兵进行曲》

K1小朋友表演《凤阳花鼓》 小朋友制作彩色粽

立蛋活动：平心静气！

立蛋成功！

亲子同乐亲子同乐
迎接端午迎接端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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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两年阻断措施，午后学堂于
5月份举办第一个实体活动。学
生和家长满怀期待迎接端午，通
过裹粽子、华语与福建话诗歌朗
诵及武术等，收获满满的传统文
化能量！

扫码观看
活动视频

“五月五，包肉粽”端午节活动之少儿福建话学习
营于5月29日举行，吸引了共230名小学生、家长及
家护基金的受益者前来文化学院一同迎接端午。与
会者除了体验亲手包粽子，还能享用福建美食，共
度意义非凡的周末时光。

此外，出席者还观赏了经典闽南诗歌朗诵、舞蹈演
出，并参与了福建会馆文化廊导览、以及集体跳健
康操等，让大家在轻松有趣的氛围中，了解福建文
化。

亲子同乐亲子同乐
迎接端午迎接端午

小学生在福建会馆文化廊，聚精会神认识本地福建文化

通过经典闽南歌曲学习闽南语，一举多得！ 纪念端午节之少儿福建话学习营

一起裹粽子，促进亲子关系

午 后 学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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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疫情的关系，2020及2021年的语文营被迫取消或转成线上学习，但对着屏幕上课的成效，无论如何
都比不上在实体课堂学习好。当获知今年可以恢复举办实体语文营活动后，艺术团的教职员雀跃万分，
摩拳擦掌，一定要让参与学习的同学收获满满，尽兴而归。

虽说是疫情受控，但病毒仍未完全消除，我们除了确保清洁卫生到位，师生全程佩戴口罩之外，也决定
在大巴窑及东海岸两个园区同时开展语文营，以分散学生群聚人数。

双 文 化 语 文 营

福建会馆属校双文化语文营，阔别两年多后重新启动

小演员全神贯注投入表演 体验录音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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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的语文营，除了会馆属校之外，我们还多了
启化小学的参与。启化小学的校长及老师非常认同
我们的教学理念，他们全力配合我们的运作，成为
第一所参加语文营的非会馆属校。

学习营内容丰富多彩，口语、戏剧、录音、唱游、
律动、团康、导读及最后一天的学习汇报，都让同
学们留下难忘的回忆。

双文化语文营的部分班级有机会上《爱心树》导读
课。《爱心树》（The Giving Tree）是美国作家Shel 
Silverstein的著名创作，故事描述一棵大爱无私的苹果
树将它的一切都奉献给了小男孩。

苹果树和小男孩之间的互动，有许多值得讨论的地
方，老师会带领学生思考：

• 这是一棵什么样的大树？
• 小男孩是个怎样的孩子？
• 为什么不管小男孩带走什么，树都觉得快乐？
• 小男孩又是怎样对待深爱他的大树？
• 现实生活中，“小男孩”与“大树”给了你什么联

想与启示？

语文营的学生虽然只有四年级，但对“树”与“小男
孩”的诠释，却有独特的见解，而且都能清楚表述自
己的看法，带动了语文的学习。

学习之余，享受冰淇淋

体验录音的乐趣

聚精会神，认真听讲 跳凌波舞，挑战腰力

艺术团于1992年以故事诗的形式在维多利亚剧院呈
献《爱心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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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新加坡华族舞蹈剧场艺术总监梁杰旎和创意
总监苏健龙联袂新编舞作《如果是现在》于
2022年2月18日至20日在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
上演。

《如果》是舞蹈剧场在疫情后的第一场实体售
票演出，也是舞蹈剧场首次受新加坡“华艺
节”之邀联合制作的售票演出，获得观众的热
烈支持，7场演出门票早早售罄，让舞蹈剧场倍
感鼓舞。

创作背后

《如果》的创作灵感源于不同年代的女性鞋
子，如花盆底鞋、三寸金莲和高跟鞋。这些鞋
子的背后隐藏着封建社会的伦理观念，是女性
受到压制、限制和控制的象征。编导希望舞者
通过“身、心、灵”的有机融合，用华族舞蹈
肢体语言，化繁为简，超越时间与空间的局
限，让过去与现在的女性在同一个舞台上相
遇，带着观众在时间长河里探索女性作为“半

当华族舞蹈
遇上装置艺术

《如果是现在》：舞蹈演员与装置艺术品的互动

滨海艺术中心另艺聚场内部

边天”的命运坎坷、坚韧不屈、与出走的命运纠
葛……

《如果》的演出空间选择在滨海艺术中心另艺聚场
（Esplanade Annexe Studio）。与以往演出场
地不同的是，另艺聚场的空间灵活，不设固定舞
台，给演出创作带来无限可能，也带来了一定的挑
战。经过与设计师斟酌，创作团队决定尝试将当代

照片由滨海艺术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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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元素，以及稳固的华族文化底蕴。这便是舞蹈剧场
追求的“在创新中坚守，在坚守中创新”。

未来演出

舞蹈剧场将于来临的8月5日至6日在月眠艺术中心黑
箱（Goodman Arts Centre Blackbox）呈现专场
演出《无脚鸟：翔》。《无》的创作灵感来自印度教
经典中提到的圣鸟——呼玛鸟。据说这只独特的鸟一
生都在高空飞翔。它在天空中繁殖，在空中产卵，在
空中孵化，直到死了才肯停下。这份坚持背后的意义
又是什么……

舞蹈剧场邀请您与家人拨冗出席观赏演出，买票支持
舞蹈剧场，一同见证本地华族舞蹈的发展。门票已经
开始发售，您可登入www.scdt.com.sg购票并了解
更多详情。

滨海艺术中心另艺聚场内部 （演出剧照由黄迪斯摄制）

《如果是现在》谢幕照

《如果是现在》演出剧照

装置艺术形式融入舞台设计，把极具挑战的空
间变成既是舞台又是“当代”装置艺术品的互
动空间。

装置艺术

装置艺术兴起于上个世纪70年代的美国，是
当代艺术的重要表现形式。装置艺术主要通过
立体空间的运用，组装呈现一个让观赏者能够
置身其中的艺术作品，并且能够和作品互动，
甚至为作品带来改变。创作团队将舞台展现为
装置艺术作品，创建了一个观众能置身其中的
三度空间，舞者和观众都融入在演出的场景里
头，成为装置艺术的一部分。

为了达到理想中的效果，观众的视觉、听觉等
都必需获得沉浸式体验。负责这项重任的创意
团队成员就有作曲冯国峻，灯光设计陈坤松以
及来自HellofromFlour的夫妇组合场景设计师
王进禄和蔡诗玉。

媒体点评

舞评员Melissa Quek在《海峡时报》2022年2
月23日刊登的《如果》舞评中提到“当她走进
剧场的一瞬间，她仿佛来到了宁静典雅的中式
花园”，这正是创作团队希望达到的效果。

华族舞蹈是新加坡华族文化的重要部分。经过
了几代华族舞蹈工作者的努力耕耘，随着社会
的推进，逐渐展现了崭新的风貌。艺术反映生
活，具有生活气息、艺术底蕴的艺术作品才能
够打动观众，在舞蹈剧场的作品中不难看见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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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o Nan . Conservation Week

To nurture innovative pupils of exemplary character with a love for learning, one of the key strategies 
of Tao Nan School (TNS) is to nurture leaders via the inculcation of Eco-Stewardship. This year, TNS 
inaugurated the Conservation Week with an aim to encourage Taonanites to be eco-stewards who 
will do what is good and right for the environment, and inspire them to adopt sustainable habits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our planet. 

TNS Conservation Week comprised both 
online and physical learning experiences. The 
Student Learning Space provided students with 
an overview of TNS’ eco-stewardship efforts 
through the 4Cs - Curriculum, Campus, Culture 
and Community. For example, students got to 
know about installation of solar panels in TNS 
and how solar energy can be converted into 
clean energy for use, as well as the hydroponic 
system in our Discovery Garden. 

Recess activities, facilitated by dedicated parent volunteers and Green Activists, deepened 
students’ learning and understanding through hands-on activities such as making eco-enzyme 
cleaner, growing microgreens and sorting food wastes before feeding them to the food digester 
machine. Students’ learning was further augmented when they observed the whole “farm to table” 
cycle where microgreens they planted were harvested and served as fresh delicious veg. 

Through lived experiences, TNS Conservation Week enabled students to experience the joy of learning 
and fostered building of their character. Additionally, they acquired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ive American proverb: “We do not inherit the earth from our ancestors, we borrow it from our 
children.”

Students with the microgreens they planted

Students making eco-enzyme from fruit peels Students learning about solar panels from a 
parent volunteer

– Mdm Wang Binxin

书
香
文
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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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Tong . iDare@ATS 
– Mrs Tan Qili

This year, to commemorate World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Day (21 April), we celebrated the 
successful completion of our P3 and P4 students’ 
Project Work experience with a virtual and a 
physical Project Showcase at the end of Term 2, 
from 26 April to 13 May 2022. This is in line with our 
Applied Learning Programme (ALP): Innovation 
and Project Work.

The Primary 3 students started their Project Work 
journey, P3 Junior Innovator Programme, where 
they were introduced to a creative brainstorming 
tool, SCAMPER, to guide them in coming up with 
innovative solutions to solve problems. They were 
guided to apply as many SCAMPER techniques 
as possible to create creative toys suitable for 
targeted group(s) of children. 

The Primary 4 students, having completed the 
earlier programme in P3, continued with the P4 
Innovator Programme. They were introduced 
to Design Thinking, an iterative problem-solving 
process, via the 4 Ds – Discover, Define, Develop 
and Deliver. They learnt to empathise with target 
users and understand them and their problems 
better  with the listening and interviewing skills 
acquired. This process also allowed them to 
conduct rapid testing and prototyping and act 
on feedback to further improve their products. 

Every group presented their solutions to their 
classmates at the end of the experience. The 
top 5 projects were showcased in the iDare@ATS 
Physical Fair. 

Prior to the Physical Fair, students from all levels 
also participated in various level activities to 
promote the spirit of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in 
a fun and colourful manner. The students had fun 
expressing their creativity juices in ways we did 
not imagine! Their works were proudly displayed 
on our ATS HEARTWAVES Board.

They also learnt more about the 3 Rs and upcycling during Social Studies lessons. To apply what they 
have learnt, they demonstrated care for the environment by using recycled materials to create 
their to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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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dm Nooraina Nasir

The Applied Learning Programme (ALP) in Nan Chiau Primary School focuses on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 (STEM) in areas of Health Science. Students from 
Primary 3 to 5 are introduced to Design Thinking, Computational Thinking and Maker Education in 
our ALP curriculum.

Nan Chiau Primary School (NCPS) collaborated with Sengkang General Hospital (SKH) to bring 
authentic learning experiences to our students. The collaboration involves SKH personnel and 
Primary 5 students from NCPS, in coming up with solutions to address authentic real-life situations 
related to the theme of Health Science. This collaboration provided our students with opportunities 
for exploration, collaboration and creativity, empowering them to innovate to serve the community. 

Zoom sessions with SKH personnel were 
conducted for the students to gather more 
information on the four problem statements. 
The students had the chance to interview 
nurses and speech therapists from SKH during 
the the school-based curriculum, Watch Me 
Soar lessons.  

After completion of the zoom sessions, 
interviews with researchers and their own 
family members, our students worked in 
groups to come out with creative prototypes 
to solve the above problem statements. The 
learning experience was immense as students 
worked and re-worked on their prototypes 
with feedback from SKH personnel and their 
teachers.

Four problem statements from SKH staff:
 1. How could we encourage people to 

cultivate good hand hygiene habit?
2. How could we enhance home environment 

to prevent falls for older adults?
3. How could we improve medication 

adherence for elderly patients with long-
term medications?

4. How could we help patients to add the right 
amount of thickener volume to their fluid 
intake?

Nan Chiau Pri . Collab with SKH

Students creating prototypes

Zoom session with Ms Diana Goh from SKH

Students discussing the problem stat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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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侨中学 . 75周年校庆
文 · 陈嘉豪老师、张嘉慧老师

今年，南侨中学庆祝75周年。经过一年的筹
备，以“爱我南侨 Celebrating 75 Years of 
Belonging”为主题，在开学之际开展一系列的庆
祝活动，全校齐心欢腾，共襄盛举。

我校十二位美术专才与双文化大使通过细腻的笔触
以及跨学科、跨领域的观察，把校园生活和二十四
节气结合起来，展现“新加坡式”的岁月景象，编
辑成南侨中学75周年校庆独有的台历（左图）。
我校华文语文特选课程、高级音乐课程学生也创作
了校庆主题曲《不变的事》，把南侨中学75年来历
经的风雨及至今日如“浴火凤凰”般的成就一一呈
献，同时细腻描绘了学生们在疫情中的亲身感悟。

南侨中小学迁校至盛港已有22年。承蒙盛港居民的支
持，两所学校与时俱进，砥砺前行，在育人大业上取
得硕果。为回馈社会，南侨中小学的学生共同准备了
新春饰品、“福”字春联与写满新年祝福和感恩心声
的展板，于1月24日下午送到盛港医院（右图）、警
局、地铁与巴士站、小贩中心等，为盛港同仁献上新
春祝福。

3月12日，在校师生也与近两百名校友在线上隔空“
饮胜”，共同缅怀在南侨求学的时光。更难得的是，
高龄99岁的高亚思校长也全程在线上和我们叙旧。校
友们忆起昔日挚友的情谊以及师长的谆谆教诲，仍满
怀感恩，心系母校。

南侨中学还首次举办了线上艺术汇演《传承》（左
图），以此体现南侨“诚毅”的精神。学校八个表
演艺术团体携手合作，为观众带来了别开生面的演
出。

75年的坚持，铸就了一所学校的灵魂。相信凭着“
诚毅”的精神，在迎来100周年校庆之际，必定是
南侨再创高峰之时。

诚毅立身，博学持正，石叻欣逢先驱者；

敬谦修业，敦行创新，南侨更有后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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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郑素青老师

崇福学校 . 粽子飘香迎端午

崇福学校在端午节来临之际，为所有三年级修读华文
的学生举办了母语双周端午节裹粽子活动。这个为期
四天的活动让学生有机会接触端午节的传统与习俗，
是一个全新的体验。

在活动的前一周，母语部刘慧彬主任带领着华文部老
师们亲手裹粽子，从捋粽叶、填糯米、封口到绑粽
子，不一会儿功夫，一个个漂亮的粽子瞬间成型。

这个活动得到符校长的鼎力支持，抽出宝贵的时间与
老师及办公室职员们一起裹粽子。校长还亲自煮粽子
给大家享用。刚煮好的粽子，散发出浓郁的粽叶香，
大家吃了都赞不绝口。

5月23日，活动第一天的早上，家长义工及老师们都
忙得汗流浃背，一早就把材料准备好。待学生安顿
好，老师先讲解裹粽子的步骤，再让学生自己动手裹
粽子。学生遇到困难时，都积极地寻求家长义工及老
师的帮助。看着自己亲手做好的粽子，孩子们都露出
了满意的笑容。

许多学生反馈这个活动很有趣，有的甚至表示想回家
与家人一起裹粽子。前来帮忙的家长义工们也纷纷表
示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这次的活动不仅让师生
体验裹粽子的乐趣，还让我们的校园顿时充满了浓浓
的端午节气息。

老师们第一次尝试裹粽子，大家全情投入，沉浸在愉
悦的氛围中

来！看谁的粽子最漂亮！

谢谢校长、老师和阿姨们，今天的活动真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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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黄温馨老师、廖美宝老师

光华学校 . 绿色环保 人人有责

光华学生对于环保活动一向来都积极响应，今年更是达到了新高度。今年，学校举办了“光盘行动”、“最清洁
课室比赛”、“开心厕所”和“最佳环保角落”等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对环保课题有更真实的体验和深入的认
识。每一位光华学生都以最真诚的心，与同学们通力合作，尽心改善学校环境，为环保尽一份力！

“光盘行动”的主要目的是要培养光华学生节约、珍
惜粮食的习惯，从而减少食物浪费。学生都明白自己
每天购买食物的决定（如按需要点餐、吃光食物）是
与减少食物浪费息息相关的。

学生自主策划主导活动是光华育人计划最好的实践证
明。为了感谢校工们的辛勤付出，我校的男、女童军
自动自发策划并开展了“开心厕所”活动，传达一项
重要信息：如果每个人都置之不理，那会有谁挺身而
出？

通过上述各项活动，我们希望学生明白“涟漪效应”：一件件小事集合在一起就能引发大改变——每个人共同的
小举动就能成就环保的大作为。在此，愿每一位光华学生，不管是在籍学生或是已毕业的校友，都能为保护环境
尽一份力。只要我们共同努力，这个世界就能变得更干净、更有绿意！

“最清洁课室”比赛，旨在鼓励并表扬保持课室清洁
的班级、提高全校所有课室的清洁水平，以及培养学
生的同理心，让他们通过劳动体恤校工的辛劳。

“最佳环保角落”活动鼓励学生把环保融入到日常生
活中，为我校成为绿色校园迈出了一大步。各班的“
绿色大使”和同学一起合作、就地取材，尽情地发挥
想象力与创造力，运用巧思妙想，让班上的环保角落
达到爱护环境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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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徐楊婷

“一支笔，一架相机，天地之大，任我逍遥”，这便是初识李宁强先生第一印象。
李先生是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干练的外表下有着异于常人的洒脱和丰富的人生阅
历，他见证了新加坡电视台四代更迭，然而他的人生不仅如此：面对从事六年新闻
编辑工作，毅然决然从零开始转入戏剧组；在戏剧组盛名在外时，忽然醒悟，“了
事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从忙碌的生活繁重的工作中解脱，留给大家一个潇洒的
背影，转身拿起相机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想拍就拍，想写就写，创造出了摄
影的独特美丽，以一个崭新的方式释放自己的灵魂——文学与图像的完美结合。今
天有幸采访到李宁强先生，走进他多彩斑斓的人生。

李
宁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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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中的似水童年

随着李先生的回忆，时光慢慢退回上世纪五十
年代，回到熙熙攘攘人头攒动的樟宜甘榜菜市
场，那时候年幼的李宁强最喜欢的事情莫过于
拉着母亲的手一起逛甘榜菜市场，当时菜市场
到处都是吃的、喝的、玩的，对年幼的他来说
无疑是到了应有尽有的“花花世界”。记得那
时街边的潮州粥的小吃店，食物柜上总是摆满
了各式各样热气腾腾像蒸鱼、卤鸭这样的传统
熟食，隔着老远就把人馋的直流口水;拐角的小
贩档，总是会有很多人坐在板凳上一边谈笑一

边大口大口的吃肉挫面、咖喱面......但是对儿时
的他来说印象最深刻的还是记忆中街边杂货店
老板柜台上那玻璃罐中五彩斑斓的小圆糖，那
时候每次经过杂货店他都会想玻璃罐里小糖究
竟是什么味道，有一次思想挣扎了很久终于鼓
起勇气跟妈妈说要买，但是却被母亲一口回绝
了，每每想起似乎是种缺憾，如今可以唾手可
得的远不及当时的一颗小圆糖。因此在之后的
拍剧生涯里，他经常会在布景里放一个装满糖
果的玻璃罐，看着玻璃罐恍惚间仿佛又回到了
那个充满了人间烟火气的童年。
 

儿时居住的亚答屋位于甘榜菜市平安路（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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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漫漫其修远兮

李先生启蒙的地方在甘榜菜市
场尽头——平仪中学附小。那
是村里仅有的一间华校，对村
里人来说读书是头等大事，从
小学开始李宁强便要每天坚持
步行1小时上学，当时的道路
不像现在宽广整齐，每天上学
都需要顶着日晒雨淋，经过两
条小溪、过小木桥，再沿着沙
土飞扬的红土路，穿过崎岖不
平的山竹林，才能到达。烈日
炎炎，经历这样的路，等到了
学校鞋袜已脏，衣服早已湿透
了；而遇到雨季，会遇到道路
淹水，附近沙场矿湖水很快就
会漫过小溪石桥，流水就会带
着垃圾冲过，有时候水面还会
漂浮着猪尸。这样一条常人看
起来异常艰苦的求学之路，在
那时的李宁强看来却有另外一
番风景“大概是在永丰园大人
公庙(又称祝福堂)旁边的一座
石桥(今勿洛北路转进泛岛快
速公路交叉处)，不下雨时可
以看到岸边长满青草野花，乡
村美景可以一直蔓延看到印度
人的养牛场，天空晴朗时牛在
草坡吃草，白云在蓝空飘荡，
好像一幅油画。”李先生娓娓

道来，也许就是那个时候李先
生就开始注意身边平凡的美
好。

上学之后，开始接触的文学的
魅力应该还是看上了堂兄家
的——大书柜。李宁强很兴奋
的跟我们说道，他在五六年级
的时候就爱上了华文，沉醉在
浩瀚无边的书海里不能自拔。
堂兄就读于中正中学，家里书
柜装着玻璃门，透过玻璃清
晰可见各种名家著作、外国名
著、经典古典文学，它们仿佛
在跟自己眨着眼睛。从那时
起，金庸的武侠小说，四大名
著——《西游记》，《三国演
义》，《水浒传》，《红楼
梦》，再来就是鲁迅、茅盾、
冰心、朱自清他们相继开启了
李先生的文学大门。

高中时期，自幼饱读诗书的李
宁强先生已经完全爱上写作，
课业之余也开始尝试写稿赚
钱，当时还给自己起了一个笔
名叫—“音涛”，在文坛初试
身手的李宁强大部分作品都发
表在南洋商报和《新明日报》
，不仅能拿到稿费，报社杂志
的刊载也让李宁强信心倍增，

从此以后无所不写，小说、诗
歌、散文，写的最多的还是学
校里的风花雪月，也许正是这
样经历才奠定了他深厚的文学
功底。

电视台之路——
从新闻到戏剧

对于自己的职业生涯，当时在
文坛小有名气的李宁强先生始
终有着明确的目标和强大的执
行力，在一次电视台主办的辩
论会上，李先生对加利谷山留
下深刻的印象，一心想加入电
视台，凭借着优秀的写作才
能，李宁强在一轮又一轮的考
试、面试中脱颖而出，顺利考
入了新加坡电视台新闻组，
开启了人生的新篇章，每天需
要穿梭在大大小小不同的新闻
稿之间，抓热点、写事件成了
家常便饭，就这样埋头苦干了
六年。而上天总是会把机会留
给时刻准备好的人。当时新加
坡从香港引进一批幕后专才来
发展华语电视剧，恰逢其时，
李宁强先生经过六年时间的厚
积薄发，果断放弃六年新闻组
的晋升之路，在大家惊讶的目

拍武侠剧真有趣，能想到的、
能做到的，都派上用场，只想

把飞天镜头拍好。（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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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福建会馆真正的有在为社会默默的保留传统
文化，闽南语也是非常优雅的语言，应该让更
多的年轻人把华文创作的魅力宣扬传承下去。
如今的他，已经前前后后出版了《像由心生》
、《心田无疆》、《千眼一点》、《说从头》
、《风向鸡》、《回甘》、《音涛三韵》、《戏
梦录》几乎记录了他的大半生，最新的摄别诗
集《人在狮岛—随时诗路，随时思路》也已出
版。李先生的文字多是对人生的独特感悟和深
刻思考，将旅途风景、思考、道理融为一体，
语言干净、优美，质朴而有光彩，平易又见深
刻。

今后的他也会一直守护自己心灵深处的风花雪
月和摄影，也正如同他说的那样：
“诗在我的生命力里走了一圈，当它再出现
时，却是穿着摄影的魅力衣裳，散发着另一种
光彩。”

光中毅然决然的从零开始投身于戏剧组，从小
小的助导、统筹做到导演最后升为戏剧监制，
一路走来，不知不觉二十三年的时光已经过去
了。

读万卷书行万路——天地之大，任
我行

每天的忙忙碌碌，人来人往，时间就这么匆匆
从指缝间溜走。2008年的李宁强先生已经逐
渐不习惯每次按部就班的工作节奏，似乎在冥
冥之中，自己内心的精神已经被禁锢。总是会
有各种各样的项目紧锣密鼓的等着他，他感觉
自己像一个陀螺，每天被各式各样的琐事忙的
团团转，但是自己却浑浑噩噩不知道前进的方
向。想起儿时的梦想，想起自己人生的追求，
想起自己少年追求的诗和远方。终于李先生下
定决心完成最后两个节目，挑个良辰吉日就辞
职。再大的诱惑也改变不了这个选择。

离开工作后的李宁强先生如同从禁锢的笼中鸟
被放飞一样，开始了天高任我翱翔的自由之
旅。台湾新竹的五峰山上看云喝咖啡、巴厘岛
乌布看田园风光，沙巴深山沐浴晨露，日本岚
山看樱花飘落，伊斯布坦尔领略欧亚风情，圣
托里尼岛沉醉在蓝白浪漫…… 每到一处，旅途
的种种的快乐与遗憾都深深的烙印在心里，李
宁强从那时起便开始用相机记录自己看过的风
光。

就这样不知不觉以天为盖地为庐，三年过去
了，累积的照片也逐渐多了起来，在一次偶然
的照片整理中，李宁强发现脸书上PO照片配搭
一文不仅能记录美好瞬间，也能将思想分享给
他人，看着电脑里那些珍贵的照片，所有的拍
摄经历和感受不断涌现，慢慢的照片配上文字
成为了习惯，文学与摄影的概念就此萌生。

俗话说“相由心生”，在这些年的游历中，李
宁强先生赫然发现这四个字映照得自己冉冉生
辉，索性把“相”改成“像”出版了自己第一
本书，也预示着未来希望自己功德圆满。同时
他也写下了一段十六字真言：心有所动，意有
所感，定格刹那，像由新生。

作为福建人的后代，他很乐意与大众媒体、会
馆分享自己的所见所得，从不计较得失，他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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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简介

这是一本走出来的书。

作者立志要写一本有关新加坡地景的诗

集。走路，是他采用的方式，或随步行

队、或与摄影同好，或独自一人，漫游

岛国，深入了解、仔细观察，四处采集

资料素材。相机，是他的工具，通过

镜头，审视眼中所见、直击岛国之美、

纪录精彩瞬间、聚焦地景人文和历史

民生。写诗，是他创作的终点，一字一

句，从一帧帧照片中沉淀、感悟、联

想、引申，最后串缀成自己喜欢的诗

句、铺叠成自已心中的狮岛地景诗。

本书定名《人在狮岛，随时诗路，随时

思路》，完全是因创作方式得名。诗分

前辑《走在狮岛的诗路上》，后辑《走

在狮岛的思路上》，各收诗二十五首，

近乎首首皆配有照片，读诗之余，也同

时欣赏摄影之美、认识岛国各处景观。

后辑中还收录照片配搭短句的新形式创

作，丰富全书内容。

新加坡是作者生长的地方，摄影与诗是

他的至爱，借由诗图合一的地景诗，表

达了他对这片土地不能割舍的爱。

作者简介

李宁强，笔名音涛。写过新闻，拍过连

续剧，也写专栏文字，喜欢把文字和画

面炒在一起。爱写诗、爱摄影、爱胡

思乱想，也爱高谈阔论。55 岁
前少说

话，55 岁
后找到新天地，从此滔滔不

绝。停笔三十多年重回创作道路，著

作多样，有摄影文集、诗集、散文集，

题材多为国内外镜头所见、旅途感悟；

也不忘岛国民生、生活之美、人生体会

和怀古忆旧。写过往影视、回忆祖辈家

乡，用心说话，只求一份真。出版八本

著作，最爱《回甘》，其他还有《戏梦

录》《像由心生》和《风向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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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是闽南人重要的节庆之
一，泉厦一带民间俗称端午为“
五月节” ，有“五月五，龙船鼓
满街路”的说法。除了赛龙舟，
端午节各家各户也会包肉粽，纪
念战国时代楚国诗人屈原的忧国
忧民事迹。

唐山先贤南渡谋生，落脚南洋也
带来家乡的习俗和味道，本地各
籍贯华族逢端午节都会裹粽子，
福建人有咸肉粽，潮州有碱粽，
广式肉粽加绿豆或眉豆，客家粄
粽则加菜脯和豆干，到后来更发
展出具有本地风味、在瘦猪肉块
中加入芫茜粉、糖和冬瓜糖调味

的娘惹粽，风味各异而各自精
彩。说到正宗地道的福建肉粽，
众食客纷纷推举源于厦门街的和
記肉粽。

和記肉粽，由漳州和平村人周海
水于1948年创立。当时虽然第二
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但百废待

和
記
肉
粽

粽
香
传
承

每个粽子都是周海水和太太林淑
女亲手包扎，粒粒皆辛苦

看到照片里头的磅秤吗？和記
早在80年代就科学化的确保每
个肉粽配料和糯米的完美比例

周津平在念书时就经常到档口帮
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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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原为一名书记的周海水为了养家（周家有11个孩子）
，萌生了街头兜售家乡美食的念头。周海水的内室林淑
女恰好有一手正宗的福建肉粽手艺，于是夫妇俩携手制作
并在街坊售卖。由于肉粽以糯米制作，吃了饱足感强，因
此很受苦力们的欢迎，再加上用料足价格公道，他的生意
便逐渐上了轨道。后来周海水便把档口搬到人流较旺的地
点，并正式为档口起名为“和記肉粽”。“和記”取自周
海水两个儿子的名字（周津記、周津和），同时也呼应家
乡和平村，也意味着周海水对和平的期望。 

和記肉粽现在由周海水的孙子Ryk周崇青打理，周崇青是周
家三子周津平的儿子。周津平年轻时曾经为崇青篮球队打
球，儿子也取名崇青，足见他对篮球运动的热爱。

到访位于红山的和記店面和作坊，正是端午节前几天，店
门口挂着一个偌大“SOLD OUT”（售完）的牌子，周崇
青说目前已经接不了新的订单了，位于厦门街熟食中心的
档口也关闭，所有家人和员工集中到红山的店里，每天加
班完成当天的订单，保障一直到端午节每天都能够新鲜出
货。

崇青在忙碌中受访时说，端午节一般每天要做 800 到 1000 
粒粽子，尽管部分制作流程有机器代劳，但包粽子是纯粹
手工作业，一家人都动员来帮忙，有准备配料的、切栗子
的，包粽子的，处理预订的；现在有社交媒体，还动员了
堂妹来帮忙摄影、上载照片、po文，回复社交媒体上的询
问等等，可说是一场另类的家庭大聚会！

和記的肉粽除了用料讲究，制作更是严谨，从周津平时代
开始，每个粽子的配料都是预先配好的，以确保配料的份
量一致，加了糯米后每个粽子在包扎前也都要过磅，维持
一定的配料 : 糯米比例，因此包出来的粽子，配料十足，
糯米薄薄一层吸满肉汁并带有竹叶的清香，这是唯一吃过
的比自家阿嬷肉粽更好吃的肉粽。

问周崇青会不会把“和記”传给孩子，他笑言孩子还小，
但希望这门家族的好手艺能代代永相传。

已故周津平对质量要求严格

周崇青和母亲李海珠女士延续家族传统手
艺。注意到磅秤换成电子秤吗？

每年的端午节是周家的大聚会

连续5年赢得米其林必比登推介的和記
肉粽，近年推出设计精巧的金字塔粽子

礼品包，专攻企业礼品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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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地区生长一种特异的果树 - 榴梿，树高五六
丈，枝桠分叉伸盖，叶细稠密，一年开花三数
次，结的果实约有二公斤重，形园壳坚，表皮生
满兴锐硬刺，不小心碰上了，血珠儿便会不客气
渗出。

可记得小时候看“高甲戏”，阅章回小说、番将
手舞狼牙棒，甚感此武器怪异，及来新加坡、猛
省这可是榴梿果扎在棒上，另或是依形铸制的铁
兵器，都用于伤人伤敌。

榴梿称为万果之王，甚得万人喜爱，品尝是须用
营刀，认纹路将硬壳插挖驳开，每个壳辨有果肉
三数核，果肉香浓带有异味，初尝者都会觉得奇
臭无比。

榴 梿
  情 仇

文·吴适（世添）

会
员
栏
目

文·吴适（世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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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初来家乡客，地生人不熟，
时受久居的旧客取笑，常听来的
一句话，“新客戆糟糕，吃饭四
五瓯。”一般人开榴梿吃的时候
也会揶揄你，“新客敢吃榴梿
吗？嘻！嘻！，”我不甘被人看
扁，有一次逞强取了一二壳，自
个儿走往角落，战兢一啖，确是
臭味难闻，急忙暗中丢弃字纸
篓。

大多数人起初不敢向榴梿问津，
但吃过几回，便视如珍宝，南洋
有句俗语，“当子纱笼吃榴梿”
，纱笼是当地穿的围裙布，那意
思是榴梿熟了，没有钱也要将纱
笼典当买榴梿吃。

初来新加坡的第二年（1948
年），在树群小学任教，同是
新来客的吴君，上四年级的华
文课，讲解《万果之王》的课
文，告诉学生，“爬上树干摘榴
梿，”引得全班学子嘻嘻笑，“
老师错了，榴梿果实熟了，自个
儿掉下来。”

在新加坡住居久了，往后我看到
榴梿，是可爱又恨，爱的是它非
常好吃，恨的是另有原因。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一天早晨，
我步往培华学校，乡村地区，路
上我经过榴梿果园，这时突刮起
一阵狂风，我深恐榴梿掉下，飞
步急跑，噗的一声，真的，一粒
榴梿扑上我的头，血流了，晕倒
了，村民看见，扶我入屋，为我
敷药，给我喝杯热茶，痛楚在头
颅，感恩满心窝。

这颗榴梿击在我头上，幸好是偏
右，顺溜而下，承受力教轻，若
是落在头正中，承受力强，头盖

走看路面，没举首看天空，榴梿
从高或低掉下就不知道。”医师
听了莞尔一笑，二话未讲，随即
拨开我头发看伤处，敷药水，注
射药针，给我止痛消炎丸，字张
一星期病假单，叫我回了，这时
无供收伤车载送，我雇辆计程车
回学校，藏起病假单，挟着课本
再进教室上起课来。

事后一个月，伤处结疤，手指一
挖，疤块掉了，再挖又是一块，
二块，三块....哟！这几处怎不
掉呢，原来是榴梿的是断刺留在
头上，这是当时的医师疏忽，未
将之取出。

榴梿，我因伤有点恨它，但确实
的是十足喜爱它，果中之王，真
顶好吃。

当时我住居的草板屋外围，也有
十多棵榴梿树，那是我岳父的果
园，每见有榴梿掉下，我就很开
心地去拾取，一旦被蛇咬，终生
怕井绳，往后拾取，头上总要戴
上一具金属脸盆。以策安全。

骨破裂，生命堪危矣，再者如从
额前溜下，直线划割脸部，岂不
成了宋丹萍（旧电影人物），那
就要唱《夜半歌声》了。 

人人都说榴梿与椰子，有眼睛不
会伤人，是的，从未听闻有此事
发生，是榴梿爱上我？我觉得非
常倒霉。

在村家休息片刻，我道声谢，再
向学校走，足赶上升旗礼，同事
见我脸色苍白，究问原因，细心
地拨开我的头发，见我满头密如
蜂窝的洞伤，劝我要找医诊疗，
急为我致垫医院，没过多时，救
伤车来了，跳下二位身穿白衣的
医务人员，搀扶我上车，车在马
路上飞驰，警铃声不绝，沿途的
车辆纷纷避开，我半躺于车中，
宛如大将军出巡。

到了医院，医师急来珍视，我告
之被树上的榴梿飞来击伤，医生
关怀问：“榴梿从多高掉下？”
我低声小气答：“不知道，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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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首起来，我们从疫情初期
窝居的日子，一路走来到今日的
坦然相处，确实不易。

疫情初期，天天忐忑不安的收看
卫生部的疫情讯息，手机每天收
到的短讯，时而让人倍感压力，
时而如释重负，心情起起伏伏犹
如过上车，今日不知明日事。

疫情改变了我，也扰乱我的生活
节奏和方式，更破坏了我的旅游
大计！

两年多的疫情，虽说还未完全进
入历史隧道，但是能走出家门国
门，心情总算踏实多了。过去半
蜗居的生活让我想了好多，学了
很多也做了不少事情。以前每天
工作忙忙碌碌早出晚归，无睱整
理事物，乘着阻断期间在家把屋
子徹底的整顿一番，堆积在家的
物品能丢就丢，能送就送，能
留下的也物归所处，屋子收拾干
净，思维似乎也清晰多了！

原先计划约了装修商从新粉刷脱
落的墙壁，由于阻断期间室内装
修无法进行，也不知何时能全面

复工，于是乎，外子上网查看了
一下资料，二话不说买了刷子漆
料，一家人上下齐心，通力合作
动手粉刷。过程虽累却挺开心
的，尤其看着換上新装的客厅，
饭厅，卧室皆焕然一新，心情不
禁开朗了起来，这一劳作体重也
自然减轻啦，真是一箭双鵰，还
满有成就感呢。

我向来总爱上超市选购日用品和
蔬菜水果及海鲜肉类，阻断期
间尽量禁足在家，生活马上起
了变化，为了减少在外逗留的时
间，学会了如何以最快的速度出

居家粉刷

窝居日子的杂思

文·梁瑜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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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购买日常用品，又如何安全的选购蔬菜水果。期
间也学会了上超市网站订购，一般的日用品都不成
问题，但蔬菜水果海鲜肉类等的新鲜度真还有待改
善。因居家办公，也尝试了上网订购三歺饭盒，还
算得心应手，送歺时间也还准时，在家品尝美味佳
肴之际，真得感谢送歺员的辛劳奔波，让我们在家
也能安心专注办公又能享用美食。

偶尔在回公司上班前，还得做好一切防备工作，例
如做一次抗原快速检测，方能回公司上班。
  
窝居期间，减少了与家人好友的探访，总像失落了
些什么。每家每户为响应号召，都把家门关上，深
怕打了招呼就带走了病毒。幸好有手机短讯视频让
我们在失落的当下，仍不忘隔空联系，更令人感到
温馨的是偶尔亲朋戚友托运送来亲手制作的糕点，
总让人甜到心坎底。
  
由于病毒不停変种，防疫措施不断的更新，好多讯
息都得依赖手机传达，这对岁数大的老一辈真是一
大挑战，就说我年过90岁的妈妈，所幸有家人孩
子孙子从旁引导，才逐渐的适应上手，让我们也能
用手机隔空视频，与时俱进。

说起来，我们的上一辈及我们这一批于五、六十年
代出生的国人确实有超强的适应力。我们是幸运的
一代，能有机会跟叔辈们学习传统算盘结算账单、
用两根食指在旧式打字机上寻找英文字母学着打
洋信、陪着母亲阿姨们上全无空调的珍珠坊买布
料裁衣做窗帘、学会运用脚踏板缝衣的针车、走
到隔壁马来甘榜就能吃到现炸的香蕉木薯，到隔壁
后巷就能买到现做现卖的水粿，还是用手操作的石
磨呢！我们从一无所知一无所有的山龟mountain 
turtle，到现在新款手机在手，没几天就能灵活
使用，电脑也难不倒我们，能拼能Siam，能伸能
屈，敢学敢问，创造了我们这一代的艰韧性及适应

能力。在疫情下，很快的就适应了新的策略，当然
这也得归功于政府的深谋远虑及组织能力。

我们这一代人经历家的变迁、国的进步，从保守到
开放，从零到拥有，我们是一群非常独特不平凡的
另类。这些点点滴滴的生活体验，是我们的孩子及
他们的下一代只能凭借想象难以复制的。

经过了这次的疫情，也许是对我们活在当下的地球
人的一次考验。让我们的下一代知道自由是有代价
的，有一天也会有物资短缺，有飞机也不能飞，有
家也归不得的一刻，而珍惜所拥有的一切，世间没
有理所当然的永恒，唯有在困境中学会静下心来反
思，坦然面对，处之泰然，也许适当时候还得以不
变应万变。

对我们这一辈夹心壮年的一代来说，也许我们也得
配合生活的脚步，学着去理解年轻人的心态，学习
新的科技，偶尔尝一尝纯和牛，赞一赞半熟豬扒，
点一款红、白、黑人气超高的拉面，住一宿stay-
cation, 看一看Netflix 再追一追squid game，让
我们不再是乏味，吃饭只为了填饱肚子的一代，让
我们和孩子们拥有共同的话题，带着从容的心，逐
步回复新常态，一起迈向美好的充满挑战的未来。

全家也得自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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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明珠天福宫》

位于直落亚逸街的天福宫是福建会馆的发源地。新
加坡开埠初期，众多华人南来新加坡谋生，由于人
数逐年大增，华社领导基于社群信仰和心灵寄托方
面的需求，决定兴建庙宇，并在庙内附设会馆，服
务社群。1839年，天福宫开始兴建，并于1840年举
行盛大的迎神赛会，迎接主神妈祖金身的到来，这
年也公认是天福宫及福建会馆成立的年份。当时超
过四百家公司和个人慷慨捐献，支付37,189余西班
牙银元的建庙费用。这是莱佛士支付予马来皇室岁
金的四倍以上。庙宇建成时，是新加坡最大型的建
筑群，宛若南海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南海明珠天福宫》正是一部概述天福宫的巨著。
这部2010年出版，多达450页的专书，集合了对天
福宫历史最完整的叙述，是了解这座庙宇的不二选
择。

书中描述了看天福宫的十种方法：
方法一：看布局 – “回”字形布局
方法二：看屋顶 – 脊梁弧度与燕尾
方法三：看梁架 – 传统斗拱结构
方法四：看石雕 – 闽南石雕艺术精彩纷呈
方法五：看木雕 – 镂空木雕金碧辉煌
方法六：看彩绘 – 精巧工笔画绘
方法七：看彩塑 – 突显传统嵌瓷技法
方法八：看文字 – 石碑匾额深具历史意义
方法九：看神明 – 儒释道合一
方法十：跟导览 – 分享天福宫记忆

《南海明珠天福宫》由原新明日报总编辑杜南发名
誉理事担任主编，汇集了本地知名文史作者以及古
建筑学者的文章及研究成果，分三个大章节，从建
筑、历史、宗教及其多元价值方面细述天福宫，内
容深入浅出，轮廓分明，细节丰盈。不管是先游天
福宫而后读书，或是先看书而后游天福宫，都能够
加深对这座标志性庙宇，以及对本地华社发展史的
认识。

各 大 图 书 馆 皆 可 借 阅 。 欲 购 本 书 ， 请 向 福 建 会 馆 秘 书 处 洽 询 ： 6 2 2 2  8 2 1 2

扫码参阅本书目录、
序言及导言

1840年妈祖金身南来盛况空前，不只华

社关注，也获得英文报章的重点报道

1998年，天福宫自1906年以来首次落架

大修，工程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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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i6 tsi1 nai6 tsi1 liap8 liap8 ĩ2,

tsiah8 lip8 tshui5, tsin1 sian1 tĩ1.

tsiah8 e2 laŋ2, tsit8 bak8 nih7, 

tsiŋ5 e2 laŋ2, kui3 loh8 ni2.

荔枝荔枝粒粒圆，

食入嘴，真鲜甜。

食的人，一目    ，

种的人，几落年。

nai6    tsi1

荔 枝

扫一扫QR
听闽南童谣

由福建会馆名誉理事方百成朗读

注释： 

食 吃。
入 进去。
一目 一会儿，一瞬间。
几落年 好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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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彩缤纷》（开放日）
日期：2022年10月22日和23日

《薪动时刻》（新人新作）
日期：2022年12月9日和10日

第七届福建文化节 Hokkien Festival 2022

日期：2022年12月2日至4日
地点：天福宫以及新加坡福建会馆大厦广场（137直落亚逸街）

扫码浏览新加坡福建会馆网站，并关注福建会馆Facebook页面，以获取最新信息！

Scan the QR code to visit Singapore Hokkien Huay Kuan website and follow 
Singapore Hokkien Huay Kuan Facebook for the latest updates!

)  6222 8212         *  admin@shhk.com.sg    www.shhk.com.sg
 Singapore Hokkien Huay Kuan            Singapore Hokkien Huay Kuan

新加坡福建会馆文化学院 SHHK Cultural Academy
午后学堂 After School Care | 补习 Tuition | 福建话课程 Hokkien Course

)  6589 9500      *  enquiries@shhkca.com.sg  
  www.shhkca.com.sg     
  Singapore Hokkien Huay Kuan Cultural Academy

数学培优课程 Math Enrichment Programme for K2 to P1: 
shhkca.com.sg/mathenrich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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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福建会馆幼儿园 SHHK Pre-School
)  6589 9503      *  enquiries@shhkpreschool.com.sg   

  www.shhkpreschool.com.sg    
  Singapore Hokkien Huay Kuan Pre-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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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脚鸟：翔》（主要演出）
日期：2022年8月5日和6日
购票：soar-a-devotion.peatix.com

《大树脚》（户外演出）
日期：2022年9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