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3

MICA.(P) No. 022/04/2011 出版日期: 2011年8月

杨莉明政务部长为101届理监事就职监誓
两年一任的本亭第101届（2011-2013）理监事就职礼于7月17日傍晚

在公所礼堂隆重举行，恭请新加坡财政部暨交通部政务部长杨莉明莅临
主持监誓。

杨部长用广府话致词，以“有事无事常来往，大事小事好商量”来鼓
励新任理监事与社区加强联系，为国家和地区继续作出更多贡献。杨部
长认为，一个国家只有经济的成就是不够的，必须加上文化建设，使人
民精神生活进步丰富，她赞扬碧山亭自1871年成立以来，有许多热心人
士为族群福利，为保留中华优良传统而努力，为我国社区服务。希望碧
山亭同人再接再厉。杨部长指出，本亭的宣誓词中，刻意要求理监事做
事“不任性”，凡事都要以集体利益为前提，这是很重要的。

新理事长施义开率领全体理监事宣读誓词，并在部长的见证下，庄严
地签下自己的名字，代表着将要共同挑起碧山亭未来两年的工作责任。

这次101届就职仪式，首次邀请了建设发展委员会和投资发展委员会
全体委员也在杨部长的监誓下正式就任。

紧接着，新旧总务与新旧财政交接印章和文件，理事长和监事长接收
各会馆对6常务的担保书，交替任务手续完成。最后，新旧理事长和总务
致词，表达他们的感想及阐述本亭未来的工作。

晚宴间，康乐组安排本亭合唱团呈现4首悦耳动听的歌曲，加上10多
位本亭“歌王”和“歌后”高歌，让大家尽兴而归。

新理事长施义开感谢杨部长拨冗来担当监誓主宾，
也赞扬前理事长岑康生把碧山亭带上另一层次的贡献，
他觉得荣幸，能有机会由鹤山会馆保荐他出任这个工作
岗位。两年前他以“和谐共处”四个字与大家分享，他
最近读到一篇短文，谈及“忘”和“记”两个字，希望
就以这二字与大家共勉。他说，记忆好，是聪明，但
是要能够做到“忘”掉一些不愉快的事，其实是更困
难，“忘”掉过去的辉煌是一种谦虚，忘去失败要有勇
气，忘了人家对你的不周是大方，更难的是，忘却人家
对你的误会和攻击，这是一种爱心！所以，要把一些事
务忘记，我们的思想才有机会装进新的元素。

对于当前急务，理事长强调，（一）一劳永逸的解
决化宝炉问题；（二）全面处理灵厅漏水，并收集雨水
和太阳能，既环保又能节省水电开支；（三）适当进行
办公室及资料室的装修工程。

理事长施义开：要思想装新元素，解决本亭急务

热 烈 庆 祝 新 加 坡 建 国 46 周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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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亭理监事就职

卸任理事长岑康生：认真发扬碧山亭文化
本亭经历了土葬时代、火葬时代以及文化时代，在土葬时代的

100年里，先贤们交出了一份亮眼辉煌的成绩单，本亭拥有324英亩
的坟地。接着在火葬时代，我们让出了大片的土地给国家建设碧山
新镇，然后在拨回的8英亩土地上重建碧山亭。

在进入文化时代，我们认真地保留与发扬碧山亭文化，即本地华
人的“慎终追远”的传统文化。两年前，我们制定了8项发展工作，
使本亭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促进中心，业务包括国民教育与旅游业，
发展工作正在进行中。

尽管时代不同，本亭的主要活动仍旧继续进行，希望新一届理事
们及青年团成员继续努力，使十年计划顺利完成。

卸任总务李达政：希望有ISO证书
在过去两年里，本亭踏出了好几步，第一大步是本

亭的修缮工程竣工完成，本亭与碧山区的另外9个团体/
学校/机构联合出版《碧山文化之旅》手册，第二大步
是参与“碧山文化之旅”启动仪式。此外，这两年来我
们也积极参与“宗教和谐圈”，参与碧山的学校、中区
理事会和其他民间团体主办的活动。当我们举办140周
年庆祝宴会时，也邀请他们派代表出席。

今后我们面对的挑战除了电脑化和十年发展计划之
外，应该是申请国际标准化(ISO)，希望在新的一届里
获得ISO证书。

总务岑安和：要聆听好意见
新任总务要做很多事情，我想，我是一个会听

话的总务，我将会聆听各位的好意见去做事。上届
总务很用心去做事，我将继承他的方式，尽量用心
做事，希望大家给予我大力支持。

修养文章
“忘”比“记”更难

年幼时期，我以为记得牢是真本事，过目
不忘的大脑，真是天才啊！

中年以后，我逐渐领悟到忘得掉才是真
幸福。

忘不了别人的闲言闲语，人生会披上一层
灰色阴影；

忘不掉伤心的往事，人格会逐渐扭曲。

壮年以后，我开始向神求「健忘」之恩 。

忘掉过去的辉煌，这是谦卑。

忘掉已往的失败，这是勇气。

忘掉从前的创伤，这是饶恕。

忘掉昔日的罪过，这是感恩。

忘掉朋友的不周，这是大方。

忘掉仇敌的攻击，这是爱心。

“记”是聪明；“忘”是智慧、是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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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同人代表大会

冷气豪华的灵厅

第100届第2次常年同人代表大会于2011年6月26日召开，16会馆各派了3位代表出席，会议在和谐合作气氛
中顺利完成，会馆代表与本亭所有理监事及各组委员下午共餐交流后才道别。

会议中，全体代表一致接受前期议案，财务一年结册及其他报告，也推荐了第101届的名誉顾问和法律顾
问，并追认通过奖学金和敬老贺岁金帐目。

大会经讨论后，也议决拨款20万元 以进行办公楼第一阶段装修工程。

大会仔细检讨并通过本届理监事会和会馆
所提出的修改部分章程条文的建议，共有22
条，其中包括以下各项：

(一) 理监事会的开支权限提高到6万元

(二) 总务替代监事长签支票。

(三) 不必刊登报章通告召开同人大会。

(四)  经至少四分之三的基本集体会员同人
代表同意，才可以解散本亭。

(五)  保留五位受托人，由广惠肇三府各派
一位受托人，其余两位由16基本集
体会员选出，各属会馆必须提呈担保
书。

(六)  受托人任期永远制（即终生制）改为
两年一任，可以获选蝉联。

第101届理监事会将请律师翻译成英文，再
呈交我国社团注册官批准，之后才安排执行有关新章程条文。

这次的同人代表大会有机会观看一个特制的光碟，约20分钟，重温碧山亭的史略，逐步推行10年计划，也
憧憬本亭将来可能发展的项目，诸如装修办公室，增建资料贮藏室，将大庙底层打造成冷气豪华供奉神主牌追
思堂，解决灵厅漏水及收集雨水和太阳能的利用扩建展览室，打造广场舞台等等。

碧山亭近几年来，按照既订的10年计划，不懈努力地扩建和改善现有的各种类灵厅，用以满足主家的期

望，我们仍会继续做下去。在今年的清明时节，又令人有所感触地想到，本亭这里地方广阔、地理位置理想，

有园林水池，停车位充裕，但缺少了一

座新式豪华的冷气大灵厅，好让人可

以静静的追思先人，听听优美的佛经音

乐，安抚身心灵魂。新加坡的一些庙宇

和商业化贮放骨灰灵堂都以这种设备推

销，碧山亭算是落后。其实，我们对这

要求是不难应付的，本亭的大庙（观音

庙）底层，即地藏王菩萨大殿的后面，

正是一个很理想的地方，这里大堂宽

大，没有柱子，前面有小天井，可以设

计完全冷气化，用来排放神主牌位，分

隔读经小厅，让主家有私人空间追思先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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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惠肇碧山亭(2011-2013)年度理监事、顾问、受托人与杨莉明政务部长合照
后排  毛瑞荘 冯杏芳 梁瑞坤 罗耀忠 黄信万 邓其亨 陈远光 李辅玲 黄水 尹绍初 梁毓宽 郑新论 陶霞萍 邵鸿禧 李杏林

中排  张植棠 杨国民 谭绍良 阮佛保 梁满 叶志强 蔡锦华 霍秉权 吴荣基 关汝经 刘仲淦 李广根 陈木生 李福均 程观喜 谢同源

前排  黄日荣 罗荣基 黄河东 莫佐生 周奕年 林丽珠律师 李达政 岑康生 杨莉明部长 施义开 岑安和 曾守荣 梁庆经 梁少逵 李国威 区如柏

建设发展委员会 投资发展委员会

建设发展委员会 (2011-2013)  
郑学全 周志强 李仲焜 黄有强 李振玉 廖康枝 唐健华 关汝经 朱健安 陈沼阁  

李广根 郑社心 黄日荣 李达政 黄河东 林丽珠律师 岑康平 杨莉明部长 吴毓均 

周奕年 钟进有 施义开 岑安和 莫佐生

投资发展委员会 (2011-2013)   

麦兆庆 梁宝林 郭成添 梁益林 谭彩莲 李明柏

黄河东 林丽珠律师 何国才 杨莉明部长 何春泉 陈沼阁

第101届 理监事、顾问、受托人

杨莉明政务部长监誓下，理事
长施义开率领全体理监事宣读
誓词

余等誓以至诚，遵守本亭章程及
办事细则，各尽其职、不任性、不
溺职责，务尽其为三属同人之福利
着想，通力合作，倘有违誓，愿受
本亭之惩罚，谨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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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誉顾问: 杨莉明政务部长(财政部兼交通部)

  陈振泉政务次长(外交部兼社青体部政务次长、中区市长暨拉丁马士区国会议员)

  黄根成先生(碧山-大芭窑集选区国会议员)  再努丁先生(碧山-大芭窑集选区国会议员)

  曾士生先生 曾玲博士  区如柏女士

 法律顾问: 朱时生大律师 罗连国大律师  吴天华大律师 林丽珠大律师

 产业受托人:  郭玉泉(广) 罗荣基(广)   梁庆经(广)  黄日荣(惠) 黄河东(肇)

 亭务顾问: 李国威(花县) 杜建纬(中山) 岑康生(顺德) 

 理事长: 施义开(鹤山)  副理事长: 李达政(宁阳) 

 总务: 岑安和(恩平)  副总务: 周奕年(冈州)

 财务: 曾守荣(三水)       

 监事长: 莫佐生(高要)  监事: 陶霞萍(肇庆) 朱国良(清远) 陈远光(南顺) 梁毓宽(宁阳) 

 中文书: 梁少逵(南顺)  英文书: 关汝经(顺德)    

发展科: 主任: 梁 满(冈州)    副主任: 吴荣基(恩平)  
 科员: 黄 水(宁阳) 陈木生(清远)  张植棠(东安) 徐学清(花县) 郑新论(肇庆) 张权发(恩平)           

保养科: 主任: 蔡锦华(三水)  副主任: 梁瑞坤(番禺)  
 科员: 杨国民(三水) 李广根(中山)  罗耀忠(南顺) 阮佛保(惠州)  程观喜(惠州) (宁阳代表) 

产业科: 主任: 尹绍初(东安)      副主任: 叶志强(增龙)  
 科员: 黄信万(花县) 李辅玲(鹤山)  毛瑞荘(增龙) 李福均(高要) 邓其亨(肇庆) 

康乐组: 主任: 谢同源(冈州)   副主任: 霍秉权(鹤山)  
 组员: 谭绍良(高要) 冯杏芳(番禺)  李杏林(清远)) 全体理监事 

 青年团:主任: 刘仲淦(中山)  副主任: 邵鸿禧 (顺德)  

《扬》半年刊编辑委员会
 义务顾问： 区如柏   主编：施义开  副主编：梁少逵  委员：岑康生  岑安和  曾守荣  霍秉权  刘仲淦  邵鸿禧  

建设发展委员会
 主席: 岑康平(恩平) 第一副主席: 吴毓均(增龙)  第二副主席: 周奕年(冈州)

 秘书: 钟进有(惠州) 副秘书: 廖康枝(清远)   

 执行委员: 黄日荣(惠) 李达政(宁阳) 唐健华(高要) 郑学全(肇庆) 李振玉(番禺) 李仲焜(三水)  

 委员: 郭玉泉(广) 罗荣基(广) 梁庆经(广) 黄河东(肇) 施义开(鹤山)	 岑安和(恩平) 曾守荣(三水) 莫佐生(高要)   
	 	黄有强(鹤山) 朱健安(宁阳) 郑社心(冈州) 周志强(冈州) 陈沼阁(南顺) 曾锡源(花县) 李广根(中山) 关汝经(顺德)   

投资发展委员会
 主席: 何国才(增龙) 第一副主席: 陈沼阁(南顺) 第二副主席: 何春泉(惠州)    

 委员: 温泽安(鹤山) 李明柏(宁阳) 张权发(恩平) 郭成添(冈州) 李英昭(三水) 谭彩莲(高要 何国才(东安)      
	 	麦兆庆(肇庆) 梁宝林(番禺) 曹冠传(清远) 曾德源(花县) 梁益林(中山) 游汉文(顺德)  

第101届理监事会议
 7月24日召开的第1次全体会议上，在面前的对联“根深不怕风摇动，树正何愁月影斜”的精神感染下，集

思广益，商讨碧山亭的业务。

第101届 (2011 - 2013年度)  
顾问、产业受托人、理监事、建委、投委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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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邻居莱佛士书院
好邻居莱佛士书院向来都给予本亭莫大的支持和配
合，令我们感激不尽。最近，莱佛士书院同意在本亭
停车场后方的公用围墙处开辟一条小径和一道电动
门，方便双方在有需要借用停车场时，车辆可以直接
进出，再不必要绕一个圈使用正门。这样，也可以确
保进出两地车辆的治安检查。

康乐组积极活动
康乐组继去年12月的本亭140周年庆典后，仍积极进行
活动，尤其是推动合唱团再接再厉，尽量鼓励理监事
的太太们来参加，在5月1日搞了一个团员聚餐会，非
常成功。合唱团参与今年2月的《春到河畔》演唱，在
本亭7月的第101届新理监事就职典礼上，负责全部歌
唱节目。平时，他们也定期在黄老师教导下练歌。康
乐组最近还在展览室安装了台球桌，每两个星期日开
放给本亭同人打球，同时，也备置一张乒乓球桌，打
算放在公所大厅中央，随时让本亭同人做运动消闲。

广惠肇碧山亭活动表（2011年2月至2011年7月）

07/02/2011 本亭合唱团与广东会馆联合参加春到河畔
2011-宗乡之夜演出 08/07/2011 新传媒第8波道采访本亭（有关红头巾遗

孤卢全寻母余杏桂资料）

10/02/2011 出席广东会馆新春团拜晚宴 11/06/2011 国家图书馆组织碧山文化之旅(40人)参
观碧山十个景点

02/03/2011 出席政府华社联络组与宗乡会馆对话会 13/06/2011 出席冈州会馆庆祝171周年纪念宴会

06/03/2011 庆祝土地诞 16/06/2011 为National Youth Council主办青年营
讲座会主讲

13/03/2011 春祭日，祭祀广惠肇三属先贤 19/06/2011 北京中央电视台8位代表到访本亭

19-03-2011/ 
24-04-2011

清明节期间开放灵塔，本亭理监事及青年
团团员站岗服务, 各会馆狮队拜祭，表演
采青。.

22/06/2011 出席广东会馆第33届董事会就职典礼

24/06/2011 理事长为16th Global Forum讲座主讲

22/03/2011 出席中区宗教领导对话暨交流会 26/06/2011 举行第100届第2次常年同人代表大会

23/03/2011 庆祝观音菩萨宝诞 02/07/2011 马来西亚吉隆坡广东义山殡葬业考察代
表团（39人）到访本亭

09/04/2011 出席三水会馆北方真武玄天上帝圣诞宴会 17/07/2011 第101届理监事就职典礼与联欢晚宴。财
政部兼交通部杨莉明政务部长监誓。

23/04/2011 出席翰林书会举办”世界书香日”论谈会 19/07/2011 庆祝观音菩萨宝诞

25/04/2011 出席金榜天后会天后圣诞暨60周年宴会 20/07/2011 出席鹤山会馆观音菩萨宝诞宴会

28/04/2011
出席HDB主办“ Treelodge @ Punggol: 
A Learning Journey Thru HDB’s 1st 
“green”eco Precinct 参观/讲座

23/07/2011 出席莱佛士书院188周年纪念庆典

11/05/2011 中山广播电视台6位代表到访本亭

24/07/2011

番禺会馆海内外乡贤160人到本亭交流

21/05/2011 出席宁阳会馆189周年纪念宴会
出席番禺会馆133周年纪念暨世界乡贤恳
亲大会晚宴

28/05/2011 出席MCYS举办“Introduction to 
Religions”讲座

出席冈州会馆关帝诞晚宴

05/06/2011 庆祝端午节，食粽子 31/07/2011 烧路衣

本
亭
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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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州会馆: 171周年庆典
冈州会馆于6月11日至13日，一连三晚庆祝会馆成立171周年纪念，11日晚上，在牛车水人民剧场
举办粤剧折子戏演出，12日晚上也在人民剧场举办《三国演义》“武”台剧表演，13日晚上，在
红星酒家举行联欢宴会。

 这次的粤剧演出一共呈献6出折子戏，包括《林冲泪洒沧州道》、《英雄掌上野花香》、《王
皇后与武媚娘》、《妒雨断贞魂》、《高山流水会知音》、《雷鸣金鼓战笳声之送别》以及合唱
《天山未了情》。

当晚的演出由乐剧部主任兼艺术指导胡慧芳，艺员陈福鸿、黎艳眉、李海就、罗丽霞、陆艳芬、佘燕桃、
赵玉瑛、雷淑仪等领衔主演，并邀请香港男花旦赵震宇乡亲专程来新，与女文武生胡慧芳领衔演出《雷鸣金鼓
战笳声之送别》。全场演出由欧阳炳文执导，高丁仁担任司仪，荣艺粤剧院大乐队拍和，获得观众好评。

第二晚《三国演义》“武”台剧是一场大胆、创新的演出，结合国术、醒狮、舞蹈、话剧及舞龙的艺术表
演，呈献《三国演义》的精彩片断，通过
《三国》的情节，让观众了解传统的武术
与南狮文化，同时也传递故事里的道德理
念。

除了冈州国术纱龙醒狮团的全体团员参
与演出之外，还邀请了女皇镇中学武术与
华族舞蹈团以及少竹山国术醒狮团参与演
出，由冈州醒狮团副主任梁国权执导，阵
容浩大，令人耳目一新。

第三晚联欢晚会由青年组主持余兴节
目，内容有粤语诗歌朗诵、武术、现代舞
及卡拉OK歌唱节目，形式多姿多彩，老少
咸宜，乐剧部副主任谢同源一曲《万恶淫为首》赢得热烈共鸣，且为乐剧部筹得一笔基金。

理事长卢鹤龄在演出特辑的献词中指出，1945年8月新加坡光复之后，会馆迅速重组醒狮团，成立乐剧部，
并制定这两组成员必须在每年馆庆游艺晚会上呈献节目，促使他们平日必须排练，以致他们能够有计划、有目
标地推广及提升传统文化活动的水准。

鹤山会馆：庆祝观音菩萨宝诞
一年一度的庆祝观音娘娘宝诞在7月18日晚开始，在会所请道士开坛礼斗、清醮、祈安植福，庇佑善信合府

平安。当晚，数十位会员到来念经祈祷，青年组成员舞狮参拜，到将近子夜才散。翌日，分发福物给参与的

会众，然后在7月20日假红星酒楼设宴，并投

标福物，有很多间宗乡会馆代表出席恭贺，马

来西亚柔佛州乌鲁地南的鹤山会馆也派来10多

位乡亲，场面真的是闹哄哄。本会的观音案成

立于1955年，庆祝宝诞也已经成为常年大型活

动之一，今年的欢庆菩萨宝诞，是由现届观音

案主任蔡宝贝女士率领其他组员策划，非常成

功。

鹤山会馆今年派出主席施义开出任广惠肇

碧山亭第101届理事长。

鹤 山 会 馆 的 网 站 定 时 更 换 内 容 ，

除 新 加 坡 的 活 动 外 ， 网 站 也 登 载 马

来 西 亚 各 地 的 鹤 山 会 馆 最 新 发 展 。 

网站地址：http//sghoksan.blogspot.com

恩平会馆：我们已上网了！
本着与时并进的概念，与配合资讯时代的发展，恩平会馆于今年6月设立了网站：www.enping.com.sg 也希

望能够拉近与世界各地恩平社团组织的距离。

会
馆
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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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山亭办公楼大厅的对联  梁少逵 协助资料

广惠肇碧山亭在发展主业为我国大众处理安置先人骨灰和灵位之余，也收

存了非常多的艺术文物，不但精致古雅，价值昂贵，也反映了时代巨轮的

演变，富有欣赏兼研究的价值。

 这一期的《扬》半年刊，就和读者分享挂在本亭办公楼大厅的两对

（四条）杉木雕刻贴金的长联。

早在1987年新的行政办公楼落成后，大家都渴望好好的装饰这古典式大楼

的宽大内厅，正值1991年，中国广东省佛山市文化局局长胡正士受我国当

局邀请访问新加坡，可能是参与一年一度的“春到河畔”活动，当时国家

博物馆林源福先生介绍胡局长认识了碧山亭，并出席在本亭大厅举行的农

历年团圆晚宴，宾主一见如故，侃侃而谈，负责理事们引导胡局长参观本

亭的展览，追述百多年来广东乡亲先贤南渡新加坡/马来亚谋生、奋斗与发

展，从事各种行业工作，为本地社会的成长与繁荣作出重大贡献，更使无

数中国乡民在此落地生根，开枝散叶，建埠兴邦，传播中华文化，造福子

孙万民，先贤们的事迹给胡局长灵感，他建议碧山亭应该成立一个大厅装

潢小组，全盘策划打扮整个大厅，增加一些文化氛围。于是，在胡局长的

推动下，佛山市民间艺术社征集对联，最后选出佛山人陆增撰写的对联，

由南海名书法家庞国锺挥毫，再以正楷雕刻成长联。

龙裔发星洲 幸赖先民创业 建埠一
百余年 独立兴邦 犹以礼仪传国粹

华侨源粤海 全凭桑梓深情 新修三
府会馆 萦怀故里 留此文明寄乡思 

本
亭
文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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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联赞颂华人先贤艰辛南渡到新加坡创业，百多年来建造了新加坡的繁荣

昌盛，并在此播散中华文化传统。

下联：表达本地侨民继承了家乡浓郁情谊，建立广东的广州府、惠州府和

肇庆府的多个会馆，让族人得以眷念故乡。

这对联结合广东和新加坡两地的深厚情感的对联，就吊挂在大厅正面礼堂

舞台两侧的两根主柱上，每条长约6米，宽0.6米，差不多是从天花板垂挂

到地面。配合了舞台两边另外两幅正方形各2.5米平方“和合二仙”与“富

贵有余”的樟木真金箔通雕，给人古雅庄严的感觉。

当大家回头要踏出大厅时，看到的又是两条大木雕对联，吊在另外的两根

主柱上：

羡故郡地灵 镇海楼雄 楚庭源远 星湖漾
碧 泗塔浮岚 胜景赖言传 万里关山萦客梦

仰珠江人杰 崖门吊古 御宝捐桥 玉聘鸿
儒 记题石室 英名欣史载 千年功烈肃乡心

上联介绍广东三府地的名胜古迹，包含了广州市越秀山内镇海楼，肇庆市

的七星湖，惠州的泗洲塔，新会的崖山等地，令人不胜怀记。 

下联则是歌颂珠江（广东）的名人事迹，包括元宋时期在新会崖山大海

战，写下苏东坡被贬到惠州时捐金建造西新桥，也提到明宪宗以一方碧玉

聘理学大师新会陈白沙出仕，记题石室指的是刻于星湖石室岩内的唐代李

邕的《石室题记》碑文。种种名人轶事，都英名千载，令人敬仰。

这对联是顺德伍嘉陵书写的，正值壬申年（1992年）正月，以半行草体刻

在杉木条板，同样是6米长的刻凹字贴金箔黑漆底制作，这对联安置在向大

门的两边，中间的上樑是铺有6片各长1.5米的云石彩塑浮雕，画的是仿敦

煌壁画的仙女飞天，歌舞散花。

以上两对（四条）长联，紧紧绑系着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华人情怀，广惠

肇碧山亭服务三府先人族群 ，用这些对联来装饰办公楼礼堂大厅，是再恰

当不过了。这四条杉木对联挂饰，在当时是花费美金15,790元制作，加上

包装、海陆运输、保险，在1993年由两位佛山艺术师瓦匠专程到来安装，

它今天的价值是多少？ 真是无价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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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庆经功成身退  区如柏

本亭受托人梁庆经在今年3月6日举行的广

惠肇留医院第86届董事会就职典礼上，卸

下担任了25年的董事会主席职务，梁庆经

将这个职务移交给新主席李国基，尽管梁

庆经担任过许多商团、学校、宗乡团体、

基层组织等的重要职务，可是，他认为为

留医院服务是最有意义的，最令他怀念的。

 梁庆经从1966年起便担任留医院董事，1985

年挑起董事会主席的重任，领导留医院25年，在留医

院的百年历史过程中，他是任期最长的主席，他经历

了留医院的风雨飘摇，地契届满，不知何去何从的困

境，尽管如此，他仍然领导董事们、医务人员及职工

谋求发展，改善医院的设施，扩大中医药门诊，设立

日间康复中心，将留医院提升为社区医院，走入社

区….

 为留医院工作了44年后，因年事已高，梁庆

经主动让贤，由副主席李国基接任领导职务，带领留

医院重建，走向新的旅途。

与父亲一同打拼

 虽然梁庆经是梁介福药业私人有限公司的第

二代，可是，他不是一般的“富二代”，而是与父亲

一同打拼的第二代。

 梁庆经生于1929年，是新加坡出世的广东顺

德人，他本来排行第三，由于两名兄长夭折，他便成

为家中的长子。由于从小在大坡成长，他在珍珠山英

校及养正学校念书，日治时期向著名书法家谭恒甫与

杜衡香学习书法，因而写得一手好字。光复之后到华

侨中学求学。

 回忆那段消失的岁月时，梁庆经说，1950年

在华侨中学高中毕业的时候，他本来打算到外国升

学，可是，他是家中的长子，只好放弃升学的计划，

到店里协助父亲，他的几位弟弟都有机会出国深造。

协助父亲创办《新明日报》

 1967年香港《明报》社长兼著名武侠小说家

查良镛（金庸）来新加坡找梁庆经的父亲梁润之，提

出合作创办报章的建议，在这之前，梁润之曾创办《

快活报》与《新生日报》，双方同意各出资50万元，

准备亏5年，取《新生》与《明报》的第一个字，命

名为《新明日报》。

 梁庆经说，当时他负责向文化部申请出版准

证，不久领到了出版准证，《新明日报》于1967年3

月18日创刊，由父亲（梁润之）任董事主席，金庸任

副董事主席，梁庆经任董事财政，潘洁夫任督印兼总

编辑，陆上行为总经理，潘粤生为执行总编辑。

接办药业与报业的重任
 1971年10月梁润之病逝，身为长子的梁庆经

挑起子承父业的重担，一方面，他接任《新明日报》
董事主席的职务，另一方面，他又要挑大樑主持梁介
福药行的业务。他主持药行的业务之后，发现新马的
市场太小了，必须开拓国外新市场，此外，他又发现
每年许多回教徒虔诚地到麦加去朝圣，当时，航空交
通还不是十分发达，机票很贵，许多回教徒都是坐船
前往麦加。

派送驱风油给朝圣者
 在大海航行的旅途中，遇上风浪会晕船，抵

达沙地阿拉伯之后，还得长途跋涉才到达默罕默德
的诞生地－ 麦加，虔诚的回教徒在漫长艰苦的旅途
中，难免会感冒、头痛、头晕或被蚁虫侵袭，如果随
身带一瓶药油便可以消除旅途中的小病痛。

 悟到了这个“真理”，梁庆经便派员工登上
前往麦加朝圣的客轮，派送斧标驱风油给去朝圣的回
教徒。回忆这段促销手法的往事时，梁庆经说：这不
是一件简单的事，必须有耐心，有说服力，对方才会
接受你的好意，回教徒带了斧标驱风油上路，在旅途
中感到不舒适时，便试用斧标驱风油，用了之后果然
有效，于是回教徒便视斧标驱风油为良药。继续购买
使用。

 这一来，驱风油打开了中东市场，前往朝圣
的回教徒不仅来自新加坡，更多来自马来西亚、泰

今年，梁庆经（左）荣膺 英女皇封赐圣约翰爵士
勋章(K.ST.J)与纳丹总统(中)及梁庆经夫人合影。

人
物
介
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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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印尼、印度等地，斧标驱风油被新加坡回教徒带
到麦加之后，不仅风行中东，也开拓了印尼、印度、
马来西亚、泰国、非洲国家的市场，广大的第三世界
国家纷纷要求代理斧标驱风油。

 梁介福现在发展到有五间工厂，总行在新加
坡，分厂在马来西亚、印尼雅加达、中国顺德及越南
胡志明市，共五十个国家有代理。

 在扩展药品业务的同时，梁氏家族也向中国
的旅游业进军，他们在广州与广东省中国旅行社合
作，将华侨大厦扩建为39层楼的广州华厦大酒店。

兄弟一条心
 俗语说，“打虎不离亲兄弟”，梁庆经坦

言，梁氏家族的生意能够稳健发展，全靠兄弟之间能
够携手合作。他说，如果不将两位夭折的兄长计算在
内，他算是老大，下面有老二庆纶、老三文琛、老四
文琳、老幺文琪，各人分担药行及工厂的重要职务。

 老三文琛在华侨中学高中毕业后便负笈英国
攻读药剂，他考获英国伦敦大学药剂科硕士，他也是
英国皇家药剂学会会员。今天梁介福药行已进入第三
代接棒的阶段，梁庆经五兄弟的子女陆续接过第二代
的棒子，传承祖业。

带枪进入中国

 梁庆经在发展业务长袖善舞的同时，不忘体
育与消闲活动。大约30来岁的时候，他跟随朋友到射
击俱乐部参观时，第一次试枪就得到满分，引发他对
射击运动的热忱。此后，他每个星期去练习一次，一
年后就荣获全国射击比赛冠军。接着，他多次代表新
加坡参加半岛运动会，东南亚射击赛，亚洲国际射击
赛等，都获得优异的成绩。

 令他最怀念的是1974年带枪进入中国的往
事。梁庆经说，那一年中国成立射击研究会，在广州

举行射击观摩赛，新加
坡也受邀参赛，那时候
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
气氛比较紧绷，新加坡
代表带着长枪和短枪，
从香港坐火车过罗湖边
防进入广州。这次的观
摩赛，他也获得不俗的
成绩。他风趣地说，射
击要靠眼力和手力，现
在年纪大了，不得不“
收山”。

交际舞评判
 梁庆经不仅是射击高手，长枪、短枪都能逢

源，他同时也是交际舞的专才。他说，年轻的时候，
夫妇俩一同到联络所学跳交际舞，一跳就跳了几十
年。

 他说，“起初是学跳舞，渐渐地当了教练，
后来还获得评判资格。这是一种兴趣，当你对交际舞
产生浓厚兴趣时，便会努力提升自己的舞艺，进入精
湛的境界。” 除此之外，梁庆经还打高尔夫球，可
谓长袖善舞，多才多艺。

热心公益事业，关心本亭
 梁庆经的父亲梁润之老先生热心慈善、教育

事业，梁庆经在服务社会方面也传承父亲的精神，除

了肩挑广惠肇留医院董事主席重任长达25年之外，他

还参与许多社会活动。他尤其关心本亭的亭务与发

展。自1987年以来，他一直担任碧山亭的受托人。

清明扫墓期间，他常来巡视，有一次因身体不适而晕

倒。他也常常出席本亭的理监事会议，关心亭务。

去年本亭庆祝成立140周年纪念活动时，他是赞助

人之一，除赞助经费外，他也赞助驱风油。梁庆经是

顺德会馆的会务顾问，他常带子女参加该会馆的活

动。自1967年担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职务以来，先后

担任过各组主任及副会长，担任南华中学、南华小

学、华侨中学、华中初级学院、华义中学和养正小学

等正副董事主席或董事等。他担任同济医院副董事主

席多年，并任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理事25年。从

1967年以来，他也积极参加社区活动，担任芳林公园

联络所、牛车水公民咨询委员会等重要职务，1972年

荣膺我国总统颁赐公共服务星章[B.B.M.(L)]

梁庆经热心圣约翰救伤队工作，服务长达40年，

近日他荣膺英女皇封赐圣约翰爵士勋章（K.ST.J）

梁庆经伉俪育有二男二女，长女洁莹、次子善

源、三子善权、四女碧莹，他们都是家族业务的接班

人。夫妇俩已是拥有五位内外孙的祖父母了。

梁庆经手持长槍，瞄准目标

1974年梁庆经代表新加
坡参加中国射击邀请赛

11



广东话歇后语

禾秆冚珍珠 － 美好的东西不外露

卖布唔带尺－ 存心不良（量）

王羲之写字－ 横竖都好。比喻完美无缺

失匙夹万－有钱不能用。比喻得不到实际利益。

扁担挑油 － 两头挂。比喻诸多挂虑，放心不下。

韩信点兵 －多多益善。比喻越多越好。

冷手执个热煎堆 － 无端端发达。比喻意外的幸运。

拿锄头掘黄连 – 挖苦。比喻嘲讽别人，令对方难堪。

豉油捞饭 －整色整水。做个样子，比喻事出有因。

年晚煎堆 －人有我有。比喻对人或事物要求不高。

狗上瓦坑 － 有条路。比喻事出有因。

夫妻拜堂 – 谢天谢地。比喻庆幸之意。

广东糕点—白糖伦教糕
白糖糕是很普遍的广东糕点，酒楼茶居或街边糕点摊都有售卖，既爽

口，又可以充饥。在经济生活不富裕的年代，孩子们有机会吃一块白糖
糕，是一大享受。

 白糖糕当中以白糖伦教糕最负盛名，它也是白糖糕的始祖。白糖
伦教糕始创于广东顺德伦教，与一般用大米和白糖制作的松糕，马拉糕不
同，它以晶莹洁白而著名，据说上乘的伦教糕光洁晶莹，糕身横竖小水泡
似的孔眼，均匀有序，质地爽软，滑润而富有韧性，折时不留折纹，味道
清甜、爽滑。

 根据地方志记载，白糖伦教糕起初只有伦教镇的一家糕点店制作，
用当地特有的泉水制作。后来，清泉淤塞，无法制作别具风味的伦教糕。
但是白糖糕伦教糕的清爽特别适合岭南人的口味，而且已经出了名，不能
中断。

 渐渐地，人们经过多次实
验，摸索出用鸡蛋白澄清去浊法，
使一般的水可替代清泉，于是白糖
伦教糕得以流传各地甚至传到东南
亚。大文豪鲁迅在上海写的《弄堂
生意古今谈》，还提到了“白糖玫
瑰伦教糕”。

广东歌谣 
《一枝竹仔》

一枝竹会易折弯
几枝竹一扎断折难

孤掌莫持依
团结方可免祸患

花虽好要蝶满枝
月虽皎洁有未满时

孤掌莫持依
团结方可干大事

大众合作好相处
千斤一担亦不迟
齐集勤力无猜忌

一切都好顺利 嘿—

一枝竹会易折弯
几枝竹一扎断折难

孤掌莫持依
团结一生无祸患

花虽好要叶满枝
月虽皎洁有未满时

孤掌莫持依
团结方可干大事

一枝竹会易折弯
几枝竹一扎断折难

孤掌莫持依
团结方可免祸患

大众合作不分散
千斤一担亦当闲
齐集勤力无忧患
一切都好易办

花虽好要叶满枝
月虽皎洁有未满时

孤掌莫持依
团结一心干大事

花虽好要叶满枝
月虽皎洁有未满时

孤掌莫持依
团结一心干大事

广
东
文
化

注：
《一枝竹仔》是
大约五、六十年
前粤语影片《家
和万事兴》的插
曲 ， 由 儿 童 演
唱，教育儿童，
尤其是兄弟姐妹
必须合作团结，
才 可 以 免 除 祸
患，干大事。12



吉隆坡广东义山代表
团到访本亭

今年7月2日下午，马来西
亚吉隆坡广东义山殡葬业考
察代表团共39人，在主席刘

浩馨先生的领队下莅临公所，本亭正副理
事长及其多位领导执事设简单茶会招待，
播放光碟。讨论了整个钟头，双方交换纪
念品后，客人也参观了本亭庙宇园亭。

吉隆坡广东义山的组织类似本亭，它也
是全马来西亚，可能甚至是全世界中国以
外的最大华人坟山组织，已有116年历史，
基本成员包括广肇、嘉应、海南、茶阳、
惠州和潮州6间宗乡会馆，派出代表共同义
务管理340余亩坟山，建灵塔安置骨灰，奉
行不牟利原则，价格非常大众化，现有的
13层楼高灵塔可容纳10多万个灵位。

在亲切的交流过程中，我们发现他们有
些经营方式比本亭先进，诸如全面的电脑化处理、ISO的运作程序、成员团体的合作、董事会与政府的密切关
系等等，本亭真的有迎头追赶的必要。

世界番禺乡贤到本亭交流
趁新加坡番禺会馆133周年庆典及世界番禺乡

贤恳亲大会之际，在7月24日，约160位来自中国
广东、德国、纽西兰、香港、澳门、马来西亚等
地的番禺乡贤，在番禺会馆理事长黎富荣率领下
到访本亭。

除了播放光碟介绍本亭140年来的历史进程，
理事长施义开更集中推崇本亭的中华文化传统以
及中新两地族人的深厚情怀，广州市侨联、番禺
区政府和白云区侨办代表也详述了今日当地的文
化与经贸发展，并交换纪念物。交流会历时两小
时，非常有气氛，令人大开眼界，本亭继而以新
加坡本地著名小吃如鸡饭、箔饼、虾面、叻沙等
款待大家，宾主尽欢而散。

广州亚运会火炬手
2010年11月，中国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空前规模的第16届

亚洲运动会，继北京世运会和上海世博会后再一次震撼全世
界。象征亚运会的神圣火炬在运动会开幕之前巡游亚洲多个
国家和地区，邀请各地成功的运动员、工商业巨子和著名华
侨担当火炬手，一路跑到最终的广州站。本亭投资发展委员
会主席暨新加坡广东会馆主席何国才先生是火炬手之一，他
也是新加坡唯一的代表。这是何先生在广州站的照片。

交
流
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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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President Attended the Global Forum 2011

Our President Dr Sam Kong San was invited to make a presentation on “Action Learning guided by Tao for Life-
long Learning” to the 16th Annual Global Forum on “Executive Development and Business Driven Action Learning” 
held in Singapore on 23 June 2011.   This annual Global Forum is specially organised for a community of Action 
Learning practitioners, consisting mainly heads of establishments, consultants and academics. Attendance at this 
annual meeting is by invitation only. This global forum was initiated by a group of thirty Action Learning practitioners 
who held a meeting in May 1996 at the Theseus Institute in southern France to share their experiences. Since then, 
the forum has become an annual affair that is held at various international locations and is attended by business and 
government leaders and senior executives. The current forum was the 16th of the series and was held in Singapore 
from 20th to 23rd June 2011. Over the years, the community has built up a pool of close to 300 professionals from at 
least 23 countries all over the world to share their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s in wide varieties of Action Learning. 
This year, the theme was “Towards True Globalisation: New Directions in Results-Driven and Accelerated Executive 
and Management Education in Asia and the World” and the focus was on East and West culture in Action Learning.  

Dr Sam explained that Chinese culture can be understood through the teaching and philosophy of two men, 
Confucius and Lao Tzu. Both were contemporaries in China about 2,500 years ago. Confucius’ teaching is about Ren  
(仁, Humanit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wo persons held by appropriate values. Confucius believes that society will 
be in order if everyone observes their respective values. Among the values, the top value is filial piety, namely how 
one treats his or her parents. Lao Tzu does not subscribe to Confucius humanistic teachings and thinks that pre-set 
values are artificial. He sees that man is part of nature and all changes are in fact the manifestations of the dynamic 
interplay between Yin and Yang, called Tao.  He wrote the famous work Tao Te Ching using 5000 Chinese characters 
to explain what Tao is and how things are.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the two interdependent parts of Yin and Yang, 
Dr Sam proposed a learning model guided by Tao for life-long learning. As an illustration, he shared his learning 
experiences at Peck San Theng (PST) after offering his 8-year volunteer services to this cultural rich organization. The 
diagram below summarises what he learned about the Chinese customs and tradition in ancestor veneration. 

第16届环球行政发展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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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y of ancestor veneration in China dates back at 
least 4,000 years. Paying respects to “God” or Heaven is the ruler’s 
business because the emperor regards himself as the Son of 
Heaven who has the mandate to rule. All his subjects must pay 
respects to their ancestors and be loyal to the emperor. Since 
the Han Empire (206 BCE – 220 CE), the country was ruled by a 
family or Dynasty until 1911.  The Qing Dynasty (1644-1911) was 
overthrown by Dr Sun Yat-sen in 1911. China has since become 
a Republic. Confucius clearly spelt out the meaning of ancestor 
veneration 2,500 years ago and his teaching is still observed 
today by the Chinese all over the world. Confucius’s teaching is 
that “the son must properly organise a funeral for his deceased 
parents and not forget to pay respects to them including their 
ancestors thereafter.”  Confucius even indicated how to do this 
properly, which is, “treat your deceased parents as if they are 

still alive”.  For example, when paying respect to one’s deceased parents, one might bring along their favourite food and 
share it with them as if they are around. Over the years, this has developed to become the Chinese month-long custom 
called the Qing Ming festival. About 200 years ago, there was massive Chinese migration to various parts of the world 
to seek new fortunes because of civil wars and natural disasters in their home country. Chinese people brought along 
their traditions and customs of ancestor veneration. Like many other Chinese cemeteries, PST was established in 1870 in 
response to the needs of the community. PST as an organisation with the same core business has been in existence for 
the last 141 years and is still going strong.  The Forum had a good discussion on business opportunities for facilitating 
ancestor veneration in line with soci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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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头巾遗孤寻找母亲骨灰
2011年5月，我国电视台第8波道报道，中国广东三

水县芦苞镇人士卢全殷切寻找在新加坡因工伤逝世近60

年的母亲余杏桂骨灰及有关保险金事，本亭为服务三属

族人，责无旁贷彻查现在贮放的所有灵塔骨灰名册，没

有找到名字，然后再翻查以前碧山亭土葬时期的坟山纪

录，这些登记10多万名埋葬时的个人身份资料都已被影

印成胶片纪录，存放在本亭办公室，经过冗长的查阅，

终于发掘出写有“胜”字地538号的副本纪录，确证广府

三水人（芦）余杏桂是在民国41年，即1952年4月20日葬

于胜字山模范新坟场，碑石538号坟穴，由当时三水会馆

安排。

由于我国政府在1980年征用碧山亭324亩旧坟山，1983至

1985清山火化另葬，10多万坟墓中约有3万多穴无人认领，而

在1986年7月21日举行佛教仪式后海葬，如果没有其他亲属将

余女士骨灰另移他处，相信她的骨灰就包含在这次海葬群里。

本亭在2010年特地为这3万多海葬亡魂归位安息而建立一座

神龛，7月10日立碑，7月15日诵经安位，本亭半年刊“扬”第

21期（2010年8月）有详细的报道此事。本亭已经将事情始末

告诉三水卢全先生，好让他和家人在中国乡下能够安心。也希

望卢先生他日连同子孙到碧山亭拜祭。

电视台记者赵全胤在6月10日专访本亭录影，在当晚第8波

道和U频道新闻中播出。这件事体现了本亭的无私服务精神，

以及有远见的经营政策。

其实，碧山亭在本地可能还是最具规模的坟山组织，所贮

藏的10多万份土葬时期的档案资料，曾经协助了一些广东广惠

肇后人去追寻先人的下落，本亭还时常收到中国，广东和马来

西亚的请求，虽然时日太久，翻查不易，我们也尽力而为。

清明祭祖
今年4月的清明节，天气炎热，到来祭祖的人群和车辆特别

多，带来的祭品有时得排长龙才被清理完，碰巧本亭的一个化

宝炉刚修理，正处巩固期，不能及时开放，为了解决这个棘手

的问题，本亭特备3个临时焚化笼，置放在纪念碑旁边靠围墙

处，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灰烬，虽然是露天暴晒，总算应付

得来。有主家反应，现有化宝炉应该继续使用，另加适当的焚

化炉。也有一些主家提问，本亭有没有计划在今年或明年再办

大规模的万缘胜会？或者每年都做较小型超度会。

清明期间，舞狮是吸引大众注目的节目，每年有好几间的会

馆醒狮队到来祭祖，并在办公楼表演采青和武术，非常热闹。

本亭140周年大庆后，筹备工作委员会
建议捐一些款项予广惠肇留医院、同济
医院和海峡时报学生零用钱基金，得到
本亭同意。于是，在2011年2月1日，4
位本亭代表亲自送交一张支票及纪念特
刊，由同济医院主席林源利先生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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