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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振声代部长监誓

“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碑石揭幕

碧山亭前奖学金优秀学生 

陈振声代部长 主持新理监事就职宣誓 
 Peck San Theng past scholarship recipient, Mr Chan Chun Sing, Acting Minister,  

was Guest-of-Honour to officiate the swearing-in of office-bearers.

热烈庆祝新加坡国庆48周年

新加坡广惠肇碧山亭第 102 届 (2013 年 7 月至 2015 年 6 月)的理事、监事、产业受托人、建设发展委员与

投资发展委员在 7 月 7 日傍晚正式宣誓就职,我国社会及家庭发展部代部长兼国防部高级政务部长陈振声阁下

专程莅临监誓。所有新同事举起右手与理事长李达政同时宣读誓词,庄重承诺,至诚遵守本亭章程,各尽职责,

为三属同人的福利通力合作。肯定的,我们大家为碧山亭无私服务,不会令代部长失望。

陈代部长下午5时30分抵步,连同

第101届理事长施义开到本亭新地标 

—— 一座铭刻着净空长老题写的“慎

终追远,民德归厚”八字的大碑石主 

持揭幕。这八个字是净空长老趁2010

年 12 月本亭的 140 周年会庆时赠送的,

由本亭第 101 届理监事会竖立

陈振声部长原来是约30年前碧山亭

颁发常年奖学金的优秀得主之一,当

时,他是东安会馆推荐的学生。陈代 

部长感谢会馆的协助,对碧山亭现在的

建设,勾起他那股浓郁的感情,新旧两

位理事长都要求陈代部长时常回来碧

山亭走走,指导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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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2届理事长李达政 
呼吁落实发展新灵位计划 
Lee Tat Cheng, the 102th President, called for 
Implementation of Development Plan.

新理事长李达政（宁阳会馆）先赞扬前任理事长施义开领
导有方，与理监事共同努力，对内对外都做了很多事情，然后
强调“不进则退”。碧山亭不能只以历史悠久而自满，更不能
坐井观天。所以，接下来大家必须努力落实发展新灵位计划，
要去考察本地、马来西亚和台湾的私营灵塔，吸取他人的优点，将碧山亭打造得符合大众的要求和时代
的趋势。

另外一个重要的项目是装修本亭的办公室和加建一间图书室。装修办公室除了会提升职员的工作环
境，也会提供一个舒适的客户接待处。

除此之外，本亭也要不断地提升其他的设施与园林。如可做到“鬼咁靓（非常漂亮），使碧山亭成为
一个文化中心和旅游胜地。  

李理事长要碧山亭继续融入社区活动，参与种族宗教互信圈（IRCC）交流，他也认为，2012年的万缘
胜会，邀请香港中文大学蔡志祥教授以英语讲述万缘胜会的课题，让其他宗教人士和社区领袖了解华人
习俗，是非常好的，这是本亭第一次举办英语的座谈会，而它的成功使到李理事长有信心以后再举办有
关中华文化的英语座谈会。

  前理事长施义开（鹤山会馆）虽然口头上说放工了，退当
顾问，内心里却心系碧山亭，舍不得大家，他感谢鹤山会馆的保
荐，以及16兄弟会馆的支持。一路来，他遵循前监誓人杨莉明政
务部长的话“有事无事常来往，大事小事好商量”，坚持对事不
对人的原则，人在做，天在看的信念，使能顺利服务碧山亭。

他对来届同事们的三个希望是：

一、 好好利用同人大会的拨款 125 万元，开发新的灵位，细心策划，共同努力，大公无私，公开透明做
好这一期工程，以后再继续开发，也做好销售管理，把碧山亭品牌提升。

二、 适当地翻新办公室和资料室，建立文物馆，将碧山亭非常大量的历史资料、照片和富有中华文化气
息的文物，保存下来，也公开展览，这方面，应该向冈州会馆成立的冈州文化中心学习。

三、 继续发展 50 多成员的合唱团，因为她是本亭和 16 会馆的理事们及家属，见到他们的太太和姐妹来
碧山亭活动，真令人高兴。他们为本亭的宴会负责歌唱节目，今年还联合广东会馆为广惠肇留医
院筹款。南洋大学合唱团在各地演唱表演是个榜样。

产业受托人：李国基、黄日荣、吕钊光、梁庆经、梁少逵
左起：理事长李达政、受托人梁少逵、受托人吕钊光、受托人梁庆经、代部长陈振声、受托人李国基、市长陈振泉、受托人黄日荣、顾问施义开

本亭理监事就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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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任理事长施义开 
认为近年来的辛苦是值得的 
Outgoing President See Yee Hoi: “All the hard 
work in recent years was worth it.”



新旧总务的心声 
Sharing their thoughts: General-Secretary Sum Onn Wah 
passing the baton to Chou Yik Lin

新任总务周奕年（冈州会馆）表示，碧山亭原有的好
制度，他一定萧规曹随，继续下去，同时，也应该因时制
宜，不能固步自封。他恳切希望，新的理监事会同事提出
意见，协商、共同推行，作为总务，他保证将尽所能为碧
山亭办事。

卸任总务（现任副理事长）岑安和（恩平会馆）感慨万千，他感谢同事们的合作，20年来的服务，
令他学到很多东西，尤其在2012年的第18届万缘胜会，克服各种困难，使法事功德圆满。他强调，本亭
工作也赖多位受薪员工鼎力服务，其中，陈翠玲秘书的长期任劳任怨服务30年，非常可贵。他亦希望将
来公所有个冷气接待处，让主家在较为舒适的环境为先人办理善后事。

第三排：徐学清,黄信万,郑新论,谭绍良,梁福意, 陈沼阁,黄水,李振玉,劳博能,刘仲淦,莫佐生,尹绍初,杨国民,邵鸿禧
第二排：李辅玲,李杏林,陈远光,梁毓宽,郭福,杜建纬,黎翠莲,冯杏芳,毛瑞庄,程观喜,李仲焜,谢同源,霍秉权,吴荣基,关汝同,梁满,程裕胜,张权发,梁益林,叶志强
第一排：何国才,区如柏,梁少逵,吕钊光,黄日荣,李国基,梁庆经,周奕年,李达政,陈振声,施义开,陈振泉,岑安和,林丽珠,朱时生,曾守荣,何国才,钟进有,岑康平

 名誉顾问: 杨莉明政务部长(财政部暨交通部)
  陈振声代部长(社会及家庭发展部代部长兼国防部高级政务部长)
  陈振泉高级政务次长(外交部兼社青部高级政务次长、中区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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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P, BBM、林丽珠大律师、吴天华大律师
 亭务顾问: 李国威（花县）、杜建纬（中山）、施义开（鹤山）
 产业受托人: 李国基（广府冈州）、黄日荣（惠府惠州）、吕钊光（肇府鹤山）、梁庆经（顺德）、梁少逵（南顺）
 六常务: 理事长:李达政（宁阳）、副理事长:岑安和（恩平）、
  总务:周奕年（冈州）、副总务:曾守荣（三水）、
  财务:何国才（东安）、监事长:钟进有（惠州）
 监事 梁福意（番禺）、郭福（增龙）、卢士庄（花县）、郑伟权（恩平）
 发展科: 主任:梁益林（中山）  副主任: 张权发（恩平）
  科员:叶志强（增龙）、尹绍初 （东安）、郑新论（肇庆）、徐学清（花县）、黄信万（花县）、张植棠（东安）
 保养科 主任:刘仲淦（中山） 副主任:程观喜（惠州）    
  科员:莫佐生（高要）、梁 满（冈州）、毛瑞荘（增龙）、关汝同（顺徳）、李杏林（清远）、谭绍良（高要）
 产业科 主任:谢同源（冈州） 副主任: 黄  水（宁阳）     
  科员:李辅玲（鹤山）、陈远光（南顺）、李仲焜（三水）、杨国民（三水）、吴荣基（恩平）
 中文书 李振玉（ 番禺）     
 英文书 邵鸿禧（顺徳） 
 康乐组 主任:霍秉权（鹤山） 副主任:梁毓宽（宁阳）      助理主任：朱国心（清远）
  组员:陈沼阁（南顺）、程裕胜（惠州）、 冯杏芳（番禺）、 全体理监事
	 青年团: 主任:劳博能（肇庆） 副主任:黎翠莲（清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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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达政、岑安和、周奕年、曾守荣、李振玉、邵鸿禧、霍秉权、关汝经   执行编辑：钟志卫

第102届(2013年7月 - 2015年6月)顾问、产业受托人、理监事芳名表
List of 102th Term Office-bearers (2013-2015). Advisors, Trustees, Management & Supervisory Committees

本亭理监事就职

岑安和(左) 周奕年(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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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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健安(宁阳)、曾守荣(三水)、何国才(东安)、陈华昌(东安)、郑学全(肇庆)、关汝经(顺德)

委员:  李国基(广府,冈州）、黄日荣（惠府,惠州)、吕钊光（肇府,鹤山)、梁庆经（顺德)、梁少逵（南顺）、
李达政(宁阳)、岑安和(恩平)、郑社心(冈州)、李福英(三水)、李福均(高要)、梁瑞坤(番禺)、冯海光 
(南顺)、曾锡源(花县)、李广根(中山)、黄有强(鹤山)

本亭的第101届第二次同人代表大会，按章程于6月16日上午举
行。16会馆各派3位代表出席，与本届理监事会及其他同事，热烈又
融洽地讨论各项事宜，会议从10时30分到12时45分，圆满结束。继
以丰富的午餐招待。
同人大会确定了两年一任的五位新的受托人，即：梁庆经（顺德）
、黄日荣（惠州会馆）、李国基（冈州会馆）、吕钊光（鹤山会
馆）和梁少逵（南顺会馆）。全体16会馆代表通过所有理监事会提
出的6项提案，包括2012年度的财务报告和建设发展委员会要求拨款
1,250,000元，用来开发大牌02号座的灵位计划。

何国才(增龙)   何春泉(惠州)  李明柏(宁阳) 
张权发(恩平)   郭成添(冈州)  李英昭(三水) 
陈礼贤(东安)   谭彩莲(高要)  麦兆庆(肇庆)   
梁宝林(番禺)   曹冠传(清远)  陈沼阁(南顺)  
曾德源(花县)   杜建纬(中山)  游汉文(顺德)   
温泽安(鹤山)

建设发展委员会名单：Special Development Committee

第101届第二次同人代表大会
AGM approved $1.25million budget to develop new niches 

投资发展委员会名单：Investment Committee

同人代表大会主席团

会馆代表举手通过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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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惠肇碧山亭活动表 (2013年2月至2013年8月)
Calendar of Events at Peck San Theng : Feb to Aug 2013

2月16日晚 出席护国金塔寺春晖联谊欢庆人日晚宴

2月19日晚 出席广东会馆新春团拜宴会

3月13日 庆祝土地诞

3月17日 春祭日,祭祀三属先贤(农历三月初六日)

3月22日晚
出席MCCY举行第4届族群与互信圈理事就职
典礼

3月23日/4月28
月

清明节期间开放灵塔，方便大众拜祭，本亭
理监事及青年团团员站岗服务, 各会馆龙狮
队参与拜祭，并表演采青。

3月30日 庆祝观音菩萨宝诞

4月13日晚 出席三水会馆庆祝北方真武玄天上帝圣诞宴会

5月2日晚 出席金榜天后会庆祝天后圣诞暨62周年宴会

5月26日上午 举行2012万缘胜会纪念碑开光仪式

5月26日晚 出席宁阳会馆庆祝190周年纪念宴会

6月2日 庆祝端午节，食粽子

6月2日晚
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段洁龙先
生到任招待会

6月15日 中国中山市委5位领导到访

6月16日上午 举行第101届第2次常年同人代表大会

6月24日晚 出席冈州会馆庆祝173周年纪念宴会

6月28日
联合早报新闻副采访主任刑谷一先生访问正
副理事长，撰写净空长老“慎终追远、民德
归厚”碑石文章

6月29日 出席中华医院慈善义演“城里的爱”演出

7月7日下午

举行“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碑石揭幕仪式
暨第102届理监事就职典礼与联欢晚宴 敦请
我国社会及家庭发展代部长兼国防部高级政
务部长陈振声少将主持揭幕与就职监誓仪式

7月16日晚上 出席广东会馆第34届董事就职典礼暨晚宴

7月21日上午 出席冈州会馆”冈州文化中心”开幕典礼

7月26日上午 庆祝观音菩萨宝诞

7月28日晚上 出席冈州会馆庆祝关帝宝诞宴会

7月31日晚上 出席番禺会馆庆祝135周年纪念宴会

8月3日晚上
出席碧山-大巴窑集选区碧山东庆祝48周年
国庆晚会

8月4日 康乐组主办东甲-蔴坡一日旅游,90人参加。

8月11日晚上 烧路衣（农历七月初五）

8月11日至14日 出席新西兰广东同乡会10周年庆典

8月17日 出席雪隆冈州会馆庆祝61周年会庆晚宴

碧山亭网站
Website Updated: 
pecksantheng.com 

碧山亭的网站已经更新所
有资讯，分门别类，包括主页、组织、
活动、贵宾、文化文物，专题文章， 
《扬》半年刊等大项目，每个项目都尽
量做到图文并茂，内容充实，主页里还
加插多帧本亭的照片。近几年出版的半
年刊《扬》也完整登载，好让大家全面
认识碧山亭的来龙去脉，也提高本亭在
新加坡以及国际的知名度。

又是清明祭祖季节
It’s Qing Ming Festival again for 
ancestor worship.

碧山亭今年的清明祭祖活动，全体同
事从3月23日开始便义务站岗，维持秩
序，以确保几万人潮和车辆顺利舒畅，
清明节（4月4日）的首两个周末和耶稣
受难日最是拥挤，两个化宝炉也最火
红。据反映，焚化祭品似乎增加一些，
于是，本亭的化宝炉组以及特设为主家
填写祭品封条的同事们，酷日下忙得不
可开交，汗流浃背，尽量以100plus 和橙
汁进补。与往年一般，今年又看到许多
家庭扶老携幼一同来拜祭祖先，再聚集
分享食物，令人感动。

本
亭
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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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亭
活
动

壬辰年万缘胜会纪念石碑开光
Unveiling of  Marble Plaque to Commemorate the 
18th Grand Salvation Rituals. 

英文翻译新加坡的历史碑文
Professors translating into English: the Chinese inscriptions on Singapore’s historical monuments.

碧山东区国庆晚宴 
Bishan-East National 
Day Celebration

国庆日联欢宴会在8月

3日晚上，主宾是黄永宏

国防部长，本亭新任理事

长李达政联合9位同事出

席晚宴，与民众共同庆祝

国庆日。

壬辰年七月十四日至十七日（新历2012年8月30

日至9月2日）的大规模的碧山亭第18届万缘胜会，

僧、道、尼三坛共修礼忏，诵经，祈求先人早登仙

界，后人福寿平安，祷告国运昌隆，世界和平，并

传承碧山亭慎终追远的孝道精神，在万千善男信女及本亭全体

同事员工互相合作下圆满完成。本亭依照传统立碑誌铭，理事

长执笔約400字，铺金箔刻於一块8.5 X 2.5呎的白色云石，镶

入福德祠大伯公神座左侧墙壁，在2013年5月26日上午恭请乙道

院刘腾隆道长隆重开光，理事长施义开宣读疏文，全体101届理

监事穿着本亭T恤共同见证，全程录像留念，作为这一届万缘胜

会特制的录像专辑的结尾篇。

这片录像专辑详细记录了第18届万缘胜会从筹备到功德圆满

的过程，永存碧山亭，供将来本亭举办万缘胜会活动参考。

The task, started by two NUS and NTU professors, is to provide new perspectives for the public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impacts of Chinese immigrants on the development of Singapore. The scholars have found a rich collection of memorials and 
relics at Peck San Theng. They have painstakingly studied and carefully recorded their findings, to be completed soon.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教授丁荷生
（Profess Kenneth Dean）与南洋理工
大学中文系许源泰博士正在将本地的一
些重要中文历史碑石文字翻译成英文，
希望让更多读者有机会从另一角度去接
触了解近代中国移民与新加坡发展的关
系。丁荷生教授是加拿大人，讲的一口
标准华语，研读华文多年。

两位学者已经抄录了很多留存在古
庙、会馆、学校、坟地、灵厅的碑石，
发现碧山亭收藏丰富，在本亭花了冗长
时间钻研，拍照，求证、翻译。今年7月
11日，教授俩又到碧山亭，再细心检查多个石碑，对礼堂悬挂着的四幅长联，还仔细记录每个字体的特色与大
小，那种苦心的确令人贴服不已。刚巧本亭新旧理事长（李达政和施义开）在场，尽力解释疑问，交上多期半
年刊《扬》，请教授对《扬》介绍过的本亭碑文对联给予指导。

这本历史碑石英文翻译巨著即将完成，在今年底由新加坡国大中文系出版。

理事长与总务揭开纪念石碑

左起: 許源泰博士，施义开，丁荷生教授，李达政

刘腾隆道长率领全体理监事为万缘胜会纪念
石碑拜祭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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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州会馆：欢迎参观冈州文化中心
Kong Chow Wui Koon: Cultural Centre, Chinese Immigrants Museum, opens to visitors

设在冈州会馆内的冈州文化中心于今年7月21日，由外交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高级政务次长

陈振泉主持开幕，欢迎各界人士前往参观。

冈州会馆自1840年创立以来就强调文化与文化遗产对建立一个有凝聚力的社会的重要性。因

此，它很早就打开大门欢迎各籍贯人士参与龙狮、武术、飞车及粤剧等文化活动，冈州文化中心

的创立也就是延续这个宗旨和方向。

文化中心有一楼、二楼、三楼、四楼4个展览厅，每层都有图片、多媒体播映设施及文物展览。图片展与文

物展都有中英文字说明，当你看过了图片及文物之后，可以轻点多媒体设施，通过生动的画面和声音，了解新

会人为什么从南雄珠玑巷迁徙到珠江三角洲的新会，又是怎样离乡背井，漂洋过海到海外谋求生存与发展，落

地生根后，怎样融入当地社会，建设新的家园…。 多媒体设施也呈献粤剧，国术龙狮的渊源及冈州乐剧部与

国术龙师团的发展、活动等。同时，也展示新会同乡关帝的民间信仰及飞车队的辉煌历史。 多媒体展示有

华语版与英语版，任君选择。

冈州会馆这幢大楼建于1924年，它本身就是一座古色古香的建筑，门庭的两棵葵树是从新会移植过来的。

正门的“冈州会馆，民国十三年重建”及对联“新建共和合群爱国，会开众议广益集思”，是1924年中国外交

家--新会人伍朝枢题写的。

进入会馆大楼，文化中心的一楼新会人的故事展厅，该展厅告诉你新会人移居新加坡的故事。从介绍新会

侨乡开始，描绘新会同乡的移民经历，新会同乡在新加坡的社

会、文化和经济生活，展现冈州会馆在照顾同乡、发扬与传承

传统中华文化及国家建设所作的贡献。

一楼展厅也展示19世纪中至1960年代雄踞中街的七家头，朱

广兰、罗奇生、广恒、朱有兰、罗致生、同德、朱富兰七大粮

油杂货商行（朱有兰和罗奇生家族企业）曾经垄断南洋各地的

粮油杂货行业的故事。该展厅也展示培育莘莘学子36年的冈州

学校旧貌，并介绍新会名人的故事。

演艺厅：
二楼的演艺厅通过冈州乐剧部努力保存和发扬粤剧的工作，

带你进入迷人的粤剧世界，告诉你粤剧的形成，它的光辉历

史，新加坡粤剧的沧桑，粤剧的行当（角色）。并展示粤剧的

服饰、乐器及古老的衣箱。

演艺厅不仅是一个静态的图片，道具、乐器和服饰展厅，还

有多媒体的互动展示，它更是一个活的博物馆，演艺厅的前方

有一个小舞台，需要时，艺员可以在舞台上演唱正宗粤曲，流

行粤曲或表演粤剧，并拥有完善的音响设备。你也不妨轻点多

媒体设施，欣赏过去乐剧部的演出。

演武厅：
踏上三楼演武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芸芸众狮”的大

会堂，各家各派，代表各种人物的传统南狮狮头相聚在一起，

它是新加坡最齐全和独一无二的，传统南狮头的“群英会”。 

在这里，让你感受到冈州国术，醒狮及纱龙的魅力，展览板介

绍冈州武术的源流，国术醒狮纱龙团的先辈，该团的活动。你

也是可以轻点多媒体设施，观赏国术、纱龙及醒狮的表演。 

(下接第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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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会馆:与中山市领导交流 
Chung Shan Assoc: Exchanging ideas with Visiting PRC Leaders

宁阳会馆:曹亚志是否真有其人?
Ning Yeung Wui Kuan: Was Cao Ya Zhi a real person?

会
馆
活
动 2013年6月13日,广东省中山市委组织部副书记李凯航,率领了外事侨务科长李润秋及另三位高级

官员到新加坡访问,中山会馆殷勤招待,安排贵宾们去观察新加坡的社区居民资讯中心活动,走访圣

陶沙,考察将在2014年8月9日举行的世界中山恳亲大会的预定会场,参观晚晴园。

在6月15日上午,碧山亭特地与中山领导开交流会。会上播放本亭的历史光盘,介绍百多年来的进

程和操作,以及慎终追远的核心事业。理事长强调了先贤们草创碧山亭时期的无私精神,将324亩坟

地捐献给16会馆管理,也指出在1970年至1980年代的艰苦时期,理监事们的无畏精神,毅然决定以百多万元的赔

款,重建千多万元的碧山亭,使祭祖敬老的儒家孝道延续到现在。

中山的李副书记也阐述中山

的近况,发展百亿元企业计划,

尤其是发展翠亨村区,和大植树

木,建修身修心的休闲公园。要

做到“伟人故里,和美中山”。

中山代表最后参观本亭礼堂

的两幅有历史意义的樟木雕,又

巡视了观音庙的多幅大型瓷雕

壁画,以及本亭的先贤纪念碑。

碧山亭理事们与中山代表也互

赠纪念品,拍照片留念。贵宾们

在 6 月 16 日由中山会馆负责 

人送别去香港。

在今年5月4日,新加坡宗乡总会举办的一个座谈会中有讨论到“曹亚志是否有其人?”的题目,而之后引发了

好一些历史学者与研究员都纷纷在报上发表了他们的研究心得与言论。本人不是什么学者或研究员,可是听了

和读了这些有关曹亚志的言论,而且因为这跟宁阳会馆有关系,所以,我也要把我的感想写出来。

(一) 历史上是否真有曹亚志这人?

经过研究19世纪的有关墓碑与地契之后,那些历史学家都认为曹亚志确有其人。这个事实的认同,对宁阳会

馆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宁阳会馆一路来都毫无疑问地把曹亚志公认为创办人。幸好,那些学者都确认他的

存在,不然,宁阳会馆的191年历史可要改写了!

(二) 曹亚志是否有比莱佛士先登陆新加坡?

 历史学者都认为曹亚志有跟在莱佛士的兵船上到达新加坡南部海面。但是,莱佛士是否有派曹亚志当先

锋登陆就有很多争论。

 有些学者指出,在莱佛士兵船上的《航海日记》里,没有记录有曹亚志先登陆的事。可是,也有研究者解

释,在正常的“探险”程序,莱佛士会因情况不明,必定会派一些兵卒当先锋,上岸探其虚实。曹亚志因为会讲马

来话(他在槟城住了几年),也包括在先锋部队里,亦相当合理。

 假设曹亚志有当先锋,但是,接着下来,他在何处上岸与在那里升旗?升的是英国国旗?还是英国东印度公

司的旗?也成为争论的其他焦点。民间传说,多数认为曹亚志是在梧槽河口登陆,然后一路探听情况,没有不利,

才跑到福康宁山上升起英国国旗(或东印度公司的旗也有可能)。莱佛士在船上望到升旗,才知道是可以安全登

陆了。莱佛士会在新加坡河口上岸(而不是在梧槽河口)很可能因为他看到升旗的地方是在福康宁山,也就是在

新加坡河的后 面。这么看来,民间传说曹亚志登陆的情况也是相当合逻辑的。

 虽然疑团还是存在,我们也不要花太多时间去研究了。曹亚志可以说是已经成为一个富有传奇性的

历史人物,他的生平与传说的确是拍摄电视剧的好题材。而曹亚志先贤的故事,也就是宁阳会馆的故事。 

(宁阳会馆理事长李达政撰稿)

碧山亭代表与中山市领导交换纪念盾牌

8



今年以来,会馆忙于多个活动,如传统的清明春
祭,出动醒狮到碧山亭拜祭神灵和鹤山的两座先人
灵厅,这一次还特别在公所礼堂外面的广场表演采
青,让众多来往主家分享舞狮乐趣。晚上在会所设
宴招待,重温华人的清明祭祖气氛。3月时,除了新
春团拜,醒狮团和青年团联办印尼巴淡岛两天游。7
月里的观音宝诞,道士开坛3日3夜,为鹤山乡俚及戚
友们祈安植福,分发福物,并于红星酒楼开设晚宴,让数百善信
聚会畅饮,投标福物更是踊跃热闹,所得充作会馆活动基金,以
备会员子女奖学金。而大家都乐意将观音菩萨的福音带回家。

7月28日会馆接待一团由URA组织的市民访问团,鹤山会馆又
再被城市重建局邀请参加与2013年的文物局的文化遗产节,包
括本会馆、冈州会馆、番禺会馆和怡和轩俱乐部在内的9间位
于牛车水的古老文化团体,开放会所,展示文物。有60名民众
到来参观,当中还有几位欧洲和澳大利亚的人士,会馆主席施义
开,狮艺师傅陈耀基和三位青年团代表,介绍了本会馆的历史,
新加坡的第一个狮团(1920年成立的鹤山狮团)狮艺和武术,还
表演与讲解采青的技艺。讲座结束时,有几位询问如何参加舞
狮和拳术班。据说,URA 将会继续举办这类性质的访问。

今年7月开始,鹤山会馆委派出席碧山亭代表是:施义开出任
亭务顾问,吕钊光担当产业受托人,霍秉权出任康乐组主任,还
有李辅玲(理事)、黄有强(建设发展委员)和温泽安(投资发展
委员)。

1953年英国伊丽莎白女皇加冕庆典大会
颁赠的盾牌

1920年的原装狮头，威风凛凛，令人肃敬

鹤山会馆: 观音诞与接待 URA 访问团 Hok San Assoc: Quan Yin Festival, URA visitors

番禺会馆：春祭祀典及马六甲、云顶游  Poon Yue Assoc：Qing Ming Festival, Malacca, Genting Trip

“四月二十八日(星期日),“清明时节雨纷纷”,全体理事齐集会馆,摆上各种拜祭的三牲、酒礼、鲜花、
果品、金银宝帛等。

10时30分,在理事长黎富荣PBM的带领下,首先在会馆拜祭关圣帝、地主公、天神。然后拜祭先贤神位及建
馆先贤石碑。总务宣读祭文。祭曰:清明时节,祭祀先贤,幽思古碧山之源,今会馆建馆先贤碑铭前,恭进礼酒,
奉献三牲,化宝帛于先贤灵前,追怀祖德,源远流长,报本之源,慎终追远,全体同仁,共申献典,虔修祭祀,敬答先
贤,永记不忘!伏维,尚飨!祭毕,全体理事乘
坐大巴前往碧山亭,首先到福德祠拜祭大伯
公,过后向观音菩萨上香,接着拜祭碧山亭社
稷之神,再过去向地藏王菩萨拜祭,然后才上
会馆灵厅公祭。在理事长带领下,全体理事
向先贤英灵祭拜如仪,并将祭文再宣读一遍,
馨香祷祝,祈求番禺子孙后代安康,会馆的会
务昌盛!当晚7时30分,假燕阁酒楼举行联欢
晚宴,筵开10席。荣誉顾问曾士生先生、中
国驻新加坡大使馆代表等均有出席晚宴。

五月十七日,由理事长黎富荣PBM率领一
行十六人,前往马六甲参观峇峇娘惹文化馆
及鸡场街等,品尝娘惹美食,饱览马六甲这座
历史名城的旖旎风光。游兴未尽,于十八日
中午,又继续前往旅游度假胜地云顶高原,巴
士沿着逶迤的公路行驶,窗外郁郁葱葱的树
林一览无遗,在气候宜人的云顶高原度过了
偷快的一天,十九日下午,大家都尽兴而归。

会
馆
活
动

访问马六甲峇峇娘惹文化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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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龙会馆举行新理事会就职典礼
Chen Loong Wui Kun: Swearing-in of new term officials 

新加坡增龙会馆新理事

会已经选出，并于七月十六

日举行就职典礼，敦请蔡厝

港集选区国会议员任梓铭先

生主持监誓仪式，宗乡总会秘书长李国

基先生亦亲临观礼并合照留念，何国才

会长并于中华总商会设宴招待，场面热

闹。新理事会名单如下：

会务顾问： 王进才

会长： 何国才 BBM，SBSTJ 

副会长： 郭城、何财胜、陈炳高

总务： 吴毓均（正） 叶志强（副）  

财政： 毛瑞庄（正） 陈素群（副）

文书： 区泽江（正） 张  瑞（副）  

监察： 阮福成（正） 单  森（副）

交际： 郭  福（正） 梁南英（副）   

康乐 罗玲欢（正） 吴艳珍（副） 康乐组理事: 郭亚爱、江丽娟、温玉莲、卢亚女、温竹秀

理事： 冯杏芳、曾昱程、谭富光 查帐：周建鼎（正） 黄林有（副）

出席碧山亭代表：理事会：毛瑞庄、叶志强  监事会：郭福  

投资委员会: 何国才  建设委员会：吴毓均

本亭第100届理事长岑康生仙逝已半载，同事们对这位学者的苦干精神念念不忘。岑先生在病危末期，亲自

准备好要将一批收藏的珍贵书籍赠送给碧山亭，包括有关于儒家与道家的论著，一些治疗癌症的文字，尤其是

最有纪念价值的一本《星洲十年》。这是新加坡前星洲日报创刊10年后于1938年出版的特辑，书厚1300页，由

著名报人姚楠主编，张礼千、许云樵、郁达夫、钟介民等人编撰，费一年多而成，全面记载当时新加坡的政

治、市政、经济、文化、社会和名胜，又附载关于胡文虎、胡文豹兄弟的胡氏事业史略。这珍本已不可多见。

 送给碧山亭的这本书，精装封面已有点破损，多得岑康生的弟弟岑亚伦花心思设计又精工制作一个小

木盒，外刻金字，然后送来，本亭非常感激岑康生太太和岑亚伦先生。

会长何国才率领新理事在任梓铭国会议员前宣誓

已故理事长岑康生(顺德会馆)赠送书籍  
Book Donated by Late President, Dr. Sam Kong San:“10 Years in the History of Singapore (1929-1938)”

会
馆
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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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气不如争气

愚蠢的人只会生气，聪明的人懂得去争取。

人生中，处处皆有“气”，事事都有“气”。没有“

气”的人生，那不是生活，是幻想中的“乌托邦”。人

生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学着莫生气，就是人生的另一

个境界。就像一首打油诗写着：“人生就像一场戏，别

为小事发脾气，回头想想又何必，别人生气我不气，气

出病来无人替……”。

快乐是一种心，无关贪欲。心怀豁达、宽容与感恩，

生命永远阳光明媚。人生有得有失，聪明的人懂得放弃

与选择，幸福的人懂得牺牲与超越。能安于真实拥有，

超脱得失苦乐，也是一种至上的人生境界。

要学会知足常乐，不要总为失去而痛苦，因为失去

就代表着重新拥有。聪明的人懂得放弃，真情的人懂得

牺牲，幸福的人懂得超越，安于一份放弃，固守一份超

脱，才是人生价值。“世上本无妒，庸人自扰之”，只

有愚蠢的人才会时刻与愤怒为伍！要学会拿得起放得下。

怨天尤人，只会增加自己的“气包”。殊不知，“宝

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只有在艰苦的环境

中磨练自己，才能为以后的成功铺平道路，要学会变怨

气为争气，即使不能如愿而行，也要尽力而为！

乐观的人懂得选择与放弃，那就必须少点生气，多点

微笑。当你为一件已经过去的事情耿耿于怀的时候，当

你让仇恨的种子埋在心底的时候，你又怎么会快乐呢？

懂得“生气不如争气”，不要再有患得患失的不良情

绪！不要再为一点小事而生气，那只会降低你做人的档

次，影响你生活的态度，最后伤得最深的也是你自己。

SELF IMPROVEMENT: Strive. Living up to 
expectations is far more sensible than getting angry. 

Stupid people will only get angry. Smart people know 
how to strive for success. Being fuming mad, losing one's 
temper and then falling sick is not getting us anywhere 
but more frustration and damaging our health. 

Nobody would become our substitute to accomplish 
for us our goals or fulfil our dreams. 

Learn not to be angry.  When we learn to let go of 
our anger, the lighter, the more productive the mind will 
become.  

人生的总结

人的一生：

选对老师，智慧一生；选对伴侣，幸福一生；

选对环境，快乐一生；选对朋友，甜蜜一生；

选对行业，成就一生。

人之相惜

人之相惜惜于品，人之相敬敬于德，

人之相交交于情， 人之相拥拥于礼，

人之相信信于诚，人之相伴伴于爱。

路和树

爱人是路，朋友是树；

人生只有一条路，一条路上多棵树；

有钱的时候莫忘路，缺钱的时候靠靠树；

幸福的时候别迷路，休息的时候浇浇树。

平安就好

钱多钱少，常有就好；

人丑人俊，顺眼就好；

人老人少，健康就好；

家穷家富，和气就好；

谁对谁错，理解就好；

人的一生，平安就好。

情字了得

世上最难断的是感情，最难求的是爱情，

最难还的是人情，最难得的是友情，

最难分的是亲情，最难找的是真情，

最难受的是无情，最难忘的是恩情！

养生要素

善良是心理养生营养素，

宽容是心理养生调节阀，

乐观是心理养生不老丹，

淡泊是心理养生免疫剂。

修
养
小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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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终追远，民德归厚
Calligraphy by Ven Master Chin Kung engraved on stone.

(Hanyu Pinyin)“Shèn zhōng zhuī yuǎn. Mín dé guī hòu”- Zengzi 曾子; a Chinese 
philosopher and student of Confucius. 

( Paraphrase: Earnestly arranging proper funerals for deceased parents while not forgetting to continuously 
pay respects for many years after, the morals of society as a whole would be substantially enhanced.)

New 
Cultural 

Relic 
at Peck 

San 
Theng

本
亭
文
物

孔夫子的孝道
在我们广惠肇碧山亭，慎终追远是自1870年以来，严格遵守的核心思想，已经传承143年。我们

的先贤从中国南渡到这里谋生、创业、发展，落地生根，开枝散叶，始终没有忘记孔子的教诲，
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的孝道。

 孔子教导：学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又强调说：生，事之以礼，
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就是教导大家，对去世者的殡葬，要慎重处理，表以孝敬的心态，对
先人要有长存不灭的爱，这种孝道精神是世代相传，普及大众。

 我们南来的先贤，多年来，回馈社会的不止於办教育，设立学校，也不遗余力地使族人往生
后有所葬。碧山亭继青山亭、绿野亭之后，继续购地建坟
达324亩，无偿地服务广惠肇族群及其各行业人士，就是为
了一个“孝”字。1980年代重建后，在8亩地兴建多座灵
厅，可贮放10多万先人骨灰灵位，每年清明重阳以及18次
的万缘胜会，都是对孝道的体现，是慎终追远的力行。

 碧山亭大停车场的顶楼外墙，挂着斗大的“慎终追
远，源远流长”八个字。“源远流长”出自唐朝诗人白居
易写的墓誌铭句，“夫源远者流长，根深者枝茂。” 意思
是源头很远，水流很久，比喻历史悠久，影响深广，任重
道远。

 今年5月10日碧山亭在公所礼堂侧面的停车场竖立
一座大理石，刻有“慎终追远，民德归厚”8个一尺方金漆
大字。当天刚好一位报人路过，对大石的形状、颜色、石
纹和稳重形态深觉美感，认为这8个大字将能给人们启发，
更深一层认识碧山亭。也有些人看后，询问“慎终追远，
民德归厚”的意义和出处？

曾子：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中国经典著作《论语》流传中外2000多年，记载的都

是圣人孔夫子的众弟子和再传弟子追记孔子的言行思想论
句。

 孔子说：学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孔子又补
充说：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又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
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别乎？

 “慎终追远”指的对象是父母、祖先，是孝的一部分，“孝”是构成“仁”的基础，爱是众
德与仁的核心的意义，所以，对先人有不灭的爱，才能对自己和在世者深厚的爱，这种博爱可进一步
推展到全社会，就是仁，是一种崇高的民风。

 论语中“学而第一”篇，曾子把孔夫子的“孝”归纳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在论语
里，“里仁第四” 篇，也记载了曾子的话：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所以慎终追远，民德归厚，便
是要人们慎重处理往生者丧礼，之后并定期举行祭拜、追思、这样长久相传、普及，社会的风俗道德
就自然逐渐笃厚起来，全民互相尊敬爱护，造成国泰民安，天下太平。

 我们虽然是凡夫俗子，仍然可以尽力向朋友、子女传输儒家孝道，推广以达到社会升平，真
是功德无量，这就是“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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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石头的由来
这座新的大石头地标，是怎样来的呢？ 

 2010年12月的碧山亭140周年纪念大庆时，受世界万
民尊崇的香港净宗学会主持净空长老书写“慎终追远，
民德归厚”八个大字，惠赠碧山亭。本亭立即将净长老
的墨宝刊登于纪念特刊。

 这幅珍贵墨宝的涵义，完整总结了碧山亭百多年来
努力的核心精神，大家都渴望找个适当的方式，将净空
长老的好意，让本亭同事和万千主家共赏。

 第101届理事长施义开在2012年4月旅游中国厦门，
在纪念陈嘉庚公园内看到有竖立一座大石标志，非常恰
当，觉得本亭也可以将净空长老的“慎终追远，民德归
厚”雕刻在一座大石上，作为本亭的地标。于是，开始
寻石，经过其他市区，包括水头市，心中有了底稿。同
年12月，理事长在广东肇庆、佛山、鹤山和广州市也参
观了一些展示的大石。在2013年3月，理事长施义开连同副理事长李
达政专程飞到福建的水头市，这是一个专门销售中国大石塊（原石
和加工石板）的小城市，最后，敲定了一座重约5吨，高2.5米，宽
1.5米，厚0.7米的晚霞色，形态优美的大理石，请雕刻师傅依照净
空长老的真迹和署名“八四叟净空”刻在这塊大石的正面，入石2公
分，背面加雕花草和第101届理监事立碑日期。

 经过一番张罗，这座大石头终于海运抵达新加坡，于5月10日用吊车竖起平稳安置在公所礼堂侧门停车
场预先制好的100平方米的地台上，八个金漆大字朝向本亭大门，以红黄色菊花围绕，晚上有灯光照明。任何
行人车辆进入碧山亭后，就看到这座大石上净空长老的“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八个金字，然后仰首又看到停
车场大楼上面的“慎终追远，源远流长”大字，相得益彰，令人记住碧山亭的核心精神。

 今年7月7日傍晚，新加坡社会及家庭发展部代部长兼国防部高级政务部长陈振声少将特地为这尊碧山
亭地标揭幕，所有第102届的本亭同事都出席观礼，一对瑞狮起舞助兴。

  

净空长老
净空长老现任香港佛陀教育协会的董事主席，经常穿梭世界

各地，弘扬佛法，联合各宗教为世界和谐祈祷和平。2010年除

夕，长老在新加坡联合10大宗教首领为新年祈福，碧山亭同事

罗荣基、施义开、曾守荣等多位出席结缘，并邀请长老有暇到

碧山亭设坛讲经，让同事们聆听教诲。

净空长老原籍中国安徽省庐江县，俗名徐业鸿，诞于1927

年，1949年远渡台湾，1953年从师学经史佛法，1959年取法名

觉净，号净空。多年来，在各地成立净空宗学会，弘扬佛说大

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弟子无数。1955年曾来新加坡与

佛教居士林合办弘法人才培训班，1997年在新加坡长居三年，

协助团结各大宗教，2009年2月在澳大利亚的布里斯本市，举办

3天以示世界宗教是一家为主题的澳州、亚太地区多元宗教高峰

会议，2011年10月，在美国纽约市主办联合国世界宗教和平会

议。近几年来，更不懈奔波欧洲和南亚印度和斯里兰卡各国。

长老弘法，阐明佛教不应只被视为宗教，佛法其实是佛陀教

育，融入中华传统文化，重视弟子规等因果伦理，致力改善社

会风气。净空长老以香港作基地，开办无数讲座弘法，还利用

新科技，通过网络、卫星电视等多媒体渠道使佛陀教育普及大

众，经论著作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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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year is the 71 anniversary of the fall of Singapore. 71 years 
ago, a group of zealous young people of Chinese descent, from all 
walks of life, vowed to defend Singapore and participated in the 
volunteer army. Despite lacking training, equipment and armament, 
they fought fearlessly to resist the invading Japanese enemy in 
bloody battles in Bukit Timah, Woodlands, Kranji and Jurong. 

They suffered severe casualties. Many were killed and the 
few left were either massacred by the Japanese military police or 

escaped to the jungle to harass the enemy. 
After the war, their contributions were not taken seriously. Their demands 

came to nothing. Then, those who participated to defend Singapore, the Malay 
and Indian National Army Corps have monuments to commemorate them. And 
sadly there is still no sign of any memorial dedicated to the sacrifices of the 
Singapore Chinese Volunteers, partly because of the affiliations of some of its 
members. (Ref: Wikipedia, Singapore Infopedia)

今年是新加坡沦陷71周年，71年前，一群热血奔腾的华裔青年，为
了保卫新加坡而参加了义勇军，他们以粗劣的枪支与入侵的敌军展开浴血战，死伤惨重。光复后，他们
的贡献没有受到重视，他们的要求如石沉大海。当年，凡是参与保卫新加坡的英澳联军，马来军团及印
度国民军都有纪念碑或纪念馆，纪念他们，只有星华义勇军至今还没有任何纪念标志，令人心酸。

星华义勇军成立的背景
1941年12月8日（星期一），这一天日本将战争升级了，它偷袭美国的珍珠港，在马来半岛东北的吉兰

丹哥打峇鲁登陆，同时，开始轰炸新加坡。 

接下来，日军从哥打峇鲁长驱南下，英军节节后撤，新加坡天天遭受日军地毯式的轰炸。到了1942年1
月23日，日军已攻占柔佛州的交通要道，逼近永平，对新加坡的轰炸越来越频繁。

25日上午，60余名华社领袖在总督署开会，汤姆斯总督号召华侨总动员，不分帮属党派团结御敌。邀
请陈嘉庚组织抗敌机构，陈嘉庚很无奈地接受，即刻订第二天（26日）召开侨团大会，组织抗敌机构。

26日下午，在总商会举行侨团代表大会，陈嘉庚担任主席，372个团体参加，议决实行动员抗敌，推举
65人成立抗敌动员委员会，组织市区保卫团，宣传部以及劳工服务团。民众武装股主任为林江石，副主

任为胡铁君，委员会办事处设在晋江会馆。

星华义勇军成立，隶属英军部下
民众武装股设立后，在短短的几天里就招募了几千人，成立星华义勇军，当2月1日日军抵达柔佛新山

时，马来亚英军总司令白思华中将宣布：“马来亚战争已告结束，新加坡攻防战即将开始”。新加坡的
形势非常危急，英军政当局才发枪弹给义勇军，并将星华义勇军隶属于马来亚英军总司令部下，军部代
言人也声明星华义勇军与英印军的待遇是一律平等的。

星华义勇军司令部设在金炎路南洋华侨师范学校（即南侨中学旧校址），它的组织以团为本位，团
之下是连，每连大约是150人，司令部共统辖8个连，另外一支部队设在荷兰路，总司令也就是团长，是
英国人达理上校，司令员是林江石，他是获得释放的政治犯。副司令员是胡铁君，他是黄埔军校的毕业
生，是国民党人。

以旧式猎枪作战
星华义勇军是一支临时凑合的队伍，没有像样的军服，他们穿蓝色服装，右袖上有一块三角形的红

布，头缠黄色的布，因为那时候新加坡找不到钢盔及其他军帽。星华义勇军获得供应的武器是旧式猎
枪，义勇军曾剧烈反对，要求分配较好的枪械。军部的解释：“这里没有现代的武器，等到新的武器运
到时，我就换掉吧！”当时义勇军一心一意抗日杀敌，也就不反对了。

受训第三天即赴前线
义勇军受训的第三天，2月3日下午，日军飞机炸中了丹戎巴葛的货仓。正在训练的义勇军奉达理上校

的命令，动员300多人去抢救，在抢救中，日军飞机再来轰炸，死了3人，五、六十人受伤。

Reviewing 
History

历
史
回
顾

星华义勇军 区如柏
Singapore Overseas Chinese Anti-Japanese Volunteer Army   

(The Dalley's Desperado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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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4日，受训练仅3天的义勇军第一连奉命防守裕廊路，他们发现日军利用橡胶汽艇偷渡柔
佛海峡，他们打死了几个日军海上巡逻队员，击沉了几艘日军橡胶汽艇，阻止日军登陆。第
一连与敌人展开了7次浴血战，60多人丧生，大部分被日军的空军机关枪扫射而中弹身亡。

2月5日，第二连、第三连、第四连义勇军到林厝港，巴西班让及后港海滩布防，建造海岸
防御物。

2月7日，日军大炮向裕廊路展开24小时不断的轰炸，第二连义勇军奉命到裕廊前线与日军
血战4天，给敌人重大的打击。即使日军飞机向义勇军的阵地密集扫射，他们也不后退。可是
一队印度军队向日军投降，以致后方阵地被包围，幸存的义勇军只有突围而退。第四连第一
排到巴西班让援助第二连作战，日军利用奸细及部分投降的印军为向导，以空军低空扫射，
不断地缩小包围线，并用大炮和机关枪猛烈攻击，义勇军被重重包围，在弹尽粮绝的困境中
展开生死战。同时派交通员、潜出阵地，向总部求援。

武吉知马浴血战日军大震惊
英军派出4 车军火到裕廊，另派4车军火到巴西班让，可惜太迟了，义勇军伤亡惨重，从各阵地忍痛撤

退，并将8车军火毁灭。

那时候，第五、第六、第七连义勇军还在总部受训，日军飞机密集轰炸，丹戎巴葛的英军货仓不断地
中弹，这三连义勇军立即奔赴丹戎巴葛，他们发挥“大无畏”的精神进行抢救，死伤70多人。

凡是经历过新加坡沦陷的人都知道义勇军曾在武吉知马7英里所展开的浴血战。这场战役曾多次阻止日
军挺进，可惜武器落后，寡不敌众，伤亡惨重而守不住，这场战役日军大为震惊，长驱南下后，还会遇
上这么英勇作战的队伍。

达理上校宣布解散义勇军
到了2月9日晚上，义勇军副司令员胡铁君少校向英军询问战情，对方答复：“你无权过问”。后来又

说：“真正的变化最快在三、四天后。”

2月13日，义勇军司令官达理上校宣布解散星华义勇军，他带来了叻币，每人发给10元，剩下的钱和枪
弹交给林江石收藏待用。

这支成立仅13天的义勇军，在保卫新加坡战役方面完成了光辉的任务。2月15日新加坡沦陷。18日，林
江石被日军拘捕，他饱受40天毒刑，始终不肯招供，不肯投降，临死时呻吟了三天三夜才与世长辞。由
于林江石殉难，义勇军的名册由他收藏，因此，无法确知义勇军的准确人数及伤亡者的名录。

幸存的义勇军当中，一部分人潜入马来半岛参加人民抗日军，一部分被捕入狱，死于狱中，较幸运的
在光复后获释放出狱，或四处匿藏，逃过浩劫。

义勇军烈士追悼会
1945年11月20日上午，星华义勇军联谊会在大世界广东戏院举行罹难

烈士追悼会，英国军政长官麦克伦旅长、白克登少校、各社团、烈士家
属及幸存的义勇军300余人出席。

胡铁君在致开会词中，代表星华义勇军向英政府提出六项要求， 
（一）惩办全马汉奸走狗。（二）履行星华义勇军的待遇与英印军一律
平等诺言。（三）迅速抚恤烈士家属及救济同志。（四）创办遗族学校
（五）建立烈士纪念碑（六）实行新民主制度，保障言论、集会、结
社、出版自由。

1945年12月14日，胡铁君在致马来亚华侨行政长官顾问白克登的公开信中说：“
义勇军的成员是复杂的，包括了共产党、书记、工友、舞女（担任救护工作）、学
生、爱得华七世（医学院）学生、侨生… 各政党、各阶层的分子，那时候我们不问
信仰”只要他们具备抗日救国的热忱和勇气就合格的… 

最后，他代表义勇军向白克登提出四项请求：（一）指定在裕廊路的一个交通中
心地方建立阵亡烈士纪念碑，（二）抚恤阵亡及罹难烈士家属，（三）救济失业同
志，（四）给我们就业优先权。

据知，光复后，参加过义勇军的人士不但没有得到任何优待，反而被认为是亲共
分子而受到排挤。

Reviewing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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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法医赵自成教授 区如柏
Renowned Forensic Pathologist: Prof Chao Tzee Cheng (1934-2000)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for his skills in forensic pathology and locally 
respected for solving notorious crimes." Ref: Wikipedia

我国卓越的法医赵自成教授辞世已经13年了，至今许多人还很
怀念他，他以神探的头脑，深厚的法医学识及经验，侦破了许多
重大的命案，使许多本来可以“瞒天过海”的案件水落石出，被
称为“凶杀案的判官”。

赵自成生长在一个很有文化素养的家庭，父亲是著名戏剧家赵如琳，母亲
杨端初是南华女中的教师，姨母杨瑞初是静方女校及南华女中的校长。

年仅3岁跟随外婆南来
赵自成祖籍广东中山，1934年在香港出生，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的第二年，父母为了全心全

力参加抗战工作，也为了孩子安全，3岁的赵自成和6岁的赵自强，兄弟俩跟着外婆南来新加坡，投靠在
静方女校任校长的杨瑞初。

6个月后，赵自成水土不服，全身浮肿，杨端初只好南来照顾孩子。不久，广州沦陷，赵如琳带着剧团
撤退到曲江，杨端初只好留在新加坡，并在静方女校执教。

1945年8月新加坡光复后，静方女校没有复办，胡文钊领导复办南华，聘请杨瑞初为校长，主持校政。
第二年（1946年）南华分校也复办了，杨端初担任分校主任。

自强与自成都在养正学校念小学，到了中学阶段，自强转到华侨中学，自成转到公教中学。在念公教
中学时期，自成下午到维多利亚英校修读，使他成为华英双语的精英。

放弃美国奖学金，自费读医科
高中毕业后，赵自成获得奖学金到美国修读工程学，但是他决定放弃奖学金，自费到香港大学修读医

科。

赵自成于1961年在香港大学毕业后回返新加坡，到中央医院当医生。1963年他与南华校友黄玉才结为
夫妇。他本来打算再念外科，当一个外科医生，然而在驾汽车到马来半岛旅行途中发生车祸，右手受了
伤，康复后右手的灵活度减低了。他想，右手的灵活度不足，很难为病人动手术，不如改念法医，为尸
体解剖。于是他到英国伦敦大学医学院深造，1968年他考获病理学专业及法医学专业文凭。

学成归来后，他即刻受卫生部聘请为病理学部门的法医。在中小学时代，赵自强，自成兄弟就迷上了
侦探小说，西方的《福尔摩斯探案》和东方的《七叔探案》是他们的精神粮食，当了法医之后，他的侦
探思维和智慧派上了用场，协助侦破了许多谋杀案。

比较突出的谋杀案如咪咪黄案件和报童被碾死在火车轨道上的案件。咪咪黄案件是一个风尘女子连同
她的前夫杀害了日籍情夫的妻子，这个布局被赵自成侦破了。

另一个案件是一个派报少年被川行的火车碾死，警方以为那是派报少年失误或自杀，赵自成经过一番
仔细调查后，认定那是一宗谋杀案，警方在深入调查后，水落石出，让凶手得到法律的制裁。

赵自成侦破了多起谋杀案的真相之后，声名大噪，本区域国家以至非洲国家遇到离奇、棘手的案件都
请他前往协助。

挑起惨祸的验尸工作
新加坡历史上的大案如1978年10月12日正在修理中的“史拜罗斯”油槽船爆炸惨案，76人惨死，69人

受伤。赵自成领导的法医团队日以继夜地为被烧到面目全非的死者进行验尸工作。

1983年1月29日一艘探油船从吉宝造船厂被拖出海时，它的铁塔勾住高空的缆车电缆，造成两部缆车当
场脱轨坠海，8名游客当中七死一伤。另5部缆车由于电流中断被困空中，最终获救。赵自成负责这宗惨
祸的验尸工作。

1986年3月14日新世界酒店塌楼，33人丧命，赵自成领导他的法医团队为死者验尸，确定他们的死亡原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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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12月19日胜安185航班客机从雅加达飞回新加坡途中，在印尼巨港失事，机上的乘客

及机组人员共104人全部罹难，赵自成率领他的法医团队进行验尸工作。

赵自成以锐利的眼光，侦探的思维，科学的验证，协助警方解决了许多复杂曲折的命案，

不论凶手有多高的智慧，多么巧妙的布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因而被称为“凶杀案的

判官”。赵自成为人随和，非常友善，他通晓中英文，常常主动地为华文报记者翻译有关的

医学及病理学的名词，与记者打成一片。

性格开朗，喜欢美食
赵自成在工作室解剖了超过2万5000具尸体，

他的人生观是怎样的，是人们关心的事。笔者是

杨瑞初校长及杨端初老师的学生，由于南华的关

系而与赵自成夫妇颇有来往，在工作室里，他是

小心翼翼，严谨的法医，在生活上，他非常开

朗，声音宏亮，喜爱说笑，虽然体重超标却不戒

口，喜爱美食。他有表演才华，小时候常常参加

静方及南华女校的表演，后来投入法医，无暇在

舞台上大展身手。他会唱西洋歌剧，开腔唱歌剧

时，歌声宏亮，有他在的场合就会谈笑风生。

有一年，他在比利时，在鹅卵石子路上行走

跌倒，他不敢在外国治伤，忍着痛楚飞回新加坡

到中央医院住院治疗，朋友去探访他时，适逢他

的生日，与朋友把酒共欢，庆祝生日，忘却伤

痛。

1993年，他的母亲杨端初老师仙游，我们前往吊唁，他劝大家不要悲伤。他说“过80岁就是‘笑

丧’”。还开罐装啤酒请大家解渴。

公元2000年2月，他到纽约与哥哥赵自强及妹妹团聚，前一天还约定到那一家餐馆享用美食，妹妹依约

到来，等了很久不见他的踪影，上楼查看，原来他已安息主怀，永别大千世界，终年65岁。

一代法医赵自成生平侦破了许多命案，为法医界累积了丰富的经验，他与奥德雷•珀里拉（Audrey 

Perera）合作，由他口述，珀里拉执笔，将一些广为人知的案件记录下来，1999年出版《侦破命案是我

的事业》(Murder is My Business)。

他不仅忙于法医工作，也身兼法医学院院长（1992-1995），新加坡病理学会会长（1987-1990）他也

创立法医学会，并从1985年起担任该会会长至2000年（逝世）。为了纪念他，国立大学与新加坡中央医

院设立赵自成教授病理及法医学奖学金。1975年他获颁公共行政服务（银牌）奖章，1979年获颁公共行

政服务（金牌）奖章，1995年获颁功绩勋章(Meritorious Medal)。

3年后，2003年4月22日赵自成夫妇的独生子赵光灏医生在“沙斯”肆虐新加坡期间殉职，当时光灏在

外国度假，获知新加坡遭“沙斯” 肆虐，他提前回来参加“抗沙斯”的神圣工作，希望能够治病救人，

不幸在救人时受感染而离开人间，年仅38岁。

赵自成的南华情
赵自成在香港念医科期间，回来度假时，常到南华代课，曾代过我们的课。他以“大师兄”自称，电

话铃响传来“哈哈哈，我是大师兄”，那就是他的电话开场白。

他的姨母杨瑞初主持南华校政长达26年，直到退休，他的母亲杨端初曾任南华分校主任及正校老师，

他的爱妻黄玉才又是南华校友，所以，校友们都把他当作南华大家庭的成员。

他对南华小学的校务非常热心，任南华小学董事部财政多年，黄玉才、赵光灏（生前）及妻子许恩佩

医生都是董事，三代人为南华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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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被淡忘的乞巧节 
近数十年来，每逢阳历2月份的西方情人节来临时，在商业活动的带动之下，青年男女莫不向心

上人奉献鲜花，或与情侣共享烛光晚餐。相比之下，华族的传统情人节－乞巧节已经被人们淡忘
了。今年8月13日是农历癸巳七月初七乞巧节，如果时光能够倒流半个世纪，这一天该是一个热闹
的传统节日。

广
东
文
化

August 13 this year (Lunar Calendar: 7th day of the 7th month), if time could go back half a century, this 
day is a lively tradition of the festival. Especially popular among the Cantonese in Chinatown, the Qi 

Qiao Festival was widely celebrated by female factory workers, ladies in the families, entertainment areas, clubs and 
clan associations.

Slowly Forgotten… Cowherd & Weaver Fairy Festival (Chinese Valentine's Day)

牛车水是“七姐会”的大本营
乞巧节又称“七夕”是人们借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比喻，爱情坚贞不渝的节日。
从前，牛车水一带是广东人的大本营，大约在1963年之前，每逢农历七月初六晚上，从松柏街，豆腐

街开始，一直到广西街（即武吉巴梭路），还越过大马路（即桥南路）伸延到大门楼（安祥山一带），
再越过二马路发展到余东璇街。每条街道都有“七姐会”。农历以子时（即午夜11时）为一天的开始，
所以初六晚上11时便是初七日，大家都在初六晚上11时拜七姐，更有些人初六晚拜七姐（织女），初七
晚拜牛郎。

“七姐会”成员三大类
七姐会的组织成员大约有三类，第一类是由工厂女工、小贩及家庭妇女组成。第二类是会馆、同乡会

的附属组织，成员多是会馆本身的会员，大部分是“妈姐”及同乡的家属。第三类是恭锡街，若泉街，
德林街红灯区的阿姑，区内的阿姑借七姐会寄托她们对爱情的向往，并展示她们的身价和收入。

第一类七姐会的资金比较薄弱，会费大约是每个月1元或2元，节日到了，她们在会头住所的骑楼底
下，挂上“银河会”花牌，七姐衣，七姐盆，拼合几张方桌子作为香案，摆上西瓜，柚子、杨桃、苹
果、橙、菱角、染色花生、瓜子、糕饼（多用棋子饼）、水粉、针线、剪刀．．．焚香膜拜，会员们，
尤其是年青的姑娘穿上新衣，大家聚集在一起，祈求平安及觅得如意郎君。

会馆的七姐会
在会馆举行的七姐会就更热闹了，因为会馆的妈姐会员，或从中国来的家庭妇女，她们多数手工精

巧，早就为七姐会雕刻各种瓜果灯，用丝绸或纸扎成牛郎织女或地方戏曲的人物，用芝麻、莲子、绿
豆、红豆堆砌各种塑像，绣出牛郎织女、并蒂莲以及各种图案的刺绣品，用布料缝制七姐、牛郎衣。节
日过后，“真衣”保存下来，只烧纸制的七姐衫。

初六晚上恭锡街的潮荷同乡会，昙花镜影剧社，水车街的沙浦同乡会，以及牛车水区的一些粤籍会
馆，都成了手工艺品展览场所，参观者川流不息，非常热闹。

红灯区的七姐会，由于资金雄厚，摆设品很多，手工艺品多数是红牌阿姑的近身妈姐的制作，大家争
妍斗丽，香案大，摆设品多的七姐会就表示这些阿姑的身价高，收入好，所以，这一类的七姐会很有看
头。

七姐会除了拜七姐之外，经济富裕的还请歌伶来唱粤曲，弹奏八音，请道士来诵经转运，热闹盛况不
亚于现在的中元会。

西北门声势最浩大
西北门（今海港湾及世界贸易中心）的七姐会更是一个节日的大本营。从前岌巴造修船厂也在那儿。

造修船厂有许多技工，多数是粤籍工友，船厂的对面是工友宿舍，当年船厂工友及家属，组织了一个规
模庞大的七姐会（亦称“牛郎”会），会员当中除了工友及其家属之外．也欢迎亲友参加，会员人数是
其他七姐会所不能匹比的。
（下接19页）

Cantonese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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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展厅

四楼民俗文化厅展示冈州飞车队及新会同乡关帝的
民间信仰，冈州飞车队成立于1957年，由马戏班脚踏
车术能手的会员陈耀钦及林香仪教导花式单轮及双轮
脚车的绝技，从师学成的好手数以百计，飞车队经常
参加慈善演出，国庆检阅及妆艺大游行，四楼展示了
多部飞车及他们的表演图片。

民俗展厅也展示了18 8 4年铜铸的八仙仪仗兵
器，1889年“七家头”商家赠送的铜铸青龙偃月刀，
这把大关刀长3公尺，传说是关公特制的随身武器，须
几条大汉才扛得动，向关帝等神祗上香的三个铜铸香
炉也是1889年铸造的百年文物。此外，文化中心也展
示了两套十八般兵器及新加坡唯一的一块百年古磐。

冈州文化中心是一座适合老、中、青和各民族同
胞、新旧移民以及外国游客参观的博物馆，它有浓浓
的乡情，也有时代的气息，它有优雅的戏曲文化，也
有尚武精神的传统武艺。

冈州会馆地点适中，位于新桥路321号，邮区
088758 （321 New Bridge Rd Singapore 088758） 
珠 光 大 厦 对 面 ， 在 热 闹 的 牛 车 水 区 内 。
就 在 地 铁 牛 车 水 站 和 欧 南 园 站 的 附 近 ，
门前有, 1 2 , 3 3 , 5 4 , 6 3 , 1 2 4 , 1 4 3 , 1 4 7 , 1 9 0 ,
961,970号巴士车站， 电话：（65）62239806  传真（65）62232596  电邮:info@kongchow.org   
网站：www.kongchow.org  开放时间：星期二至星期日上午10时至下午6时。欢迎光临！

（连接第18页《已经被淡忘的乞巧节》）

西北门的七姐会从七月初一开始便搭好篷帐，备香案拜七姐，从初三或初四开始公演广东大戏，一直演到
初十，每天日夜两场，招待会员，凭票入场。没有持票的观众也可以站着看“霸王戏”。许多香港红伶也曾到
这儿演出。

七姐会已走入历史
大约在1963年过后，受到马印对抗的影响，许多树胶加工厂和松脂厂停业了，那些工厂女工有的改行，有

的结婚生子，没有机会聚集在一起，她们的七
姐会只好停止活动了。

随着岌巴船厂的搬迁，港务局一系列建设工
程的发展，工人宿舍也不复存在，阵容浩大、
组织健全的西北门七姐会也划上了句号。

俱往矣！近数十年来许多七姐会已消失得无
影无踪，人们已经不再关心乞巧节这个传统节
日了。

1961年6月3日冈州会馆飞车队参加新加坡第一届邦
庆检阅典礼，元首尤素夫在检阅台观看飞车队的精
湛表演。

（连接第7页《冈州会馆: 欢迎参观冈州文化中心》） 1961年邦庆飞车表演
Performing at 1961 National Day Rally

冈州会馆飞车队是新加坡宗乡会馆唯一的飞车队伍，

曾经在国家庆典及会馆喜庆台上大显身手。

KCWK Acrobatic Cycling Troupe is Singapore’s only 
acrobatic cycling troupe formed by clan associations. It has 

since performed in National Day Parade, street parades  
and stage sh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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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家新加坡非盈利组织看核心价值观和人才
这是一份大约两年前主要由Dr Patrick Kim Cheng Low 教授和Sik Liong Ang先生撰写的有关广惠肇碧山亭

的专文，介绍了碧山亭由16会馆共同管理，以及它的轮值六常务领导核心的组织结构。140多年来，不懈弘扬
儒家孝道一慎终追远， 直至近年如何提升文化，鼓励年青会员继承祖业，也为了缅怀本亭己故理事长岑康生
先生。本刊希望分两期登出全文，与一群受英文教育的朋友分享。

Talent or human capital is the primary driver of any successful organization, better talents will definitely 
differentiate higher performance organization from the rest; and talent management is critical when 
it comes to business excellence and success. Even though talented people are crucial to society 
(organization), even more important is the person who knows how to find talented people for business 
development, continuity and sustainability. It is a common practice for leader to spot leader; and (s)he 
also breeds leaders. Therefore, it takes talent to spot talent! In this paper, the practitioner-researchers 
talk about talent selection and talent management which involves the process of injecting new 
talents and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in a continuous natural way. The authors also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Confucian values in order to make it works.

Keywords: Talent management, filial piety, Confucius, Confucianism, leadership, the talent portfolio, people- oriented 
management, influence, being persuasive

In Singapore, Kwong Wai Siew Peck San Theng was a 
cemetery that was established in 1870 by immigrants 
largely from the three prefectures of Kwong Chow Fu 
(Guangzhou House), Wai Chow Fu (Huizhou House) 
and Siew Heng Fu (Zhaoqing House) in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It was originally solely for the Cantonese 
community, but within a century, Peck San Theng (PST) 
became one of the biggest Chinese cemeteries in 
Singapore, holding more than 100,000 graves over 384 
acres (1.55 km2) of land.
 In 1979,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 decided to 
acquire all its land to create the present Bishan Housing 
and Development Board (HDB) New Town. Many graves 
were exhumed and remains cremated during the 1980s. 
To enable Peck San Theng to continue with its tradition, 
the government leased 8 acres (32,000 m2) of land to 
Peck San Theng for accommodating an office block, a 
Memorial, two temples and a columbarium. The colum- 
barium houses some 100,000 niches which are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irrespective of race, language and religion 
since 1980. It was and will continue to be a place for 
ancestral worship in Singapore. Peck San Theng is 

currently managed by a federation of sixteen clans of the 
Cantonese community in Singapore.
 Singapore Kwong Wai Siew Peck San Theng 
is situated in a compound comprising an office block, 
canteen and recreational facilities. Peck San Theng, 
which now holds 45,000 urns of deceased ashes for 
ancestor worship, is able to accommodate twice of that 
amount (Loo, 2004). The columbarium cum niche area 
was designed with modern, clean lines. In front of it is 
a beautifully landscaped garden, lush with flowers and 
greenery, a pond, and an exquisite resting pavilion in the 
centre, located at Bishan, (Bishan Pavilion, the hanyu 
pinyin ‘Peck San Theng’ in Cantonese), the central 
region of Singapore.
 Singapore Kwong Wai Siew Peck San Theng is 
a 140- year old organisation, and its core business is 
basically to facilitate ancestor worship or veneration. 
Although it has an interesting history and heritage, the 
authors felt that it is important to find out the key reasons 
why the organisation survives for so long, more than a 
century and even to date, it is still going strong.

Review

INT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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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wong Wai Siew Peck San Theng Organisation

This organisation is in fact driven more by its core values, 
the Chinese values that it holds. A value is a core belief and 
what the individual strongly believes in (Low, 2002; 2009). 
Values themselves can be very motivating (Low, 2005). 
Knowing values is critical, as it helps one to understand 
how an individual ticks (Low, 2006). Core values are 
set of values that guide an individual’s or organization’s 
internal conduct as well as one’s relationship with the 
external world. In an organization, core values are usually 
summarized in the mission statement or in a statement 
of core values. One of these core values of Kwong Wai 
Siew Peck San Theng organisation is that of ancestral 
veneration. Ancestral veneration, in Chinese culture, has 
its roots in filial piety ( 孝, xiào) put forth by Confucius. It is 
the practice of living family members who try to provide a 
deceased family member with continuous happiness and 
well-being in the after-life. As a continuing way of showing 
respect to the dead, the ancestral worship reinforces 
family unity and lineage. It encourages children and 
relatives of many generations to come together to know, 
help and support each other; they are to strengthen the 
heritage bond, to celebrate on each other’s successes; 
and to help each other when member(s) of heritage 
is(are) in difficulty (Low and Ang, 2012; 2012b). Showing 
respect to one’s ancestors is an ideology deeply rooted in 
Chinese society. By seeking to know one’s ancestors, an 
individual would return to one’s root. Confucius summed 
up this teaching as Reverence for his ancestors: hanyu 
pinyin: shèn zhōng zhuī yuǎn meaning “having a proper 
funeral and not forgetting to pay respect for years to 
come”. 

Organisation Structure

Singapore’s Kwong Wai Siew Peck San Theng has a total 
of 102 management committee members serving various 
sub-committees with 15 employees and 79 engaged 
or volunteered committee members. The number of 
managerial employees includes 4 on its payroll and 10 
volunteered members working in the committee. 

The Aim and Purpose of the Organisation
“Interestingly, we are always in need. The business here is 
always in demand. There are often people wanting to buy 
niches in our columbarium and temple. These niches are 
purchased for placing urns containing ashes of their dead 
parents or loved ones. Also, the Chinese would buy these 
niches to place tablets, representing their family names 
and background for prayers in the association’s altars,” 
as explained by Dr. Sam Kong San, the President of the 
Kwong Wai Siew Peck Shan Theng Association. 
The purpose of the association is to serve the needs of 
the community. Indeed, Low (2011, 2009; 2005; 2002) 
has classified this kind of association as the organization 
driven by social objectives (co-operative culture). It is a 
customary tradition or in fact, a value held by the Chinese 
for at least 4000 years. This tradition or practice is in 
line with the Confucian teaching, “慎终追远,” meaning 
“To earnestly handle a proper funeral for your deceased 
parents and not forget to pay continuous respects to 
them years after.” The descendants have one whole 
month during the Ching Ming Festival period from early 
April to early May each year to do their filial duties. The 
general guidelines for doing such duties are “事死如事生, 
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meaning  “Utmost filial p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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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ns do whatever the descendants would like to do for 
their ancestors as if they are still alive”. In other words, if a 
person thinks that he would like to bring some household 
necessities and give money to his deceased mother, he 
should by all means get them in paper form and burn them 
in offering after paying his respect. If a person feels like 
sharing some of his favourite food with the deceased, then 
he should bring it along, and eat the food together with 
others, after paying his respect, almost as if the deceased 
is sharing the meal with them. 
On the other hand, ancestor worship is also practiced by 
the descendants to remind one to be grateful and to be 
proud of their ancestor’s heritage; sometimes ancestors’ 
death anniversaries are celebrated with big banquet 
amongst families, relatives and friends to remember and 
upholding their ancestors’ good image in contributing to 
the family and to the society when they were alive. The 
descendants also use the opportunity to unite and foster 
good relationships (networking) amongst themselves who 
live far apart. In this respect, the authors use the Chinese 
characters, 脸 hanyu pinyin liǎn or 面 hanyu pinyin miàn 
(face) whereby the descendants respect and praise their 
ancestors in a nice way. In Confucian culture, face is a 
powerful social force in governing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Chun, 2005). 
All these rituals are good education for the young and will 
pass on the traditions. Ancestor worship has become a 
living heritage in Singapore through Kwong Wai Siew Peck 
Shan Theng. Usually, over 100,000 people will visit Peck 
Shan Theng during the Ching Ming period every year to 
pay respects, in their own way, to their ancestors.

‘Hidden’ Talent Management System
“Seemingly, there appears to be no system in managing 
talent here, but we should stress that there is indeed a 
system,” expressed Mr. Chou Yik Lin, an entrepreneur 
and a Committee Member of the Kwong Wai Siew Peck 
Shan Theng Association. Here, Dr. Sam Kong San added 
that, “there is a ‘hidden’ talent management system that 
is in place that accounts for the long standing, survival 
and continuity of the association.” When further asked on 
what is meant by ‘hidden’, Dr. Sam explained that talent 
management “is all this while based on the committee or 
team and it’s not explicitly discussed or highlighted, we just 
practise or take it for granted, it’s there, we use and tap 
the team.”

Talent Management
Talent or human capital is the primary driver of any 
successful company, better talents will definitely 
differentiate higher performance companies from the 
rest; and talent management is critical when it comes to 
business excellence and success. Even though talented 
people are crucial to society (organization), even more 
important is the person who knows how to find talented 
people (Low, 2010). In this respect, talent management 
here should be seen or taken as the ability of the people (in 
the case of the association, the members) getting together 
to work towards achieving particular result(s) as well as 
realising mutual benefits for all involved (Low, et al, 2012). 
Dr Sam pointed out that, “The Chinese are, more or less, 
a practical people. The great teacher Confucius, who lived 
about 2,500 years ago, spent his entire life talking about 
humanism, particularly human relationships.” 

Dr. Sam Kong San expressed that the talent here in 
the association is managed by the team and this has 
its advantages. It started some 90 years ago that 
the Cantonese community decided to form a proper 
management committee to manage the Cantonese/
Chinese burial ground. The organisation is structured in 
such a way that the key management or committee team 
(6 members) is able to introduce and implement innovative 
ideas to bring about changes and its progress. 

Note: To be continued with Part Two of this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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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To be continued with Part Two of this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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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新加坡大使到任招待会
Reception party of China Ambassador to 
Singapore 

本亭合唱团联合广东会馆为留医院筹款
PST Joint Efforts with Kwangtung Hui Kwan to raise funds for Kwong Wai Shiu Hospital

在厦门与曾玲博士会面
Catching up with Dr. Zeng Ling at Xiamen University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新加坡特命全权大使段洁龙在6月6

日举行到任招待会，款待上千位政府与民间团体代表，

大使馆高级官员热情接待，场面非常融洽，本亭理事长

也受邀出席，有机会与众多来自中国和新加坡的嘉宾交

流。段大使以华英语致词，强调中新两国长期的互相信

任和友好关系，继续为世界和平努力。

广惠肇碧山亭每年都捐献给姐妹组织广惠肇留医院数万元，

亦参加其一些如中秋晚会的活动。今年，额外地还应新加坡广

东会馆的邀请，联合主办“广东妙韵慈善夜”粤剧、粤曲晚会，

为留医院筹款。日期订于今年10月5日晚上，在人民剧场举行。

联合工作委员会於5月11日成立，由广东会馆何国才和碧山亭

施义开担任总顾问，尹崇明与李达政是大会主席。晚会压轴戏是

中国一级红伶欧毅明和戚超群的折子戏“新霸王别姬”，另外有

多个戏曲表演，本亭的合唱团将呈现多首小组与合唱歌曲。自今

年农历元旦后，50多位合唱团团员，在本亭理监事霍秉权和朱国

心的积极推动下，几乎每个星期都聚集练习。这次的大规模筹款

活动，得到广东会馆多位董事与本亭16会馆的大力支持，希望门

票与赞助的收入能达到20万元。

今年3月26日，正副理事长施义开、李达政在福建厦门大

学特地拜访本亭名誉顾问曾玲博士。当日下午正值春天细雨

连绵，有点寒意，曾玲博士驱车载大家周游厦门大学一圈，

也停下来介绍一些建筑物，细雨冷风阻挡不了老朋友的那股

热情，我们拍了多帧照片留念，最后，在挂有厦大校训“止

于至善”的咖啡座歇息一会儿，喝杯热茶，聊了整个小时。

曾玲博士非常惦念碧山亭的“慎终追远”精神，把中华

文化优良传统散播到新加坡各处，无疑的是先贤们的丰功伟

绩。随着时势渐进，她也希望碧山亭不断自我更新，发展祖业，提升灵厅与环境，更好的为16会馆族人服务，

要让更多国人了解碧山亭的文化。

曾玲博士表示，虽然身在厦门，却心系新加坡，可能在明年来新加坡作较长时间逗留，我们恭请曾玲博士

准备再为碧山亭写第二部著作，把本亭30年来的发展事物，尤其是在文化建设的努力，留存世人。

段洁龙特命全权大使致词

与曾玲博士合照（左起:魏含笑,施义开,曾玲博士,李达政）

联合筹款晚会工作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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