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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
首悠扬悦耳的华乐曲子划破夜空，飘向夜的凤

山寺上空，萦绕着古色古香的庙宇。刹那间，古

刹华韵交相辉映。

7月31日，入暮时分，包括新闻、艺术暨环境

及水源高级政务部长傅海燕乡贤在内，超过800人

齐聚凤山寺麓下的南安会馆广场、礼堂、会馆围墙

外及凤山寺围栏、梯级，沉浸在雅俗共赏的华乐韵

律中，气氛是那么的温馨、恬然。

这是凤山寺修复后开放以来，也是南安会馆联

■ 林隆基   图：梁麒麟

袂新加坡华乐团，第一次在荣膺联合国古迹保存卓

越奖的古寺前，所呈献的户外音乐会。是晚，在傅

海燕高级政务部长鸣锣之后，华乐团以一曲《茉莉

花》掀开晚会的序幕。

乐团指挥，也是我邑的郭勇德乡贤，边指挥边

以家喻户晓的‘梁婆婆’、‘饮胜’等具本地色彩

的喜剧人物、民俗，诙谐轻松地比喻、带出各种乐

器的特色，让来宾对华乐的乐器留下深刻的印象。

音乐会在曲目的安排上，也不忘演奏大家耳熟

泉州市副市长郑新聪和陈奕福主席领唱耳熟能详的台语歌曲《爱拼才会赢》，带动 现场气氛。

雅俗共赏SCO
华韵飘扬凤山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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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会出席人数远超出预订目标的700人。

能详的台语歌曲《爱拼才会赢》、台剧《爱》的主题曲《我

问天》，雅俗共赏地和听众互动。

当晚，适逢泉州及家乡南安代表团莅访我国闽属会馆之

际，泉州市郑新聪、南安市张瑞平两位副市长，也都受邀为

音乐会嘉宾。

泉州市政府郑新聪常务副市长，在新加坡华乐团演出前致

词称，泉州是中国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有着悠久而又深厚的文化底蕴。其中，作为五南文化(南音、

南戏、南建筑、南少林拳、南派工艺) 之一的泉州南音，被专

家誉为“中原古乐的活化石”，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南音艺术团体在多项国家以及省里的

文艺会演上，都获得良好评价。我们诚挚欢迎新加坡华乐团，

有机会能到泉州演出，与泉州的南音艺术团体相互切磋、互相

学习，共同提高，为两地人民提供更高质量的精神美餐，为增

进两地的友谊作出贡献。

其他的嘉宾还有惹兰勿刹集选区议员，也是我会名誉顾问

潘丽萍乡贤、报业控股及华乐团的领导、宗乡总会主席蔡天宝

先生、我会各级领导、闽属会馆和各

宗乡团体的代表、我会会员及各界友

好、公众等等。

大伙儿共度了一个温馨、难忘的

周末夜，也为演出的成功谱写了美丽

的音符。

南安市副市长张瑞平赠郑成功雕像给傅海

燕高级政务部长。左为陈奕福主席。

新加坡华乐团副指挥郭勇德乡贤走下舞台和观众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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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炳坤

春
末夏初的七月，新加坡繁花茂盛，绿茵葱

茏。中国泉州市代表团赴美丽的狮城，开

展为期三天的经贸文化交 流考察活 动。此次 旅

新期间，泉州市代表团(包括先锋队：南安市代表

团 ) 已 同 南 安 会 馆 领 导人 进 行了友 好 交 流 ，了

解新加坡泉属会馆各自的会务发展与泉属方言

群在本地的风土人情。7月31日代表团一行人，参

加了由新加坡南安会馆为泉州市代表团统筹的 

《狮城泉属会馆接风宴》以及新加坡华乐团、新加坡

凤山寺联合主办的《雅俗共赏SCO之华韵飘扬凤山

寺》户外社区音乐会，两项活动都给了泉州市代表团

和南安市代表团，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

下午五时正，《狮城泉属会馆接风宴》主持人李成

利博士，宣布在座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以轻松又愉快

的心情，欢迎泉州市政府常务副市长郑新聪率团莅临

新加坡礼访，并同时与泉属乡团领导及代表，在这风和

日丽的公休假期，共聚一堂闲话家常，可以说是大家

难得的一件乐事，无疑添加了人生旅途的精采。泉州

市政府代表团有：常务副市长郑新聪、外事侨务办公

室主任李卫平、国土资源局局长赖开族、发改委副主

任林合龙、外经贸局副局长粘学清、政府办公室科长

廖良结以及外事办科员涂德基等人，而陪同的南安

市政府代表团成员有：市政府副市长张瑞平、外事侨

务办公室主任郑金庆、市经贸局副局长叶谋锋以及外

贸局副局长陈昌挺等人。

民间有句家乡老话：有亲朋戚友自唐山来，不亦

乐乎！为尽地主之谊，首先由南安会馆常务主席陈奕

福上台致欢迎词。宴间，出席代表有福建会馆、安溪

会馆、晋江会馆、永春会馆、金门会馆、惠安公会及南

安会馆，除此之外，尚邀请同安会馆、厦门公会、安海

公会、南安黄氏罗溪公所以及李氏基金会。轮到郑新

聪副市长时，副市长郑新聪坦言，此次是受泉州市委

徐钢书记的委派，率领泉州市代表团访问亚细安，主

要是拜访看望各位海外乡亲，增进了解加强联谊，推

动徐钢书记今年3月来访期间洽谈的有关项目，进一

步宣传推介泉州，寻求经贸合作机会。

2010年，泉州全市实现GDP 3,565亿人民币、工

业总产值7,065亿人民币、财政总收入400亿人民币，

经济总量连续12年高居福建省首位。晋江、惠安、石

狮、南安、安溪等县市进入中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

百强县(市) 。目前，亿元企业1,096家，上市挂牌公司

机构有69家。今后五年，泉州市计划完成固定资产投

资1万亿元以上，力争GDP突破7,000亿人民币，形成

5个产值超千亿产业集群，努力建设一个繁荣、发展、

和谐的海西中心城市。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签定，郑新聪副市

长希望进一步加强与新加坡在石化、航运、现代服务

等领域的合作。也期待各位乡贤一如既往地关心和支

持家乡泉州的发展，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与力量，多为

家乡泉州的发展建言献策、引荐人才、举荐项目，也诚

挚欢迎回乡投资创业，家乡泉州将以更优的政策、更

美的环境来等候各位乡贤的“金凤还巢”。

七时许宴毕，由南安会馆常务委员陈亚荣副主

席，带领泉州市郑新聪副市长、南安市张瑞平副市

长等一群人，以及出席接风宴的各社群嘉宾，徒步到

经过三年余整体落架修复工程竣工后的百年古迹凤山

寺，欣赏国家级的新加坡华乐团，在南安会馆前广场

呈献一场古迹宴飨，渡过一个音韵飘扬的美好夜晚。

《狮城泉属会馆接风宴》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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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18、19日(农历八月廿一、廿二日)，凤山寺广泽尊

王圣诞千秋，我寺循例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两

天的庆典恭请了陈国显道长主持请圣公、玉皇上帝圣

驾、为圣公祝寿及恭送玉皇上帝和犒军祭典。

9月18日的当天下午五时左右，包括陈奕福主

席、会务顾问李国金、总务主任黄诗评、慈善主任

陈奋展、教育主任李炳坤等多位乡贤，齐聚我寺准

备迎接后港泗华凤山寺，为数150人的游境队伍，

浩浩荡荡地到我寺，向广泽尊王敬礼祈福。

陈奕福主席为游境队伍主持换香仪式，场面热

闹为今年的尊王的圣诞千秋增添喜气。为期两天的

庆典皆请得新赛凤剧团呈献梨园戏，并吸引了一些

广泽尊王圣诞千秋
友寺圣王前来游境

虔诚的非南安籍的信众到来，同我会理事及非我会

会员的南安人一起膜拜、祈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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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智敏

农历辛卯年八月初四(01/09/2011)

第二届南安·国际凤山文化旅游节，于2011

年9月4日至6日在郑成功的故乡南安市举行。新加

坡南安会馆南安艺文社荣幸受邀，由社长李成利博

士(作家)率领一行6人：

画家李炳坤和张莱益，

摄影家黄子荧、书法家

林祥文及社委白永祥硕

士等，飞往赴会，以弘

扬凤山文化，同谒广泽

尊王。

藉此难得的旅程，

下午四时三十分在溪美

农历辛卯年八月初五(02/09/2011)

第二天早晨十时许，前往李光前的故乡梅山

镇，受到梅山镇镇长兼代书记刘坤来和芙蓉基金会

理事长李兆生、原南安市宣传部长李深水等人的热

情欢迎。座谈会上，刘坤来镇长就梅山镇的近况与

李光前办学精神作了详细的阐释。

刘镇长宣称，梅山镇要借助文化教育的力量，

做强侨乡文化品牌。李兆生理事长在会上，也说到

近年来，梅山镇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增速持续上

升，活力不断增强、结构趋于优化、民生继续改

善、社会和谐的良好局面。这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的延伸拓展，有着非常好的契合，从而加快了丰富

《南安艺文社同道赴泉南》日志

政府大楼拜会了李清安副市长。李清安副市长接待

了代表团一行，并向海外乡亲介绍了南安经济、社

会及文化发展。对南安日新月异的变化，我们一行

人异口同声的表示，中

国的繁荣昌盛，令海外

华人深感自豪。参访期

间，南安市作家协会和

南安艺文社还举行了一

场文化交流座谈会。入

暮，李清安副市长特在

南安大酒店设宴款待，

宾主尽欢。

群众文化娱乐生活的素质，倡导培育文明新风、新

型生活方式的引领。为永远缅怀、铭记李光前先贤

的恩泽，梅山镇计划2013年举办《李光前诞辰120

周年纪念庆典》中，邀请南安会馆南安艺文社携手

在李成智画苑联办《新马闽泉籍书画家艺展》。

过后，参观了光前学村校筑群、李光前故居纪

念馆、李光前铜像广场、李光前故居植物园、芙蓉

李氏宗祠、梅山侨联等。中午时分，刘坤来镇长等

政府官员，特百忙之中拨冗在超前大酒店设午宴招

待新加坡一行人。

傍晚，原南安市市委书记、现泉州市市委秘书

长陈庆宗，得知一群老友记的到来，特在五星级泉

州大酒店宴客厅设宴会见新加坡艺文界朋友。席

间，陈庆宗秘书长讲述来新学习的经验与对新加坡

公积金逆向思考的心得，以及目前中国50后与80后

的思想差距，同在座的狮城艺文界旧雨新知分享。

宴毕，社长李成利博士惠赠一部九卷，汇集新加坡

南安籍著名多元艺术家陈瑞献博士，跨越42个年头

(1964年至2006年)的多种文体的《陈瑞献选集》以

示感谢藉资纪念。

李清安副市长(左四)

李兆生理事长(前排左二)、刘坤来镇长(前排右二)

赵守通作协副主席(左二)、原宣传部长李深水(左三)

陈庆宗市委秘书长(右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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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辛卯年八月初六(03/09/2011)

九月三日下午，在原南安市侨联副主席谢淑惠

的联络与陪同下，我们一行人前往泉州华侨历史博

物馆参观访问，受到泉州华侨历史学会会长、原泉

州侨联主席郭景仁、泉州市侨联办公室副主任许锦

龙、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馆长吴翠蓉的热情迎接。

一番寒暄后，我们参观了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的基

本陈列以及正在举行《马来西亚华教斗士沈慕羽翰

墨展》。其中对有关新加坡部分的内容特别关注，

尤其是新加坡南安会馆的成立时间，社长提出了更

正，认为准确的时间为1924年并非1926年。接近

参观尾声，社长李成利博士捐赠一批书籍资料，包

括《陈瑞献选集》、《南安精神初探》、《后浪之

歌》及《红尘拾遗》等，给予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

收藏。

近黄昏的时候，我们回返南安溪美的华侨大酒

店，准备出席今晚由南安市人民政府张瑞平副市

长，特地为新加坡南安会馆常务主席陈奕福带领的

庆贺团和社长李成利博士带领的南安艺文社代表团

农历辛卯年八月初七(04/09/2011)

南安艺文社一行人，遵循大会的安排，从华侨

大酒店移至南安大酒店入宿和报到。上午，第二届

中国南安国际凤山文化旅游节，首项活动《黄云溪

书画作品捐赠仪式》在南安诗山公园图书馆掀开序

幕。中午，南安市人民政府王春金代市长、张小红

副市长等人，在南酒会客厅接见由新加坡南安会馆

常务主席陈奕福、会务顾问李国金带领23名参与凤

山文化旅游节的庆贺团，并设午宴话家常。下午，

市委统战部和诗山镇人民政府，在溪美南安大酒店

四楼会议室举行《世界广泽尊王交流协会理事会暨

旅游招商推介会》。

而设的接风宴。张瑞平副市长在宴会上发表简短讲

话，首先感谢新加坡南安会馆领导人和乡亲们，在

七月底，为泉州市人民政府郑新聪常务副市长所率

领的泉州市代表团访问新加坡时，所作出的一切努

力，致以崇高的敬意！同时，新加坡乡亲们关心、

关注和支持家乡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每每慷慨解

囊，捐建公益，深受家乡人民的赞誉，南安市市委

和人民政府以及乡亲父老，永远铭记在心。

作为具有一千多年悠久历史的武荣古地——泉

州南安，承载着太多可资发掘的丰富人文资源： 

“山中无石不刻字”的九日山摩崖石刻、“天下无

桥长此桥”的五里桥、“闽南建筑大观园”的蔡氏

古民居建筑群，还有那中国古典音乐“活化石”的

南音珍品、千姿百态璀璨夺目的人工彩札和剪纸工

艺、“民族艺坛奇葩”的高甲戏等，南安的一山一

水、一草一木，流传着太多可书可志的美丽故事。

据了解，今后的南安市将以休闲度假、生态康体和

文化旅游为重点，挖掘整合历史文化和自然生态资

源，通过打组合拳，进一步推动旅游产业发展，

提升旅游业服务质量，打造海西中部特色旅游目

的地。

傍晚六时三十分，活动欢迎晚宴在南安大酒店

三楼主宴会厅举行，上级及部门领导，中国国内、

台湾重要嘉宾，异地商会，新加坡南安会馆代表，

菲华南安公会代表，广泽尊王交流协会理事会全体

成员以及新闻记者，都聚集一堂就餐，场面热闹

非常。张小红副市长(右一)、王春金代市长(右二)

 吴翠蓉馆长(左五)、郭景仁会长(右二)

郑金庆外事办主任(左五) 张瑞平副市长(右一) 张瑞平副市长(左二)与南安代表团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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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辛卯年八月初八(05/09/2011)

第 二 届 凤

山 文 化 旅 游 节

以 “ 弘 扬 凤 山

文 化 、 同 谒 广

泽 圣 王 、 共 享

太 平 和 谐 ” 为

主 题 ， 举 办 祭

典 仪 式 ： 宣 读

祭 文 并 按 传 统

礼制、仪规和地方标准，处理广泽尊王祭祀活动、

南安旅游商品展开馆仪式、“成功故里—中国

南安”旅游风光摄

影大赛开机仪式、

广泽尊王故事编撰

暨信仰民俗专家论

坛。入夜，诗山公

园举行“圣王缘。

农历辛卯年八月初十(07/09/2011)

早晨，吃过早餐后，整理行李离开溪美，南下厦门。

中午时分，出席福建省侨联主席王亚君为新加坡南安

会馆代表团而设的午餐宴。宴间，王亚君说，此次开席设

宴，主要是来看望泉州南安的各位乡亲，增进了解加强

联谊。今午，能够与各位乡亲欢聚一堂，共话家常，共谋

发展，至感荣幸。晚上，夜宿在社长的好友别墅。等待明

午，回返新加坡。

农历辛卯年八月初九(06/09/2011)

凤山文化旅游节的最后一天，庆祝活动有：欧

阳詹铜像揭彩仪式、诗山侨联换届暨海内外乡贤恳

亲大会以及开展南安一日游活动。圣王文化，融合

了闽南独特地理、历史、文化及泉州府儒释道三教

合一思想，尊崇弘扬广泽尊王“忠孝仁义”与“不

忘本”的传统美德。

午间，原南安市侨联主席谢淑惠，再次盛意拳

拳，特地携其公子与媳妇，一定要再度开宴宴请

两岸情”广场文艺演出。

南安艺文社一行人，应泉州市市委书记徐钢的

邀请，前往泉州大酒店，同徐纲市委书记共进晚

餐，举杯同乐。为感激徐钢书记在事务繁忙中，拨

时间同南安艺文社一行人友好交流，特地赠送由社

委张莱益画家绘作的一幅《突飞猛进》彩墨图，给

予徐纲市委书记留念。此次聚餐，一定会是旅程中

难得的动人记忆。

南安艺文社一行人，以尽地主之谊，让我们大伙深

深感动。而且，为了我们，谢淑惠还去到厨房同主

厨，商议弄数道较精致又健脾保胃的健康佳肴，提

供给我们用膳，可谓服务周到、用心良苦。

到了又是晚餐时间，由因明早要到厦门观光，

故社长决定今晚列为自由活动。黄子荧夫妇接受了

其亲戚的盛邀，李炳坤、白永祥和林祥文等三人，

偕同南安市外事办公室副主任李少芬及其夫婿，一

起共进晚餐，而社长也应南安工商局老友的邀请，

吃饭喝酒闲聊，轻松身心一下。

三明市政委林荣清(右四)

苏洪梅科员(前排左二)

吴再进名誉会长(右三) 徐钢市委书记(左二)

谢淑惠原侨联副主席(左二) 溪美区戴副书记(右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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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谊大会晚宴上的歌唱表演

南
安会馆一行五人在副主席陈亚荣乡贤率领

下，到菲律宾出席了9月16日至19日，在

马尼拉举行的第五届世界南安青年联谊大会。这届

联谊大会汇集了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香

港、澳门、台湾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南

安乡亲、南安青年及南安市在异地商会的代表。

马尼拉南安乡亲热情的款待，让我们这些从远

方来的客人有宾至如归感觉。新加坡虽然四面环

海、海产丰富，不过在马尼拉，我们餐餐都吃到各

式各样的海鲜。主办当局也安排与会代表，游览马

尼拉旧城区及当地最大的购物商场。

开会及游览之余，大会代表有幸地参与了菲

律宾凤山寺开光仪式及广泽尊王绕镜。绕镜队伍

一早在唐人区(Binondo)广场集合。阵阵轰隆炮声

中，圣公圣妈神轿抵达广场。过后，队伍浩浩荡

荡出动到唐人区穿街走巷，出席大会的各地乡亲

紧随其后。

绕境队伍所经之地，不乏好奇的民众夹道观

看，也有不少人摆了神案敬神。绕镜队伍包括华社

组织的龙狮队、南音社、戏班、菲律宾民族舞团及

从泉州请来的提线木偶戏班、台湾的三太子。沿途

炮声不绝于耳，十分热闹。当地华社从旧时就有组

织义务消防队的习惯，这次绕镜几辆华社消防车负

责开路殿后，真可谓威风凛然。

行至半途，队伍突然停了下来，只见一个身穿

黄色T恤、浅蓝色牛仔裤的壮年汉在各菲律宾南安

马尼拉市长(左三)也亲自参与圣王公绕境活动。

马尼拉 � 第五届世界南安青年
联谊大会见闻记

公会理事簇拥下，登上了载着圣王神轿的卡车，原

来他就是马尼拉市市长Alfredo S. Lim，亲莅并加

入绕镜队伍。市长作风亲民，一点架子也没有，队

伍所经之处不少市民以欢悦的笑容向他招手示意。

到了菲律宾南安公会大厦，圣公圣母及众神在

众人合力下给抬上设于顶层的凤山寺。众理事虽然

已经历一个早上的绕镜，不过他们还是耐心地调整

众神的摆列位置，十分用心，确保开光仪式顺利

进行。

当晚的大会晚宴，主办当局准备了精彩的表

演，菲律宾南安公会青年团团员唱出了脍炙人口的

《手牵手》及全运会主题曲《相亲相爱》，让我们

感受中华文化异地传承的成果。这次大会让我们认

识了不少国外的乡亲及新朋友，期待下次大会的到

来，大家重续乡情。

■ 洪毅瀚
作者(左)和陈亚荣副主席夫妇(左二及左三)、团员黄良眼、

梁肇礼(右一)合摄于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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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成利

南安先贤
与百年辛亥

在
中国福建省沿海县市中，南安可谓是耕地

少、人丁稀的多山县级市。南安有句家乡老

话：番平无人莫过番，朝中无人莫做官。所谓“番

平”指的就是南洋群岛一带。清朝以至民初时期，

由於大陆政局动荡、农田欠收、军阀崛起、战祸不

断、匪患丛生；加上苛捐杂税、土劣横行，民不聊

生，造成了移民潮，大批的南安人离乡背井，前往

南洋群岛(包括新马)谋生存活。

早在南安会馆创立之前，以海峡殖民地侨领薛

佛记三妹婿梁美吉(梁美记)胞弟梁壬癸先贤为首的

马六甲南安邑人，有感当年南下，曾于福建南安凤

山寺供奉的广泽尊王前，祈求香火随身而得以保庇

平安南渡。故在1836年，募捐建筑凤山寺于青山

亭之巅(据考究，就座落在今日丹戎巴葛地铁站附

近的华利路)。1924年4月13日，始由先贤林志义 

(林路)、王加禄、侯西反、王可术、梁衍芳、黄则

馨、洪神扶、吕德春、陈照士、张金荣、梁后宙、

李光前、雷亮荣、洪光腾、林箕菊、林有着、梁永

吉、傅芙蓉、李祥杰、王海水、梁少山等倡议发起

组织南安会馆，在水廊头凤山寺举行大会，并在

1926年安祥山购下五间两层店屋，以门牌59号充作

会址，其余四间则出租，以维持会馆的运作经费。

绿树掩映的晚晴园。      

可以这么说，新加坡南安会馆是间先有寺庙、后有

会馆的地缘性质的乡团组织，并成了南安邑群联络

与活动的基地，不但给了南安人精神慰藉，更是为

南安人排忧解难的地方，且进一步把家乡风俗文化

及特具的南安精神传播开来。

在当时风雨飘摇的大时代里，南安会馆的创立

确实在社会上，形成了一股坚强无比的力量。根据

史料记载，南安人参与辛亥革命、中国山东济南惨

案的声援、九一八与一二八事变的反日宣传、七七

卢沟桥事变的抗战声援，以及南安会馆邑群领袖在

南侨总会中所扮演的要角和贡献；与乎日军南侵，

不惜以会馆充当新加坡华人爱国团体的大本营，在

激起民族精神，保乡卫土等方面的作为，便可见其

一斑。尤其是林谋盛烈士所领导与日军斗争的殉国

志事，不仅为南安人之荣，亦乃新加坡历史上永不

磨灭之壮烈史绩，绝足以垂诸千秋而不朽。

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为了推翻满清政府封

建王朝，挽救民族危亡，争取中国的独立、民主和

富强。孙中山誓言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建立共

和政府。1905年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并

到南洋、欧洲、美洲设立4个支部，在海外积极广

泛地开展民主革命，为起义作准备，曾八次抵达新

李光前周献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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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坡，其中3次就住宿于晚晴园里，从那时期起，

晚晴园就成了孙中山反清的海外主要革命基地。新

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说：孙中山先生，一个改变中

国命运的人。印尼已故总统苏卡诺也说：孙中山先

生是历史上一位伟大的人物，他的功绩，不仅惠及

中国人民，也惠及全人类。1906年4月6日，中国

同盟会新加坡分会在晚晴园成立。新加坡同盟会首

领林义顺亲自笔录的《前星洲同盟会会员名录》

中，记载南安邑群领袖李光前、周献瑞曾是那时候

同盟会会员。在那个大时代里，李光前和周献瑞两

位先贤，亦是南洋华侨领袖中的重要人物，海内外

皆享有盛誉。

李光前(1893－1967)，又名玉坤，原籍南安芙

蓉(今梅山镇竞丰村)，出生于1893年10月18日(农历

九月初九)。根据〈马来西亚闽人创业史〉记载，李

光前幼年，跟母林合氏生活于芙蓉村。8岁丧母，

生活十分清贫且替人放牛以补贴家用。1903年随

其兄李玉麟(又名李引麒)，应其父李国专之命，南

渡新加坡。抵新之后，父子暂居同乡林路(林谋盛

烈士之父，著名建筑家)的店里作为栖身之处。李

光前初时，进入英印学堂和养正学堂(道南学校前

身)学习。1908年，得到中华总商会会长吴寿珍资

助，保送到中国深造。辛亥革命爆发，李光前热血

奔涌，剪掉辫子加入同盟会，投身于孙中山废除帝

制、建立共和的革命运动中。1912年，袁世凯查

封唐山路矿专门学堂，缉拿同盟会会员。李光前被

迫停学，取道上海，乘轮船返回新加坡。七七事变

后，南洋各埠华侨在新加坡组织了南侨筹赈总会，

由其岳父陈嘉庚领导下，积极援救伤兵难民工作。

每回的筹赈总会发动募捐或推销公债票，都常由李

光前和其挚友叶玉堆、同乡周献瑞等率先认捐一大

笔，以收宏效。除此之外，李光前和其弟李玉荣控

股的〈南洋商报〉，日日及时报道战情，颂扬抗日

军民的英勇事迹、控诉日军的罪行，在新马一带乃

至东南亚宣传抗日救亡，发挥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周献瑞(1887-1964)，祖籍南安美林人。幼年

在村中的私塾，熟读经史，深明大义，亲睹清政不

纲，国事日非，愤不能平，辍学从商。日后，毅然

加入同盟会，献身革命，筹集军需，受过中华民国

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颁给旌义状。1905年携眷南渡，

侨居星洲。1907年，出任星洲书报社议员。1913

年，任国民党新加坡交通部参议，1914年转任中华

革命党议员，继续为革命事业奋斗。1921年，由张

永福介绍，加入国民党，先后出任星洲书报社副总

理、同德书报社监督。周献瑞，在新加坡华人社会

中夙孚众望，先后受推任新加坡山东筹赈会董事，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咨议，国民党政府侨务委员会

委员。而后，也是黄河、豫陕甘、闽南等地水旱赈

灾委员会等慈善团体委员。历任新加坡华侨中学、

南洋女中、同济医院、中华总商会等社团董事。

在南侨总会的领导下，一场场轰轰烈烈的民众

抗日救亡运动在南洋各埠展开。为了有效地发动群

众，筹赈会组织了一批干练的人员四处去演讲，并

协助各区成立分会和联络站。所谓时势造英雄，在

这次热火朝天的运动中，福建帮里头出了四位擅长

于用闽南话发表通俗演说的健将，他们也都是南安

人，当时有南安四金刚之称号的周献瑞、刘牡丹、

侯西反及黄奕欢。 英殖民地政府对筹赈会政治影

响力的顾虑导致了周献瑞的同乡战友侯西反遭受遣

送出境。那时候筹赈会为了提高与发挥营运效率及

影响力，周献瑞、刘牡丹、侯西反、黄奕欢和刘毓

奇等人，在1937年9月发起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

队，作为星华筹赈会的外围组织，目的是厉行抵制

日货和打击汉奸。此举引起了英殖民地政府的高度

关注。

晚晴园在辛亥革命成功以后，人去楼空而沉寂

下来。后来，晚晴园卖给了印度富商，而印度富商

却经常外出不长住，晚晴园一度变成荒园。1937

年，周献瑞和李光前、陈延谦、李俊承、李振殿及

杨吉兆等人主动收购海外革命圣迹晚晴园，赠送给

中华总商会作永久纪念。1940年，国民党政府为

此颁给他〈见义勇为〉匾额。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

史上深具意义的民主运动，在政治上、思想上给予

中国老百姓和海外华人，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解放作

用。辛亥革命让民主共和的观点，深入人心。前贤

陈振亚曾说，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是相辅相成的，

而且能够肩负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为国家社会发

展的使命与任务，增强国民的向心力、凝聚力及归

属感。

1937年，本地六名华社领导人(右起)：李光前、李俊承、李

振殿、陈延谦、杨吉兆和周献瑞合资买下晚晴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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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更生美术研究会主办、南安会馆协办，于10月

14日在本会礼堂举行的《情系丹青书画作品

展 》开幕礼，堪称冠盖云集。

开幕礼首次邀得南安籍的我国内阁部长，即新

闻通讯暨艺术部兼环境暨水源部高级政务部长，也

是我会名誉顾问傅海燕女士主持仪式。

此外，前国务资政兼副总理暨国家安全统筹部

长贾古玛教授，以及来自土耳其、秘鲁、乌克兰、

南非、西班牙、韩国、委内瑞拉、墨西哥、意大

《情系丹青书画作品展》开幕礼冠盖云集

情系丹青乐融融

利和巴西等国家驻我国大使和他们的夫人及国家

艺术理事会高级顾问李泉香先生，也都应邀出席开

幕礼。

开幕仪式在裕青华乐团轻快的华乐演奏之后，

掀开了序幕。更生美术研究会会长陈钦赐乡贤、傅

海燕高级政务部长先后致词，语多勉励。一番颁赠

纪念品给出席嘉宾、赞助机构代表、协助的学校校

长等之后，开幕礼在筹委会主席，也是我会总务主

任黄诗评乡贤大锣一敲，部长和嘉宾联合主持剪彩

之后，正式宣布开幕。 

书画展的高潮是傅海燕高级政务部长、李泉香

先生的现场挥毫。傅海燕女士以‘书法更生’，而

李泉香先生则写下‘承

传发扬’表志。书画展

现场也安排了儿童集体

绘熊猫的活动。活动在

一片欢愉的气氛中，跨

入另一个年头。

12 � 南安会讯／第27期



一
行来自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地近五十人的

黄美莲乡贤的亲朋戚友，在黄美莲大律师精心

策划与安排下，于5月7日莅访南安会馆和凤山寺。他们

在上午九时左右先上凤山寺，聆听寺务秘书林隆基讲

解凤山寺的历史、特色、寺内左右侧曾是办学的南明

学校等事迹及广泽尊王的故事。

来宾们在寺庙殿堂，毫无宗教和种族的顾忌，

向广泽尊王上香祈福。此

外，也有人抽签，体会其

中的乐趣。他们过后在山

麓下和黄美莲乡贤拍照留

念，随后到会馆大礼堂聆

听陈奕福主席、陈建存乡

贤分别以华英语，介绍会

馆历史。

中 午 时 分 ， 在 用 膳

后，大伙齐上会馆二楼参

观新加坡南安历史走廊，

然后到南风阁出席由研究

暨传统文化顾问兼讲师的

陈渊源先生主讲华人奋斗

史。陈先生以幽默、风趣

的语气加上图片，系统化

地为来宾们讲述华人南

黄美莲乡贤一行人访古寺和会馆

五湖四海齐聚狮城
洞悉南安邑人事迹

来后的一些丰功伟绩、当时历史名人之间的嫁娶背

景、条件及在政治、经济等等因素下结合的婚姻型

态。除了讲座，主讲者还在南风阁外摆放了各姓氏

的族谱，让来宾们查阅。

对这批来自不同国籍的黄乡贤之族亲，当天的

活动堪称为文化历史，又能促进不同宗教之间的意

义不凡之旅，想必会终生难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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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三日，农历七月十四，凤山寺庆祝一年

一度的中元节，在我会广场举行盛大的祭祀仪式。

晚间则设盛宴及福物竞标活动。出席庆祝会的理

事、善信和来宾非常踊跃。

今 年 ， 筹 委 会 也 在 庆 中 元 的 前 一 天 ( 八 月 

十二日 )，在会馆礼堂呈献了一场由炉主梁桂龙、

副卢主张克土两位乡贤，连同陈炳全、王亚灿、魏

亚生、黄水牵、王春土、李庆章及卓三平七位乡贤

赞助的歌台助兴。此外，洪福成乡贤则赞助椅子、

电器及节目主持人的红包等开支。陈奕福主席及多

位理事都出席予以支持。

百年古刹迎秋月老少欢愉溢言表

■ 编辑室整编

南风阁歌友为来宾又唱又跳地表演。

南安讯息

2011年9月10日，南安会馆常务副主席陈亚荣为长男陈定

辉完婚，假圣淘沙名胜世界举行千人盛宴。当 晚嘉宾云集，喜

气盈门，应邀出席的会馆理事乡亲众多，非常难得的是六位历

届常务主席也都齐齐赴会了，为晚宴增添多一份圆满荣光，成

为南安佳话。陈亚荣乡贤 热心会馆，办喜事不忘公益，将部分

喜金赠予我会活动基金，谨致谢忱。

历届主席自左起：陈英来，林金福博士，陈亚荣

(晚宴主人)，李坤成BBM，拿督林金聪PBM，

陈奕福，黄国庆BBM

张克土乡贤主持祭拜仪式。

心怀感恩度中元

十月五日上午七点三十分，我国

名电影导演陈子谦先生拉队到凤山寺

拍摄内外景。整个拍摄历时三句钟。

陈子谦导演是应新加坡国家古迹

保存局之邀，到我寺取景，为古迹的

保存献心力。

《老地方》摄制队在凤山寺

殿堂拍摄。

《老地方》续集到凤山寺取景

陈子谦导演在现场指挥摄制工作。

 陈亚荣常务副主席娶媳妇

历届主席 婚宴喜相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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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九日，修复后的凤山寺庭院迎来第一个中

秋节。中秋节庆祝活动又回到久违了的凤山寺，南

安邑人无论男女老少，喜悦之情尽写在脸上。

当晚，陈奕福主席致词之后，提灯领着孩童绕

凤山寺，然后到寺庙殿前向广泽尊王上香祈福。

今年的《古寺迎月》中秋联欢晚会由我会青年

团筹划，就连节目司仪吴欣怡小姐也是青年团秘

书。节目除了传统的提灯、猜灯谜游戏之外，以孩

童的角度设定节目内容，尽量做到轻松逗趣又具亲

子及娱乐效果。

其中，最令人乐翻天的游戏是，在剥柚子的游

戏中加插以柚子皮和报纸等材料，为参赛的孩子 

‘打扮’，然后让出席的来宾评选胜出者。参赛孩

童的家长都尽力地在限时内，将孩子装扮得逗趣、

可爱一番。

有歌有舞，有逗趣的游戏，还有益智的猜灯

谜，当然更少不了美食，不过，最重要的是，让大

伙把欢乐带回家。中秋晚会在一番欢歌笑语之后，

终于晚间十点左右欢愉落幕。



南安讯息

会员动态

陈益源教授在阅读玄

天上帝简介文字。

陈益源教授和寺务秘

书林隆基合照留念。

陈益源教授和许原泰博士合摄。

在我国国立大学中文系访问研究学者许原泰博

士陪同下，台湾国立成功大学中文系陈益源教授，

于10月5日，下午三点依约前来凤山寺参观、访问。

陈教授是趁到新加坡和国立大学学者进行学术

交流之际莅访凤山

寺。他表示来我国

之前，便已决定非到

凤山寺参观不可。当

陈益源教授看到我寺

也供奉玄天上帝时，

便趋前去拿起其简

台湾陈益源教授对

新加坡的印象从凤山寺开始

介说明细读，然后拍照，似有回到台南的鹿港家乡

般的亲切。因为，他说，鹿港的庙宇以供奉玄天上

帝为多。

结束访问之前，陈教授对寺务秘书林隆基诚挚

地说出一番意义深长的话 ：“由于时间短促，除了

凤山寺之外，我什么地方都没去。你们做得很好，

让我留下第一个印象。我对新加坡的第一个印象，

也就从参观凤山寺开始。”

往生会员 / 往生受荫人
往生会员  会员家属

林亚兴

叶金水

卓志明令祖母梁须
李彦佃令祖母郭玉英   
陈来兴令尊陈都白
王清田令尊王水斗
王丁山令堂卓芙蓉
林义南令堂萧亚细
林连勋令堂谢乖
吴文溪令堂叶秀炳
黄荣基令堂阮串治
张克荣、张克民令堂林秀叶
吴春育令伯母王妥治
梁桂德令岳母林亚市
潘扬会令德配萧丽娟
吴海岸令德配陈美丽
廖渊山令德配、廖渊庆令兄嫂卓凤玉
方水源令德配、李斯期令胞姐李金花

我们谨以最沉痛的心情

哀   悼
            

      

  
本会馆荣誉委员

叶金水乡贤 往生

新加坡南安会馆、互助会、青年团
及全体理事

同敬挽

歌海、旗海将于8月7日晚间6时45分，在大巴窑建屋发展局中心广

场举行，连办了五年的《爱国歌曲大家唱》活动，交织出一幅歌舞升

平的情景。

据知，这个由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主办的活动，受到我国宗乡

团体热烈响应，而移到较宽广的大巴窑建屋发展局中心广场举行。

今年,包括我会歌唱队在

内，共有十八个会馆的歌咏

队、学校合唱团近四百人参与其盛。每个团体献唱两首六七十年

代耳熟能详、受人欢迎的歌曲及一些在国庆日上表演的爱国歌曲。

本届《爱国歌曲大家唱》，很荣幸地邀得李显龙总理为大会主

宾。在致词时，李总理打趣地说，除了卡拉OK之外，这个活动已

经改变了世人认为新加坡人只会唱国歌的不正确看法。

第五届爱国歌曲大家唱歌舞升平大家唱

台上唱歌，台下跳舞，是本会代表团的特色

李显龙总理与民同唱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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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加坡宗乡联合总会社会事务组副主任梁端

PBM女士，在讲话时如此道出了该小组主办

新移民‘会馆走透透’活动，到访我会及凤山寺的原

因和背景。

10月30日，十来位新移民在梁女士和组员的率

领下，在下午两点莅访会馆。他们先在李成利博士

导览下，参观设在我会二楼的历史走廊，对南安人

的奋斗和贡献，先有个初步的印象。

然后，大伙到南风阁出席讲座，分别听取监察

委员陈建存PBM乡贤、李成利博士及洪毅瀚乡贤，

讲解会馆组织和活动、南安人奋斗史及凤山寺的历

史和特色。他们风趣、精彩及图文并茂的讲解，使

出席的新移民听得津津有味。

陈建存乡贤说早期的新移民南来时，是手提一

■ 林隆基

个包袱就如此地‘过藩’，而现在的新移民则是衣

冠笔挺地移民海外，勾勒出不同时代移民的不同际

遇。他也以我会的活动照片，向来宾们指出今天的

会馆不再是老年人聚会的场所，显示南安会馆越来

越年轻化。

讲座开始前，陈奕福主席致欢迎词时，向来宾

指出南安会馆先有凤山寺，然后才有会馆、早期庙

宇为从南安移民我国的乡亲排忧解难的角色及后来

由会馆取而代之的过程。

来宾过后上凤山寺参观，并在寺内寻找洪毅瀚

乡贤于主讲凤山寺时，所设的五个游戏中的雕刻、

文物，其乐也融融。结果，新移民之一的吴禧 小

姐、社会事务组副主任梁端女士找到相关的文物、

雕刻，而获洪毅瀚乡贤颁予奖品。

新移民和我会理事、主讲者等在凤山寺前留影。

南安讯息

新移民访会馆及凤山寺
了解南安邑群历史文化

“新加坡是个移民社会。移民当中以福建人占多数，而福建移民中又以

南安人居多。所以，我们安排在今天走访南安会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