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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会自 2011 年 1 月起的每个星期天，在《联合早报》设立了“经典语录”星期天

专栏，由孔子基金会赞助，以儒家经典为主，兼采众家，荟萃精华，以聖贤智慧陶冶

人心、感化世风。从 2018 年 3 月开始，转由长城集团赞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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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至聖先师孔子 2569 聖诞曁孔教会 104 周年庆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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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贤介绍 

17  孔教会前会长黄奕欢先生生平介绍 

20  先贤林文庆纪念堂增版 

人物专访 

22  会长郭文龍先生 

24  会务顾问徐祖燊先生 

26  董事耶亚华先生 

青年团/会员活动 

27  与会长茶叙 

27  2018 年孔教会新会员 

28  萃英读书会 

30  马六甲文化之旅 

社会事务活动 

32  国大暑期班学生、海南省老师来访 

32  中山大学与厦门大学学者来访 

32  参观延庆寺 

33  大陆、香港国学专修班同学来访 

33  上海轩升企业紫轩书院来访 

33  香港法住文化书院同学来访 

会员联谊 

34  2018 年新春团拜活动报道 

36  珠海苏州上海行 

37  活动预告                                                             

 

        南洋孔教会经历了百年风雨，跨世

纪的坚持。如今，内外环境都已改变。

从内部来讲，我们已经拥有新的会所，

也确立了作为本地一个活跃文化团体的

社会形象；从外部来讲，中国大陆儒学

正在复苏，新加坡社会也已迈入“后李光

耀时代”。在这种新局面、新形势下，我

们应当如何开展儒学事业？ 

        带着这个问题，我们在年初组织了集思营。经过集思广

益，我们确定以“为往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理念，以

“忠孝仁爱，礼義廉耻”为核心价值观，以“引领新加坡迈向一

个和而不同的儒雅社会”为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

将精心策划会务活动，积极培养具有理想与使命感的年轻一

代，让优良的文化得以永续传承。 

        过去一年，我们在会务活动、青年团建设两个方面都取

得了可喜的成果。在会务活动方面，我们积极开设儒学课

程，主办儒学与基督教的文明对话，以及中华儒释道的论

坛，为修读儒学与中国哲学的学生提供奖学金，对社会重大

课题上积极回应；在青年团建设方面，继续每月举办萃英读

书会，并选举了新一届青年团团委。 

        明年是新加坡开埠两百周年，中国五四运动一百周年。

在这个历史节点上，我们将回顾历史，主办活动给予回应。

切实贯彻集思营的“为往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念。

我们也真诚期待更多有志之士，加入我们的团队，为实现

“引领新加坡迈向一个和而不同的儒雅社会”而努力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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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裕尼 | 摄影：洪贝贝 

        2018 年 1 月 14 日星期天的早

晨，我离开城市的喧嚣，迎着早晨

温暖的阳光以及空气中带着一丝清

新的凉意，来到坐落于距离樟宜村

小贩中心只有 5 分钟路程的樟宜村

酒店（Village Changi Hotel），出

席了由南洋孔教会主办的集思营活

动。 

        集思营，顾名思義，是集思广

益；孔教会希望通过此活动，让每

位董事能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自己

所肩负的重任。大家群策群力、众

志成城地为孔教会未来的会务发展

出谋献策，制定长期活动计划。 

        此次集思营除了董事外，也扩

大给青年团员和名誉会长、名誉董

事等参加；获得大家的踊跃支持，

共有 29 人出席。 

        集思营主席是郭文龍会长，主

持人是王国华副会长。 

        活动的开始，请来了名誉董事

林纬毅博士（中国华侨大学客座教

授、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研究

员），就“新加坡孔教的时代任务，

从孔教体制的社会规范”给大家做报

告。林博士将孔教会历届会长在当

时的时代背景下，任期内所扮演的

角色与任务做了一个梳理；并将现

任会长郭文龍所领导的班子，定義

为“建立体制和规范的时代”。 

        接下来郭文龍会长给大家作 

 

“南洋孔教会十年的回顾与展望”报

告，内容包括：会员人数与资金、

活动回顾、2007 年以来举办之课

程、出版刊物、合作的团体、出席

的政府官员、委任的学术顾问、会

务顾问、名誉会长及名誉董事、现

届董事会情况、孔子基金会、青年

团、孔诞庆典、先贤林文庆纪念堂

及对未来的展望。 

        在活动进入分组讨论之前，由

主持人王国华副会长给大家说明集

思营的目标、流程及讨论方式。 

        首先，通过 SWOT 强弱危机综

合分析模式找出孔教会的“优势”与

“劣势”之处；进而探讨孔教会所面

对的“威胁”（风险）及“机会“，过后 

2018 年 1 月 14 日 

拟定孔教会理念（Philosophy）、

核心价值观（Core Values），草拟

愿 景 （ Vision ） 、 使 命 宣 言

（ Mission Statement ） ， 谋 求 共

识。然后分组进行讨论，制定策略

重点方向，并给出具体目标及活动

项目。 

        在分组讨论及各组代表分享心

得结束后，由郭文龍会长进行总

结。郭会长认为今天的讨论很有价

值，看到大家热烈的参与，激发出

思想的火花，拿出很好的点子；大

家在讨论中有更多的认识，培养了

更深厚的感情，非常难能可贵，并

对大部分的讨论结果感到满意和充

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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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孔教会宗旨 

理念 

“为往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价值观 

忠孝仁爱，礼義廉耻 

愿景 

引领新加坡迈向一个和而不同的儒雅社会 

使命 

通过精心策划的会务及活动，学而时习、修己及人、知行合一、与时俱进； 

积极培养具有使命感的年轻一代，传递薪火、永续发展。为实现我们的理想与愿景而努力奋进！ 

 

        郭会长也感谢王国华副会长精

心策划了这个集思营。在孔教会的

发展史里，可以说是具有里程碑意

義的；将来孔教会所取得的成果将

与今天的讨论相关联。 

        集思营在大家热烈的参与下于

5.15pm 圆满落幕。 

 我们今天的讨论很有价值，激发出思想的火花。

在孔教会的发展史上，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将

来孔教会会务若能有一些成果，跟今天的讨论是

有密切的关系。在讨论的过程中，彼此之间也有

更多的了解，培养更深厚的感情和共识，为我们

未来团队的合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目前孔教会的会员人数，比我 11 年前接棒时多了

几倍；但相对于会务的需要，严格说还是不够多

的，但是团队不在多而在精。我们要的是一个凝

聚力强、具有很高理想性和纯粹性的团队，要建

立这样一个团队，首先要提升每一个人的素质；

人的素质提升了，社会才能和谐和优雅，这是我

们的使命。我们正朝这个目标前进；过去的 103 年

只是一个起步。 

 我们都知道，军队是具有强大的战斗力和纪律；政党

必须要有动员群众的能力和明确的斗争目标；宗教团

体都拥有很崇高的信仰和奉献精神，这些组织都各具

特色。孔教会作为一个儒学团体，也有自己的使命和

信念，怀抱忧国忧民的情怀，要为往聖继绝学，要为

万世开太平。既能成理，亦能成事。 
 
 我感到欣慰的是，目前孔教会在新加坡可说是一个比

较活跃的团体，能够为新加坡社会的人文建设做出贡

献。我们都以身为孔教会董事为荣，都对自己有很高

的要求。因为我们没有私心，只有真诚；都是为了自

我提升，自我完成，有了内聖的修养，才能开出外王

的事业，有所传承有所开创。我们的一切努力，只是

在向历史交待，孔教会的不朽在永恒的历史中…… 
 

郭文龍会长集思营活动总结发言（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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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3 月 3 日 

        2018 年 3 月 3 日，南洋孔教会

在富丽华城市中心酒店举办了“儒家

与基督教信仰”系列第二次讲座。本

次讲座的主题是“孔子的‘和’与耶稣

的‘爱’在多元社会中的意義”，由锺

志邦教授主讲。此前，南洋孔教会

已经于 2017 年 10 月 21 日主办了第

一次“儒家与基督教信仰”讲座，讲

题为“儒家与基督教信仰：不是对

立，而是对话”，出席者非常踊跃，

报名爆满。应听众要求，本会特邀

请锺教授举办第二次讲座，以鼓励

国人能够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

吾幼以及人之幼，服务牺牲，大同

博爱，共享天伦”作为我们多元文化

社会的宏愿。本次讲座由陈延谦基

金和颜拱枫长老基金赞助，由喜耀

文化学会协办，并获得文化、社区

及青年部的支持。近 500 人出席了

本次讲座。 

        郭文龍会长在开场致辞中 表

示，世界各大宗教与文明尽管词汇

不同，但价值相通，应该各美其

美，美人之美。宗教的共同旨意都

是帮助人们与磨难作斗争，与人性

的阴暗面作斗争，具有许多共识。

我们举办宗教与文明对话，目的就

是增进彼此的理解，越理解，才能

越宽容。会议主席郭振羽教授则回

顾了自己与锺教授几十年的友谊，

高度评价了锺教授所取得的成就。

这无疑能够增加听众对锺教授的了

解，为本次讲座奠定了理解、和谐

的基调。 

        锺教授首先分析了新加坡人口 

 

与宗教现状，指出新加坡作为一个

多元文化社会的事实。他指出华族

基于儒家文化，自古以来，对待宗

教最为宽容，这原是华族文化的一

大优势。相比之下，基督教和佛教

则较有宣教的传统。这固然是出于

信徒的喜乐与责任感，但在一个多

元文化社会，必须兼顾宣教的敏感

性。《新加坡宪法》第 15 条保证新

加坡的宗教自由。同条第 1 款指

明：“每个人都有信奉、实践和宣扬

自己宗教的权利。”新加坡宪法保障

宣教的权利，但宗教是比较复杂、

敏感和难以处理的。在恐怖主義的

威胁下，要妥善处理宗教之间的“和

谐”就更不容易了。然而，多元文化

若是得到妥善处理，是可以多姿多

彩的。孔子的“和”与耶稣的“爱”在多

元文化社会中特别有意義和需要。 

        其次，锺教授阐述了孔子的 

 

文：毛朝晖 | 摄影：洪贝贝 

“和”。孔子在《论语》既讲“和为贵”

（《学而》篇），也讲“君子和而不

同 ， 小 人 同 而 不 和 ” （ 《 子 路 》

篇）。而《聖经》也提到“好撒玛丽

亚人”，表彰了不同宗教之间的包

容。像新加坡这样的多元社会，各

族群、宗教和文化之间的“和”是最

基础的，即孔子所说的“和为贵”。

但“和”与“同”有很大的区别。要是人

人都“相同”，多元社会就会失去它

多姿多彩的特色和魅力。而“小人”

是可以“同而不和”的，只有“君子”才

会“和而不同”。积极的来说，“不同”

才会保持一个社会的“多元”，让社

会显得多姿多彩。可是，多元社会

要达到“和而不同”，就必须先有“容

忍”（tolerance）。不过，“容忍”只

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而已；它本身

是“消极”的。不同族群或宗教倘若

只是“容忍”对方，就会很悲哀了！ 

 

 

讲主题：孔子的‘和’与耶稣的‘爱’在多元社会中的意義 

主讲者：锺志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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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天伦歌》所表达的崇高理想，

可说是结合了孔子和耶稣的伟大精

神。 

        在答问环节，一位听众问耶稣

是不是上帝的儿子？洪秀全是不是

上帝的第二个儿子？锺教授回答：

基督教肯定耶稣是上帝的儿子，犹

太教则认为耶稣是亵渎者。洪秀全

自称是上帝的第二个儿子，他对基

督教虽然有所了解，但不全面。另

一位听众问基督教排外吗？锺教授

回答：基督教也提倡宗教宽容。但

是，有一些基督徒喜欢宣教，这可

能会让一些其他宗教信仰的人士感

到自身的信仰被排斥。这些基督徒

是出于自身的喜乐和责任感，但处

在一个多元社会中，他们对宣教应

该更敏感， 以免造成不“和”。 

        讲座于下午 5 点圆满结束。 

 

比较成熟的族群，宗教和文化之

间，应该从消极的“容忍”，进一步

达 到 “ 互 相 理 解 ” （ mutual 

understanding ） 和 “ 互 相 接 纳 ”

（mutual acceptance）以及“互相尊

重”（mutual respect）。 

        锺教授也指出孔子和耶稣还期

望人类可以追求一个更高的境界，

那就是孔子所说的“仁”或耶稣所说

的“爱”。孔子认为“仁”者必须做到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这个待人

之 道是基 于“ 爱” 他人的 考虑 和动

机。这与耶稣“爱人如己”和“爱邻舍”

的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的。“爱仇敌”

可说是耶稣对人最高的要求了，也

许只有“聖人”才能达到这个最高的

境界。若人人都能以孔子的“和”与

耶 稣的“ 爱” 待人 ，就很 难能 可贵

了。锺教授最后带领大家合唱《天

伦歌》，以此结束本次讲座。他认 

 

 “ 孔子认为“仁”者必须做到“己

所不欲勿施于人”，而这个待人

之道是基于“爱”他人的考虑和

动机。这与耶稣“爱人如己”和

“爱邻舍”的思想基本上是一致

的。 

        ——锺志邦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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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朱佳 | 摄影：洪贝贝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

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

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

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

之谓大丈夫。” 梁燕城教授引用孟

子的话作为他心目中的最高人格标

准。并在演讲后分享他对中国大陆

贫困地区失学儿童及困难家庭的支

持与帮助，进一步体现出梁教授对

于这一最高人格的坚守与践行。 

        梁教授的演讲内容及思路主要

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现代社会“生病”了！梁教授列

举了由诸如自我中心主義，后现代

文化中的狂欢主義，性解放运动，

极端自由主義等等所引发的现代社

会病症：主要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例

——暴力罪案增加，私生子增加，

离婚率上升，青少年自杀率上升，

等等。 

二、基督教教義中对于末世的预

言。梁教授认为很多目前的社会问

题其实在基督教的教義中早有预

言。但似乎没有有效的应对之道，

这也可能是为什么梁教授的文化更

新将重心更多地放在了中国。用梁

教授自己的话说那里还有文化更新

的可能，而西方社会早已无药可救

了。 

三、科学，尤其是自二十世纪初开

始的物理学重大发现：爱因斯坦的

广義相对论，波粒二象性，量子物

理，测不准原理，宇宙大爆炸理

论，奇点理论等等。因为目前的物

理学研究尚未成功地将广義相对论 

 

和量子物理理论统一在一起，所以

就会有一些看似匪夷所思的理论无

法通过牛顿经典物理来阐述。这些

最新的科学发展恰恰证明了上帝的

存在，证明了基督教教義的合理与

神聖。其实笔者认为纵观人类发展

史，此类现象层出不穷。当古人不

理解天气现象时，就会认为冥冥中

有神灵左右天气。从地心说到日心

说再到牛顿经典力学，科学的不断

进步拓展着人类的视野。每当新的

理论无法用现有的理论和知识加以

解释时，人们很容易就认为是论证

了上帝或神的存在。即便是训练有

素的科学家都可能难免有此疑惑。

梁教授有这一论证，是可以理解

的。 

四、梁教授对儒学的体悟：“我修养

儒学，反省内心对人间苦难有一不

止息的恻隐与悲悯，这是人的仁

心，由此知人有灵性，尽人心性可

知由天而来，原是‘天命之性’，体悟

其根源是宇宙的仁爱本体。”梁教授

多次引经据典阐述了他对“仁”的理

解，以及上文提到的孟子的那段

话。然后梁教授又提到了“命”这一

概念，最后说到“天人合一”。通过

对这三个儒学中重要概念的理解，

梁教授为儒学和基督教找到了共通

点。在梁教授看来儒家的“仁”类似

基督教的爱；孔子口中的“命”类似

上帝的主宰；“天人合一”类似基督 

徒与上帝的感通。 

五、最后梁教授为大家分享了一段

感人的视频——文化更新组织在大

陆贫困地区的扶贫助学工程。梁教

授在身体力行着他心目中的最高人

格。通过每一位志愿者的仁心仁爱

将福音带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 

笔者深受感动，不由地想起儒家的

重要理念“知行合一”。如何应对个

人的成长，生活的挑战，以致社会

的矛盾，光靠“知”是远远不够的，

传承儒学的人更应该去“行”。去面

对挑战，积极实践，并影响更多的

人一起进步成长。梁教授的“行”让

我们肃然起敬，也带来了启发。 

        在此，笔者也有一些想法。在

科技和经济的大力驱使下，现代社

会已经逐渐甩开了传统宗教及西方

启蒙运动以来的唯心主義哲学流

派。不止是西方发达国家，即便在

发展中国家，我们也能看到梁教授

提到的那些社会问题。那么我们应

该如何来应对呢？注重个人成长修

行的儒家思想可能是现代社会的一

剂良方——儒家思想与科技进步不

抵触，与多元文化不冲突，相反还

能包容。让我们好好体悟儒家的精

髓，然后走入社会，走到问题的中

心，通过实际的项目解决生活中的

矛盾和问题。引领更多的人们一起

迈向一个和而不同的儒雅社会！ 

2018 年 6 月 2 日 

讲主题：仁心、天道与上帝 

主讲者：梁燕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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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cture on Confucianism and Christianity (3): 
Benevolence, Heaven, and God 

        On 2nd June 2018, the third and final lecture in an ongoing series on Confucianism and Christianity was held 
in the ballroom of Furama City Centre Hotel. The guest-of-honor, Mr Baey Yam Keng, Senior Parliamentary 
Secretary for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Community and Youth and Ministry of Transport, is no stranger to the NCA 
lecture series as he previously attended a lecture in the series on Confucianism and Islam. Mr Baey conveyed the 
strong support that the MCCY had for NCA’s continuing effort to bring different cultures together and expressed 
his hope for more such events in the future. The topic of the lecture was “Benevolence, Heaven, and God” and 
was delivered by Dr. Thomas In-Sing Leung. Graduating with a PhD from University of Hawaii, as well as an 
M.Phil. and B.A. from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Dr. Leung has served as an academic in Mainland China, 
Hong Kong and Canada. The lecture was chaired by Professor Li Chenyang from NTU Philosophy Department.  

        Dr Leung began the lecture with what he thought were the problems we face in today’s world that lead us 
away from world peace. The first problem is the problem of postmodernism. Dr Leung argues that postmodern 
ideas espoused by Jean-François Lyotard and Jacques Derrida resulted in the dumbest generation full of ego-
centric people who believe that they separately co-exist from others and the only thing that matters is their own 
pleasures. The second problem is capitalism and financial crisis. The myth of the financial market is that of a 
treasure chest, that it will automatically increase its value as long as funds are invested in the market. The third 
and final problem in today’s world is the chaos in Middle East, a seemingly never-ending conflict between people 
of different faiths. In light of all these problems, Dr Leung believes that traditional ideologies like Confucianism and 
Christianity can salvage us. However, the question remains: are Confucianism and Christianity compatible? 

        Dr Leung explains that Confucianism is indeed compatible with Christianity. The issues that Confucius 
originally reflected upon, the breakdown of the Zhou social order, ritual and music (礼崩乐坏), inculcated in him a 
sort of moral consciousness in crisis: a commitment to doing the right thing even when everyone else was not. 
Mencius, expanding on Confucius thought, explained this moral consciousness as part of our human nature and 
argued that human nature is good because it is grounded in a moral Heaven (天): Dr Leung calls this the ontology 
of compassion. It is from this ontology of compassion that Dr Leung found a way to bridge Confucianism and 
Christianity. If Heaven can indeed be described as moral or compassionate, then we can see Heaven as not just 
a god, but a personal god that is communicating with us and guiding us through our human nature to act according 
to its divine will. In other words, the Heaven that Confucius and Mencius described is like the God in the Bible.  

        Although Dr Leung is committed to the view that Confucianism is compatible with Christianity as explained, 
he maintains that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ideologies. The main difference is the concept 
of sin and redemption through the grace of Jesus Christ, which is a core tenet of Christianity that has no counterpart 
in Confucianism. As a converted Christian himself, Dr Leung sides with the bible on this matter, although he still 
believes that Confucianism has a lot in common with Christianity. Dr Leung finally concluded his lecture by saying 
that the core message of both Confucianism and Christianity is to learn how to love others first, especially those 
who are suffering and are worse off than us. This is not something that Dr Leung merely believes and preaches, 
but something that he practices in his life. As the President of the Cultural Regeneration Research Society, Dr 
Leung has provided financial, and most importantly emotional aid to countless people.  

        Dr Leung’s lecture, while enjoyable, informative and inspiring all at once, leaves unanswered questions. 
There are two approaches we can take to the issue of whether Confucianism and Christianity are compatible. The 
first approach is to see if a fully committed Confucian can accept Christian ideas. Dr Leung, who grew up in a 
Confucian environment was eventually so taken by Christianity that he converted to Christianity, while still 
preaching the Confucian message of benevolence. His lecture, and indeed his personal experience demonstrate 
that the answer to this question is “yes”. The second approach to this issue is to see if a fully committed Christian 
can accept Confucian ideas. Historically, the Chinese Rite Controversy that culminated in Pope Clement XI’s 
decree forbidding Chinese converts to carry out ancestor worship shows that Christians can sometimes be 
unwilling to accommodate Confucian values and rituals. From Dr Leung’s lecture as well, it seems that although 
he thought the teachings of Confucianism is valuable, his final position is still a Christian one. In other words, we 
can see Dr Leung as a “Confucian Christian”, but can we imagine there be a “Christian Confucian”?  

        These unanswered questions show that the process of cross-cultural dialogue is far from over, and we should 
continue to support efforts like the NCA lecture series to foster stronger ties between different communities from 
different cultures in Singapore. In the words of NCA Vice-President Mr Ong Kock Hua and Council Member Mr 
Jaffar Kassim, who delivered the welcome speech for the morning and afternoon sessions respectively, the aim 
of cross-culture dialogue is to help us move from mutual tolerance (相互忍让) to mutual understanding (相互了

解), and hopefully to mutual appreciation (相互欣赏). 

Written by Jeremy Huang Zu J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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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明不应该冲突，冲突就不文

明，冲突是权力的冲突……。从筷子

和叉子的应用，比喻事务不能混为

一谈，而是两套完全不同的思想观

念。您听过这样灵活比喻、形象生

动，又接地气的演讲吗？这是由新

加坡南洋孔教会主办，喜耀文化学

会协办，陈延谦基金赞助的《陈延

谦 人 文 讲 座 —— 中 华 儒 释 道 论

坛》，论坛于 2018 年 9 月 9 日（星

期日）下午在莱佛士城会议中心 4

楼举行。 

        新加坡南洋孔教会多年来举办

过不少讲座论坛，之前举办儒家与

回教、基督教信仰的文明对话系列

讲座，都很受欢迎，均有几百位公

众人士出席，这一次的讲座更是有 

 

文：沈芯蕊 | 摄影：陈沁巧 

2018 年 9 月 9 日 

汇在每个华人的思想行为中，日用

而不自知，成为我们安身立命的根

基和共同的精神家园。” 

        林安梧教授首先以《儒道佛对

21 世纪人类文明的可能贡献》为题

开讲。从融通到关于话语权的问

题，儒道佛深层的意蕴：生生不

息，如如自在。最后林安梧教授

以：《道言论》的意義，“道显为

象、象以为形、言以定形、言业相

随、言本无言、业乃非业、通归于

道、一本空明。”总结他的演讲。林

教授的演讲中使用很多生活化的比

喻，触类旁通，让大家得到了很多

启发。 

         另一位主讲者陈玉玺教授以 

 

讲    题：论儒道佛对 21 世纪人类 

               文明的可能贡献 

主讲者：林安梧教授 

讲    题：儒释道的天人观 
主讲者：陈玉玺教授  
 

约 500 人参与。此次讲座探讨中华

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儒释道”，探

讨敬天爱人、仁民爱物，作为宗教

实践的内涵，由此申论儒家的天、

佛家的真如与道家的道；以及对儒

道佛三家思想之融通及其对后现代

化之后社会的贡献做进一步的阐

述。 

        主讲者分别是：台湾中央大

学、台湾元亨书院院长林安梧教

授；台湾佛光大学宗教研究所名誉

教授陈玉玺。论坛主席是新加坡国

立大学中文系王昌伟副教授。 

        南洋孔教会会长郭文龍先生在

致辞中说：“中华传统文化包含了儒

释道思想，儒释道的价值观已经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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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释道的天人观》为题进行讲

解，首先探讨儒教是宗教吗？然后

阐述儒释道的本体论天地人一体；

最后讲解天道与人道价值的实践。

陈玉玺教授总结说：“我们讲儒释道

的天人观，必须把天道之‘诚’实践于

人间，即实现天道的无我无私、真 

 

实无妄和仁爱纯诚，代替自私、虚

伪和贪婪；并且恪守作为天地正道

的中道生活方式，注重物质与精神

价值的平衡发展，才能解救现代社

会日趋严重的道德崩坏和精神病

态，并且挽救生态环境破坏导致人

类自我毁灭的危机。”偈曰：“守中 

 

存诚，心地无非，何劳持戒？敬天

爱人，慈悯不伤，自然合道。”陈教

授的演讲内容丰富，饱含哲理，让

听众们获益匪浅。 

        讲座在问答时段，气氛热烈，

来宾踊跃提问，也感谢孔教会举行

这样有深度的论坛活动。 

中华传统文化包含了儒释道思想，

儒 释 道 的 价 值 观 已 经 融 汇 在 每 个 

华 人 的 思 想 行 为 中 ， 日 用 而 不 

自知，成为我们安身立命的根基和 

共同的精神家园。 

                         ——郭文龍会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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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冯少明 | 摄影：陈沁巧  

        南洋孔教会于 2018 年 10 月 6

日在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举办

了至聖先师孔子 2569 周年聖诞暨本

会成立 104 周年庆典活动。教育部

兼人力部高级政务次长刘燕玲受邀

担任活动主宾；中华人民共和国大

使馆文化参赞阙小华先生和台北驻

新加坡代表处戴辉源副代表是座上

嘉宾，近 350 位新加坡各界人士及

会员欢聚一堂，共庆孔诞盛典。 

        今年的庆典主题为“礼”，舞台

上掛的对联“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

命，要在能传绝学；以聖贤兴教，

以礼乐兴邦，期于可致太平”是由会

务顾问、新加坡著名书法家徐祖燊

老先生书写，董事兼青年团团长毛

朝晖博士撰。 

2018 年 10 月 6 日 

母》，前者由蔡一平先生欣赏支

持。 

        今年的庆典晚宴节目格外丰富

精彩！首先是华文教师朗诵艺术学

会的诗词朗诵，由范文娟老师古筝

伴奏，李洋老师朗诵《游子吟》和

《你是人间的四月天》。再来是喜

耀合唱团的合唱《生之歌》和《风

骨》。最后是公用事业局俱乐部华

乐团带来《欢乐的晚会》和《丰收

歌》，以及陈玉华先生独唱《在希

望的田野上》和《骏马奔驰保边

疆》。庆典在孔教会印度族董事拉

维·沙尔玛先生的致谢辞中圆满结

束，他的标准北京腔让来宾们钦叹

不已。 

        庆典司仪是青年团孔青青及冯

少明。郭文龍会长在致辞中祝贺全

体来宾聖诞节快乐！社会和谐安

详，人人幸福安康！ 

        庆典上，举行了庄严肃穆的祭

孔典礼，由郭文龍会长担任主祭。

此外还颁发了一年一度的“黄马家兰

儒学奖” 及 “陈延谦中国哲学奖（高

级学位）” ，共有 28 位来自新加坡

国立大学、南洋理工大学以及新跃

社科大学的优秀学子获奖。获奖学

生代表胡建萍同学和邓胜涛同学也

与大家分享他们的学习心得。 

        庆典上，全方位艺术家黄新本

先生捐助南洋孔教会義卖两幅水墨

画 ： 《 渔 人 献 鱼 》 和 《 弃 官 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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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燕玲高级政务次长致辞稿（摘录） 

        今年的庆典主题是“礼”，“礼”在儒家思想的体系中有非常

重大的意義。……。孔子说：“不知礼，无以立”，你不知道礼

貌，不知道怎么做人，其实很难立足的意思。另一个语录：“非

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也很重要。“礼”贯穿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指导我们的品德规范，确保社会能够和

谐发展。 

        我今天代表人力部，也代表教育部。新加坡中小学的品格

与公民课程中也向学生灌输“礼”的重要性。……课本上，我们教

导学生要尊敬自己、尊敬家人、尊敬他人，根据道德原则做出

选择，不能我行我素；做人要有原则、有规范，珍惜新加坡多

元种族的特性，促进社会和谐与凝聚力。 

        南洋孔教会自 2016 年 6 月开始，连续主办三场《儒家与

回教》讲座，三场《儒家与基督教信仰》讲座；上个月举办了

一场《中华儒释道》论坛，搭建多个文明对话的平台，促进各

族同胞的相互了解，体现了传统思想中“以和为贵”，家和万事

兴的理念。 

        我在西南区办了一个“共同意识、共同空间”的对话会。我

们希望让不同种族，不同宗教的与会者在一个很安全的平台上

发问问题。让大家知道，我们可能来自不同的背景，有不同的

宗教信仰，不过我们都是新加坡人；可以拉近距离，加大彼此

的自然空间。 

        南洋孔教会在 104 年的历史中，一直为提升国人的人文素

养以及推动本地文化事业的发展而努力。我希望有更多民间社

团，为新加坡走向一个和谐、包容、关怀、温馨、儒雅的社会

做出贡献。最后，我在这里祝愿南洋孔教会会务蒸蒸日上，更

上一层楼，也祝愿大家身心健康、万事如意！感恩，谢谢！ 

 

 

 

 

 

 

  

 
郭文龍会长致辞稿（摘录） 

        今晚庆典主题是“礼”。礼乐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创造，也是

人类文明的象征。《论语》中有许多与“礼”有关的语录：“礼之

用，和为贵”；“克己复礼为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

勿言，非礼勿动”等。都是孔子的经典名言，教导我们要遵守礼

仪规范。 

        最近，我国社会对是否要废除 377A 条文问题，展开了一

场不小的争论。有人在挑战法律制度，指责这些法律制度限制

了他们的自由与人权。我想在此表达孔教会的几点立场： 

        第一、两个男性之间的性行为是非正常的，是非“礼”的行

为。 

        第二、这种性行为是违反自然、违反天理、违反人道的。

所谓自然、天理、人道，就是天配地、阴配阳、男配女，万物

和合，相辅相成。 

        第三、这种颠倒的行为，是不符合社会秩序、道德伦理；

其结果是礼崩乐坏，人失去了羞耻之心。 

        第四、传宗接代，生殖繁衍，是地球上所有物种天然的、

神聖的使命和本能，是宇宙自然界的法则。 

        当然，对于那些因生理和心理因素而有同性恋行为倾向的

人，我们是要给予应有的同情与包容。但是，我认为现代人的

危机是放大自由与人权的诉求，打着自由与人权的大旗，以自

我为中心，我行我素、放纵放任，不受任何法律和道德规范的

约束，这是对自由人权的滥用。这种危险的趋势，不能不使我

们担心。 

        如果 377A 条文一旦给废除了，接下来将会为同性婚姻合

法化的可能，打开方便的大门。人们不可不警惕！ 

        最后，尽管我的讲话是沉重的，我还是要祝来宾们有一个

愉快的夜晚！祝人类社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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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黄马家兰儒学奖”（本科生）得主 

南洋理工大学 

【 中文系 】朱彤萱  房捷敏  罗   爽  黄佳娴 

【 哲学系 】孙维良  Jean Aldrin Concepcion Relador  邱豪威  邓乐民 

 

新加坡国立大学 

【 中文系 】朱俐璇  龚芷芊  孙伟轩  孙苹钰 

【 哲学系 】何倩敏  林慧伦  陈俊阳  黄婉君 

2018 年 10 月 6 日 

        为鼓励有志于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年轻学子，提升品格和学养，继承和发扬优良的传统文化，

2012 年设立了孔子基金会奖学金。从 2015 年开始，孔子基金会特别设立了“黄马家兰儒学奖”和“陈延谦

中国哲学奖（高级学位）”，颁发给本地三所大学五个系部修读中国哲学（儒学）的优秀学生。第七届

孔子基金会奖学金颁奖礼于 2018 年 10 月 6 日在孔诞庆典上举行。 

2018 年 “陈延谦中国哲学奖（高级学位）”得主 

南洋理工大学  

【 中文系 】洪维阳（硕士）  孔令俐（博士） 

【 哲学系 】陈美安（博士）  张丽丽（博士）  胡建萍（博士） 

 

 

新加坡国立大学 

【 中文系 】邓胜涛（硕士）  杨治中（硕士） 

【 哲学系 】黎江柏（博士）   

 

新跃社科大学 

【 中文部 】林培琴  林文钦  罗    玲  王桂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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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胜涛同学致辞稿摘录 

        我出生于中国四川省一个普通的家庭，和同龄人一样，自己的生活被繁重

的学业所占满，那时对人生本真的思考和探索几近空白。上大学之后，虽然自

己身在法学院，但在强烈求知欲的驱使下，自己如饥似渴地选修了不少中国古

代文史哲方面的课程。然而也是在此期间，虽然自我的精进向上之力不断增

长，但同时多生累劫以来累积的杂染习气亦与之相伴相生。儒家言：“道者也，

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

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佛家言：“一念无明生三细，境

界为缘长六粗。”彼时，无明下，造作种种诸业；到头来，业报丝毫不爽。于始

料未及的困境中，生命遭遇几近灭顶之患，是所谓“聖悼几希、佛悯沉沦”。然

而业由己做，还由己除，于如此困厄中，不断反观自心，体贴聖言，才渐渐发

现原来中国儒释道先聖所言的真实不虚。由此，开始了自己对中国古典学术的

研寻之路，当然同时也是发现自心，觉悟自心并安立自心之路。 

        今年孔诞庆典的主题是“礼”，因应主题，自己也谈谈对这方面粗浅的体

会。之前读《论语》时读到：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復礼为仁。一日克己復

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

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那时心气甚高，认为仁是无上妙体，

究竟指归；认为礼为繁文缛节，束缚人心。因此，读到此一章，不免有疑惑；

颜回德行智慧高深莫测，请问求仁的方法，孔子仅仅简单平实地说：“非礼勿

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等到这些年来，自己习气鼓荡，陷溺日

深，亲历困险之厄，方知戒慎恐惧、不睹不闻，行之实难。克己复礼，於念念

之中常自戒惧，恭敬持守，始能保任之、恒久之、臻进之，微妙之。以此而

言，礼之義，不亦大乎？ 

胡建萍同学致辞稿摘录 

        今天，我想谈一谈先秦儒家哲学中的“礼”的概念。孔子曾经说：“不学礼，

无以立。”这是孔子在对他的儿子提出学习和做人的基本要求，如果不能学好

礼，就无法在这个社会上立足。可见礼对于个人的修身和社会的发展来说，是

多么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孟子认为人性有善的倾向，因为我们人性之中有“四

端”，礼是一种恭敬之心，涉及到我们对于天道、他人的基本态度，而这种态度

是内在于我们的人性之中的。到了荀子这里，礼的地位得到了更大的提升。从

个人的角度来说，荀子把礼作为学习的根本目标，只有学习了礼、实践了礼，

我们才能从贱到贵、从穷到达、从愚到智。从社会的层面来说，如果不对人的

欲望加以限制，就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纷争甚至是社会的动荡。因此，聖人制

定了礼，来规范社会生活，维持国家的秩序。因此，如果离开了礼，我们就不

可能实现个人的修养、文化的繁荣和社会的发展。先秦儒家对礼的理解，不仅

拥有理论上的意義，也对我们的生活具有指导意義。如果我们能够遵守社会规

范和道德原则，认真学习儒家经典，不仅能够帮助我们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

更能够促进社会的和谐，把儒家思想与中国文化传播到更广阔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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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道哲理·刚柔智慧：先秦文风 优雅系列（一）孔聖的思维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竞作，九流并起。各种思想流派的代表人物纷纷著书立

说。诸子的文章，各具风采，对后世影响深远。 

        此课程将一一讲述儒家与道家哲理之要義，两者各自具有的智慧、价值，以及

可否相互配合的问题。 

上课时间： 

2018 年 1 月 7 日至 2018 年 4 月 15 日【共十讲】 

每周日上午 10:30 – 12:30 

《大学》、《中庸》导读  

        《大学》和《中庸》是四书中的二书，是阐发先秦儒学思想精義的重要篇章。

《大学》重内聖外王，《中庸》主天人合一。本课程让学员将两书读一遍，作为在

《论语》之外，能对先秦儒学思想有更进一步了解。 

上课时间： 

2018 年 3 月 10 日至 2018 年 3 月 18 日【共四讲】 

每周末下午 13:30 – 17:30 

苏新鋈教授为我会学术顾问，历任教职于南洋大学、新加坡国立大

学，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北京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学术委员、东亚人

文研究所教授。 

林纬毅博士为我会名誉董事，中国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客座

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研究员。 

《论语》心得分享 

        《论语》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写而成，至汉代成书。主要记录孔子及其弟

子的言行，较为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以语录体为主，叙事体为辅，集中体现

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是儒家学派极为重要的经

典著作。 

        本课程将节选《论语》每篇中的部分章节进行讲解和释義，从中体会宝贵的人

生智慧。 

上课时间： 

一. 2018 年 4 月 22 日至 2018 年 5 月 27 日 

二. 2018 年 7 月 1 日至 2018 年 8 月 5 日 

三. 2018 年 9 月 2 日至 2018 年 10 月 21 日 

四. 2018 年 11 月 18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0 日 

每周日下午 14:30 – 16:30【每系列各六讲】 

南洋孔教会会长。 

南洋孔 教会青 年团

副团长。 

「 

「 

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 

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 

故谓之《论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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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南洋孔教会 1981 年-1985 年会长 
 

黄奕欢 
NG AIK HUAN 

【1908 年—1985 年】 

        1908 年，黄奕欢出生于中国福建省南安县；乃当地巨乡望族。幼年就

读於故乡私塾习国学，赋性聪敏，勤於自学，不论经、史、子、集、诗、

词、歌赋均能朗朗吟诵，有很扎实的文化修养。 

        黄奕欢于 1923 年从中国南来新加坡谋生。1934 年加入亚洲保险公司，

担任公司经理。1971 年担任亚洲联合企业有限公司董事主席直到逝世。元

配林桂枝早逝，德配颜慕娘，得子（哲嗣）一雄，留学英国，从商；女公

子清丽、碧丽、华丽、美丽、明丽、冰丽、琼丽、淑丽、英丽、亚兜以及

内外孙辈近百人，一门俊秀，兰桂腾芳。 

        黄奕欢是华社杰出的领导人，做出很大的贡献。二战之前他是陈嘉庚

的得力助手，创办南洋大学期间，他是陈六使的得力助手。他的活动领域

很广泛，举凡会馆（南安、福建、南洋孔教会、佛教总会等）、中华总商

会、星华与南侨筹赈总会、星华抗敌动员总会、华侨中学、南洋大学等

等，都有他的贡献。他见识广博，明理尚義，公正无私；排难解纷，一言

九鼎，深得社会人士所敬重。 

        黄奕欢于 1985 年 6 月 23 日在新加坡逝世，享年 78 岁。当晚，新加坡

政府总理李光耀亲临那森路黄府吊唁致哀，当场向记者发表谈话说：“已故

黄氏奕欢对华人社会的前途具有强烈的使命感，是华人社会的一位好领

袖，是一位以福建话演讲深具说服力的演说家。” 

 
黄奕欢与亚洲保险公司 

黄奕欢（左一）由陈嘉庚先生推荐，于 1930 年代初期

加入亚洲保险为副经理。 

1937 年当日本全面入侵中国时，公司经理侯西反回去

中国协助监督滇缅公路的战时运输事宜。黄奕欢先生

受委为代经理。 

亚洲保险创办人李亮琪先生于 1958 年逝世后，其哲嗣

李超权先生和黄奕欢先生两人担任公司总理。在他俩

的贤明领导下，亚洲保险业务取得长足的进展。 

黄奕欢与南安会馆 

黄奕欢历任新加坡南安会馆经济股股员，总

务股主任；参与 1928 年济南惨案及 1931 年

九一八事变后，所展开的支持中国抗日之募

捐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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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奕欢与福建会馆 

黄奕欢于 1937 年 4 月当选福建会馆执委。1938 年，中

选为新加坡闽侨各会馆联席会议专员，主要工作在推动

自由公债、劝募義捐，为国难奔波；成为执委干事及总

务凡 40 余年。 

黄奕欢与南洋大学 

1942 年 2 月新加坡沦陷前，黄奕欢和一群抗日分子逃到印尼避难，光复后回返新加坡。完成了抗

日的民族使命后，他和陈六使及李光前三人又萌起创办华文大学的理想。当时他们都是福建会馆

的理事，以福建会馆的名義先在市区甘榜爪哇一带购置了一段地皮，嫌它太小，最后在裕廊 15 英

里找到 900 余英亩的土地建立南洋大学。 

1956 年南大开学后，事无大小，亦必躬亲料理以求完善。他为南大及新马社会培养了无数人才。

奔走操劳，鞠躬尽瘁。 

黄奕欢与中华总商会 
1941 年正月，黄氏中选中华总商会闽帮董事凡 30 余

载，为华族社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941 年底，出任星

洲华侨抗敌动员总会保卫团部副主任，由于工作表现出

色，得到当时英国总督汤姆士等政界人物及有名望的华

侨的表扬。 

黄奕欢是中华总商会董事中的积极份子，促华族努力参

加立法议院的选举，呼吁商会及华人参选议员；得到众

董事们的拥护，尤其副会长陈振传的赞扬。 

1962 年，中华总商会组织了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遗骸

善后委员会，由黄奕欢担任召集人。1963 年，在新加坡

全岛两百多处，挖掘并安葬被日军暴行所残害人士的骨

骸。1967 年，在莱佛士城对面草地矗立了日治时期死难

人民纪念碑，这是黄奕欢参与努力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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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奕欢与五一三学潮 
传统华文教育陶冶的华校学生，对抗英殖民政府的“国民

服务法案”，不愿为殖民地政府卖命，帮殖民政府去剥夺

马来亚的资源和镇压民族解放运动。 

然而英殖民当局态度十分强硬，先后于 1954 年 4 月 21

日和 22 日派出国民服役登记官到中正总校和华侨中学诱

迫适龄学生登记，遭到中正和华中的学生抗议和坚决抵

制。流血事件终于在 5 月 13 日引爆，大队镇压暴动队警

员在英国高级警官指挥下，蛮不讲理的悍然下令暴力驱

散学生队伍，造成数十名学生受伤流血，并抓走了四十

余人，当时约有千余市民围观，对警方的暴力行动极为

不满。 

当晚二千余学生在中正总校召开了控诉大会，中华总商

会会长高德根、董事黄奕欢和郭珊瑚等前来会见学生，

答应前往警局交涉释放被捕学生。第二天，黄奕欢先生

参与保释了 48 名被捕学生。中华总商会和董教会承诺继

续协助学生申请缓役；学生的诉求至此已获得进展。 

黄奕欢与南洋孔教会 

黄奕欢是南洋孔教会的前会长之一（1981 至 85 年），他的独生子黄一雄

是南洋孔教会的名誉会长，于 2009 年和姐妹们以“黄一雄家族”名誉赞助

购买会所，董事会将会所礼堂命名为“奕欢堂”，以纪念他对孔教会做出的

贡献。“奕欢堂”三字由新加坡文化奖得主许梦丰书写。  

1985 年台湾孔孟学会捐赠给南洋孔教会一座高大的孔子铜像，当时的会

长黄奕欢捐资安装铜像基座，并将之树立在新加坡的裕华园（Jurong 

Chinese Garden)。 

黄奕欢毕生为华人社会的文化、教育、福利事业而献身。他传奇性的一

生，值得后世敬仰和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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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孔教会会长郭文龍先生 

        南洋孔教会会长郭文龍先生给

我的印象是一位睿智而有情怀的

人，对儒学的传承有着自己一份使

命感，对青年有着殷切的期望。 

        郭文龍会长出生在一个兄友弟

恭的传统华人大家庭。父母的言传

身教让他从小便对传统文化充满敬

意和热爱。青年时代他对政治充满

极大热情，一直有着改革社会的理

想。后来投身商界，儒家的诚信传

统价值观帮助他取得了一些成就。

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人，郭文龍会长

对参与社会活动的热情仍然不减；

他积极参与的社团，有宗乡会馆、

华商组织、文教团体以及国际社团

等。 

        郭文龍会长认为儒学是立人之

学，立本之学。儒家所推崇的“忠孝

仁爱，礼義廉耻”价值观与信念，是 
 

人的美善性情的体现，具有普世的

价值。儒家的“修身齐家”、“立德立

功立言”有助于人的品格塑造和道德

培养。  

        郭文龍会长进一步指出：“我

们华人是从中华历史文化中走出

来，是从历代先贤的教诲中走出来

的。学习儒学有助于我们明辨是

非，对事物有正确的判断。要了解

现代人的困境并帮助他们找到人生

的意義，我们应该加强推广优良传

统，提高人的修养，从而改变社

会。在孔教会的这些年对我个人而

言是最有价值的。” 

        2007 年郭文龍会长接手南洋孔

教会之时，孔教会处于沉寂状态，

没有会所。 郭会长上任后，所做的

第一件事就是让孔教会拥有自己的

会所，实现了孔教会的百年大梦。 

 

孔教会要发展，光有会所也是不够

的，人才最重要。郭会长在发展会

员方面也做出很多努力。他成立青

年团、改革会员制，使得会员人数

逐年增加，目前已发展到 370 人。

会员来自社会各界，具有很强的包

容性，年龄呈年轻化趋势。在郭文

龍会长的带领下，历经百年风雨的

南洋孔教会焕发出勃勃生机。他也

捐资一百万元成立孔子基金会，支

持孔教会及其他文教团体的活动。 

        作为一个文化团体，孔教会与

时俱进，团结社会各界力量。对

内，举办多种儒家经典课程和讲

座，成立青年团，开办萃英读书

会，吸引各界人士学习传统文化。

对外，配合政府政策，对当下社会

重大课题积极回应。参与讨论 2014

年全国大对话、2016 年 SG future 新

加坡共同未来的挑战，举办《儒家

情怀与儒者风范》、《文明与暴力

何去何从？》、《儒家与回教》、

《儒家与基督教》系列大型讲座，

为推动社会和谐、加深种族间的互

相了解和尊重、促进不同宗教文明

对话作出努力，体现了儒家忧国忧

民的承担精神。 

        郭文龍会长高瞻远瞩，很注重

培养年轻人。举办中学生“明日领袖

锻炼营”、全方位推动孝道文化、举

办数次孝道音乐会，每年颁发奖学

金给本地三所大学修读中文及中国

哲学的优秀学生。他鼓励更多人加

入到孔教会青年团，他认为青少年

正处于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时

期，需要给予他们精神上的引导，

传统文化有助于帮助他们建立“免疫

系 统”。他说 ：“ 我们 要保护 年轻

人，为热爱我们历史文化的年轻

人、有理想追求的年轻人设计活

动，锻炼他们，帮助他们成长成 

人。我真希望新加坡有十个、五十

个像孔教会这样的团体，共同合

作，为提升国民素质和社会和谐尽

自己的努力。”他提出了一个思考 

 

文：潘金娜 | 摄影：陈沁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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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我们要留下怎样的一个世界给

下一代？决定于我们要留下怎样的

下一代给这个世界？”言语间处处体

现了儒家悲天悯人的情怀，令人动

容。 

        当谈及孔教会未来发 展的计

划，郭会长说接下来会继续推出课

程、大型讲座；与不同的宗亲会联 

 

办“百家姓先贤人物”系列讲座，让

新加坡华人对自己的姓氏、对同姓

先贤有更多认识，从而增强自信

心、自豪感和凝聚力。并且希望未

来与图书馆、学校等合作，让八十

年代的儒学知识课程重新回到课

堂。希望将来能有一个孔子大学

堂，把华人优秀的传统文化发扬光

大。 

        最后郭会长说：“儒家虽不是

宗教，但有着强烈的宗教情怀。儒 

家的永恒是在历史里。人生的价值

不在于现世的成败而是要在现世中

奋斗、在现世中完成自我，成就自

我，对我们的历史文化有所交待。 

        感谢郭文龍会长于 2018 年 12 月

5 日在孔教会会所接受专访。 

「 学习儒学有助于我们明辨是非，对事物有正确的判断。要了解现代人的 

困境并帮助他们找到人生的意義，我们应该加强推广优良传统，提高人的

修养，从而改变社会。在孔教会的这些年对我个人而言是最有价值的。     

——郭文龍 」 
南洋孔教会董事们在裕廊裕华园孔子聖像前举行就职典礼 

2007 年 4 月 7 日 

孔子聖像揭幕曁会所工作室命名仪式 

2017 年 7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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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孔教会会务顾问徐祖燊先生 

        今年 94 岁高龄的徐祖燊老先

生看上去身体健康，行动自如，精

神矍铄，跟徐老谈天，感觉老先生

思维敏捷，说话依然中气十足，不

知为什么让人感觉特别温暖、特别

感动。 

徐老与南洋孔教会的缘分 

        徐老幼时习书，迄今已有 80

余载，他的书法造诣以及在书坛的

知名度，不仅限于岛国，更远播神

州大地，尤其几年前中国黑龙江遥

远的小兴安岭日月峡国家森林公

园，专门为徐老建造书法长廊，随

后又有中国的文化机构根据大字典

请徐老书写了九千余单字，一个

字，一个字，全部输入电脑，做成

“徐氏字体数据库”，将徐老的独特

书体作数码化永久保存，并计划出

版徐氏书法字库，这在当代海内外

书坛也是绝无仅有的，引起不小的

轰动，徐老真可谓扬名海内外的岛

国“国宝级”书法家。 

        说起徐老和南洋孔教会的缘

分，源于数年前孔教会郭文龍会长

偶然从中正中学纪念特刊中了解 

到，徐老早年曾就读香港新亚书

院，是新亚书院首届学生中的唯一

侨生，与创办香港法住文化书院以 

 

文：邹璐  

及喜耀文化学会的著名学者霍韬晦

教授（1940—2018）算是同门校

友，因此促成徐老与霍教授的见

面，大家一见如故，相谈甚欢，自

此徐老就成为南洋孔教会以及新加

坡喜耀文化学会的座上宾。不仅如

此，2010 年喜耀文化学会因为发展

教育事业，扩充场地，买下新会

所，资金有缺口，徐老爽快地答应

写五十多幅书法作品，装裱好送到

喜耀会所，在新会所开幕之际举办 

个人书法展，为学会筹得超过 10 多

万新币善款，解了燃眉之急。随

后，南洋孔教会庆祝百年诞辰以及

购买新会所，徐老同样以其书法作

品为孔教会筹款，并且每次都是自

掏腰包把作品装裱好才送出去，这

些年来徐老又陆续为孔教会增添不

少墨宝，包括为孔教会题写匾额，

为会所更添文化气息和书香内涵。 

        不仅如此，新加坡很多机构和 

        不仅如此，新加坡很多机构和

团体，如善济医社、中正中学、华

侨中学等也在大量收集徐老的书法

作品，用于慈善筹款以及厅堂建筑

设施的内外布置。新加坡不少著名

地标建筑，如双林寺、居士林、碧

山亭等地也邀请徐老题写匾额，成

为他们的镇殿之宝。 

书法与儒学的关系源远流长 

        南洋孔教会自 1914 年创办至今

已经走过百多年沧桑岁月，早年全

球范围声势浩大的复兴儒学、推广

孔教运动，到如今新加坡南洋孔教

会成为硕果仅存，名副其实的文化

遗产。近十年来在郭文龙会长以及

新的理事团队的共同努力之下，南

洋孔教会重振声威，积极推广文教

事业，从文化遗产转而成为依然潜

质深厚的文化资产。说到书法与儒

学的关系，更是源远流长、千丝万

缕。 

        华文字独特的象形表意特征，

体现了先民的智慧，是中华文化的 
载体。传统儒家思想可以说是中华

文化的内核。因此儒家思想必然对

文字的书写以及书法审美产生深刻

影响，如对文字渊源的考据，对书

写规范的要求以及所书内容要求庄

庄重严肃，书法必然遵循了儒家思

想和价值范式。如古人认为“心正则

笔正”（柳公权），“人正则书正，

正书法即正人心。”（项穆）苏轼也

说，“古人论书者，兼论其平生，苟

非其人，虽工不贵。”都体现了儒家

思想对书家、书写以及书法审美的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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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家谈“诚信”，书法同样也有

诚信，书写的规范就是书法的诚

信，如笔画工整、结构规范、章法

整肃，包括书法作品的落款、钤印

等。 

        由此我们再来看徐老的书法，

徐老曾有一幅楷书作品在中国获

奖，中国书界的专业评审在颁奖词 

中解说道，“其（徐老的楷书作

品）用笔含蓄而厚重，起笔藏

锋，行笔沉稳，收笔回护，转折

处不露圭角，点画意趣，方圆兼

备，点画之间的衔接巧妙而自

然”……“通篇布局合理，款识

极好的配合了正文。”从这段文

字虽然是对书法创作的评议，是书 
 

法审美的引导，也让人从中深刻体

会到为人处事的道理，如古人所说

“书者，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

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书法

正是在一笔一划间，蕴含了人生道

理，让人体会到书法形式之上的思

想、理念、智慧，儒家思想引领我

们进入书法，在形式审美之外，进

而上升到形而上的审美和思考，并

从中获得启发和领悟。正如霍韬晦

教授曾在序言中指出，“盖君子之

道，立身处世，字乃衣冠，固不以

小道而视之也。” 

       徐老那一代人还是保有传统读

书人的观念和思想，早年他的书法

个展是在书坛同道千呼万唤之下，

经过用心准备才举办的，认真做过

两大本精美书法集后，徐老就决定

不再举办个人书法展。但他依然坚

持每天专心写字，虽然已是 94 岁高

龄，每天至少有 3 小时是在写字中

度过，并且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

每天还继续临帖，临的是幼年时跟

随本地著名书法三大家之一的谭恒

甫先生的字帖。徐老像个孩子一样

满怀欢喜地说，每天练字 3 小时，

感觉自己还在进步中。近年来有感

于越来越少人写规范楷书，他每天

花更多时间临写楷书，我深信老人

家的内心是有使命感的，就是要留

下一些像样的楷书作品。衷心祝愿

徐老身健！笔健！ 

        感谢徐祖燊先生于 2018 年 12 月

17 日在家中接受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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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就听闻孔教会董事耶亚 华

（Jaffar B Mohd Kassim BBM(L)）先

生是一位热爱并精通华族传统文化

的马来同胞，多年来不遗余力地支

持孔教会的事业并为维护种族和谐

而努力。在一个凉爽的周日，亚华

先生应约在孔教会会所接受了我的

采访，回忆了他过去的奋斗历程，

并分享了他对弘扬华族传统文化和

维护种族和谐的一番心得与体会。 

        耶亚华先生早年在黄埔政府华

文中学完成中学和大学先修班教

育。在黄埔政府华文中学里，他是

唯一考过中四和大学先修班的马来

学生。1967 年进入南洋大学攻读中

国语言文学系并于 1970 年毕业，获

南洋大学文学士学位。他是南洋大

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唯一的马来学

生。耶亚华先生从 1978 年到 2003

年 8 月 28 日，在新加坡回教理事会

服务。在服务的二十五年里，他不

但协助了马来社会的发展，也成为

马来/回教社会和华社之间的桥梁。

尤其是美国发生 911 事件的那段时

间，他更加积极地为维护种族和谐

努力奔走。一直到今天，他和华社 

 

保持密切联系。他也是郑和国际协

会前副秘书，监狱戒毒中心的前监

察团副主席，也是李显龙总理在国

庆群众大会上用马来语演讲时，现

场将演讲内容译成华语的前通译

员。目前他也为初级学院、中学、

宗乡会馆、联络所以及其他组织以

华、英、巫语讲解和文化与宗教有

关的课题。耶亚华先生还致力于向

马来社群介绍和推广华族传统医

药，为加强种族之间的交流贡献良

多。 

        耶亚华先生回忆他在南洋大学

的求学经历时，非常感恩孔教会的

学术顾问苏新鋈教授。正是苏老师

的课启发了他对儒家思想的热爱与

坚持，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耶亚华

先生认为推广儒家思想将有助于社

会建立正确的价值观，有助于千千

万万的家庭培养富有良好道德观念

的子女，国家才能集中精力更好地

发展经济和文化。他也特别赞叹儒 
 

家传统经典《易经》中的“穷则变，

变则通，通则久”以及“天行健，君

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他认为这充

分地体现出一种达观进取的无穷魄

力，促使人们不断地上进拼搏。 

        谈 到 儒 家 和 回 教 教 義 的 对 比

时，耶亚华先生认为儒家思想不是

宗教，而是哲学，而且与回教教義

在很多方面不谋而合的。他特别提

出儒家的“仁，義，礼，智，信，

忠，孝，勤，公，省”中华十德，也

见诸于回教的教義与实践。耶亚华

先生强调儒家与回教虽然在信仰方

面有所差异，然而在“如何做人”这

方面却是一致的。“老吾老，以及人

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诸如

此类的价值观都是相通的。他还指

出回教教義也提倡人们“行善不留

名”之类的训导，与华族传统的“阴

德”观念也是一致的。 

        在访谈中，耶亚华先生也对诸

如“文明的冲突”之类的一些有争议

的观点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

为，文明之所以称其为“文明”，本

身是没有冲突的。所谓“文明的冲

突”只是借口，其本质仍然是与政治

有关的各种利益之冲突。耶亚华先

生指出，回教是爱好和平的宗教，

任何宗教都是教人向善而非作恶。

然而，目前在世界上发生的以宗教

冲突为名的各种纷争，大多是为了

争夺实际的利益。人们只有回归各

大宗教中教人向善的训诫时，世界

和平才会有可能实现。他对此也充

满信心，坚信世界终将变得更美

善。 

        作为一位热心华族传统文化的

马来同胞，耶亚华先生的身体力行

和不懈奋斗，生动地诠释了儒家思

想，令人肃然起敬！ 

        感谢耶亚华先生于 2018 年 12 月

12 日在孔教会会所接受专访。 

 

—
—
访
孔
教
会
董
事
耶
亚
华
先
生 

文：刘华庆 | 摄影：陈沁巧 

文明之所以称其为“文明”，本身是没有冲突的。 

所谓“文明的冲突”只是借口，其本质仍然是与 

政治有关的各种利益之冲突。 

    ——耶亚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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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孔青青 

        2018 年 5 月 5 日，南洋孔

教会青年团举办了第一场“与会

长茶叙”内部交流活动。本次活

动是由郭文龍会长发起，邀请了

本会青年团中的活跃成员来参与

交流。会长的本意是通过分析和

讨论当下的时事政治，团员们分

享各自的见解和观点，以得到自

我提升，并学习领袖风范，从而

促进青年团员们之间的凝聚力。 

        当天晚上七点整，活动准

时开始。出席的有王国华副会长

以及十位青年团员。活动分为两

部分，第一部分是会长就前资政 

 

李光耀先生的住所欧思里路 38

号“拆”与“不拆”的家事风波进行

讲解，同时也分享白沙—榜鹅集

选区议员孙雪玲在国会上的发言

视频。第二部分是青年团员们就

“第一家事”进行讨论，发表各自 

 

的观点。在茶香中，大家就“拆”

与“不拆”两个选择对国家的利弊

各抒己见，每位团员都积极地参

与到讨论中。 

        古 人 云 ， “ 风 声 雨 声 读 书

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

事，事事关心。”感谢郭文龍会

长提供平台，让青年团员们有相

聚和互相学习的机会，也感谢会

长赞助大红袍茶叶，让本次交流

活动在浓浓的茶香中顺利举行。

最后，感谢青年团成员中的刘华

庆、孔青青、何琼和冯少明四位

团员组成“与会长茶叙”系列活动

的筹备小组，为本次活动做了充

分的准备。我们也期待第二场

“与会长茶叙”的举办。 

余永光 先生       唐金华 先生       王兆炳 先生       唐冬莅 小姐          

杜希仙 女士       郑泉英 女士       郭观华 先生       张庆勇 先生         

陈俗霖 女士       宋永丰 先生       王文明 女士       胡财辉 先生         

陶一鸣 女士       彭子维 先生       孔楚镇 先生 

2018 年 5 月 5 日 

——国与家，情与理，如何取舍？难得两全。 
 

竭忠尽孝，谓之人。礼仪谦让，谓之德。

家和邻睦，谓之美。一诺千金，谓之诚。

扶贫济困，谓之爱。博爱善良，谓之仁。

清风廉洁，谓之正！ 

    ——《格言联璧》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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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次 日期 主题 

第 42 期 1 月 27 日 文史讲座：学教合离与体制建立——新加坡孔教信仰的发展（林纬毅博士） 

经典导读：《心经》研读心得（陈华明） 

第 43 期 2 月 4 日 经典导读：《孟子•梁惠王上》（刘华庆） 

好书导读：《他乡的聖人：林文庆的儒学思想》（严春宝博士） 

第 44 期 3 月 31 日 好书导读：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杨伯为） 

讲座分享：郭象《庄子注》中的养生全德思想（魏倩倩） 

第 45 期 4 月 28 日 经典导读：《孟子•梁惠王下》（刘华庆） 

好书导读：读《孔子家语》看到活灵活现的孔子——《孔子家语》导读（王国华） 

第 46 期 5 月 26 日 经典导读：《孟子•公孙丑上》（刘华庆） 

讲座分享：先秦儒家的智慧观（胡建萍） 

第 47 期 6 月 30 日 经典导读：《孟子•公孙丑下》（刘华庆） 

好书导读：林立《沧海遗音——民国时期清遗民词研究》（唐冬莅） 

第 48 期 7 月 28 日 经典导读（一）：《孟子•滕文公上》（刘华庆） 

经典导读（二）：《庄子•齐物论》（解文超副教授） 

第 49 期 8 月 25 日 经典导读：《孟子•滕文公下》（刘华庆） 

讲座分享：怀念我的老师——霍韬晦教授（会长） 

第 50 期 9 月 29 日 经典导读：《孟子•离娄上》（刘华庆） 

讲座分享：浅谈传统文化之隐语——灯谜（杜式铃） 

第 51 期 10 月 27 日 经典导读：《孟子•离娄下》（刘华庆） 

讲座分享：墨子的“兼爱”思想（黄祖杰） 

第 52 期 11 月 24 日 讲座分享（一）：透过《庄子》学习如何不把自己太当一回事【英文】（黎江柏） 

讲座分享（二）：清代同光体闵派诗学——郑孝胥《海藏楼诗》赏析（张松） 

第 53 期 12 月 29 日 经典导读：《庄子•养生主》（徐李颖博士） 

讲座分享：耶稣“山上宝训”中的“八福”（陈金瑞讲师） 

        萃英读书会由南洋孔教会青年团主办，旨在本地

推动中华传统文化，并以“文化多元、传承儒学”为鹄

的。活动面向本地中华文化爱好者、大专院校学生和社

会民众;每月举办一期，着重导读儒家经典和中华传统

文化类书籍。本会秉持学术自由、多元开放原则，但严

禁政治性、商业性、宗教性之宣传与攻讦，潜心开展读

书活动，形式多样，包括非正式学术讲座、经典会读、

好书导读、座谈会等，努力在学术思想与日常生活、学

院研讨与社会民众之间探求一种良性之沟通。 

        萃英读书会创办于 2014 年 8 月，截至 2018 年 12

月，已举办 53 期活动。在 2018 年里，读书会秉持传承

儒学经典与兼容并包的宗旨，不仅导读了《论语》《孝

经》等儒家经典，还旁涉道家、法家、墨家、兵家等传

统学术的介绍。分享的主题活泼多样，在经典分享的同

时，也涉及文学、历史、家庭教育、传统服饰与文化等

诸多主题，为丰富本地的文化生活贡献一份力量。 

以下是 2018 年读书会分享的主题简介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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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4 期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此书系统阐述了钱先生对中国文化

的看法。书中涉及中国文化的地理环境、学术思想、文字、社会、

经济、政治、宗教等诸多面向，并兼及中西文化之比较，可谓高屋

建瓴、体大思精，是钱先生史学的代表作之一。 

        郭象《庄子注》中的养生全德思想：郭象思想中的“德”既关乎

个人如何存身全生，而存身也是兴世之本。郭象理解的养生根本不

在养形于外，而在养德于内。红尘浪里，劳形焦心，郭象的“养生全

德”思想能够为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呢？ 

萃英读书会活动摘要 

第 45 期 

        《孟子•梁惠王下》：一个人如果好货、好色、好

勇，是否还可以做君子？怎样的政治家才能行王道？ 

        《孔子家语》：《孔子家语》是一部记录孔子及孔

门弟子思想言行的著作，具有相当重要的学术价值，被

称为“孔子研究第一书”。 

第 51 期 

        墨子的“兼爱”思想：“兼爱”是墨家的十大核心思想之一，也是墨子最为人所知的

主张。何为“兼爱”？怎么做才算是“兼爱”？墨家主张的“兼爱”和儒家主张的“别爱”到底

差别在哪里？ 

第 50 期 

        浅谈传统文化之隐语——灯谜：9 月

下旬正值中秋佳节，月到中秋分外明，张

灯猜谜乐融融。本次分享特地设计了中华

传统文化题材的灯谜，力求做到学术讲座

与娱乐活动两结合，使大家在深入了解传

统文化的同时，又亲身参与，乐在其中。 

第 48 期 

        《庄子•齐物论》：在物理世界的认知中，宇宙万物本来是不齐的，不

平等的，一切现象千差万别，各有不同。而庄子在《齐物论》中却认为万物齐

同，浑然一体，并无是非、美丑、善恶、贵贱之分，对立的事务也在不断向其

对立面转化，因而没有区别。庄子的观点明显与世俗常理有违，那么，庄子所

言的道理何在？宇宙的真相究竟为何呢？我们如何从物理世界的束缚中求得解

脱，最终达到真正的无差别、真平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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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8 月 19 日至 22 日 

        走在马六甲这条历史道路上，聆听着前辈们的诉说、

观赏着先辈们所留下的文物遗产，才发现自己在中华文化

历史的长河中是如此的渺小。《中庸》上曾说：“能尽其

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尽物之

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西方的现代文明，在工业上比

中国更进一步；主要在其科学上，但他们只求尽物性。中

国自春秋战国到汉、唐、宋、明各代，可说是注重在求尽

人之性。但我们不能求尽物之性而忽略了尽人性，如近代

西方的一些国家走上了另一偏径。在殖民地的时代，西方

文化侵入，慢慢腐蚀华人对于自身文化的认知。从当时历

史背景看，先辈们深知中国文化价值，并有深厚感情，努

力的谨守着。 

        当听到会长感叹现在已经没有这种人文的精神时，我

的眼泪一直在眼眶里打转。我想起霍韬晦教授为钱穆先生

写的一篇文章，其中提到：“钱先生一生为故国招魂，但我

们今天却是连魂也无处可招了。” 

        此行让我感受到自己不论在何时何地，都要知道自己

是谁！遇到任何困难，不要忘记自己的文化，不要忘记自

己的民族身份。不惧未来，不忘初心，不悔人生。 

        与大家共勉！ 

——林斌 

        四天三夜的《马六甲文化之旅》行程，让我们对马六

甲的历史与文化得到深入的了解，真是收获满满。 

        马六甲孔教会有多位前辈仍守着我们的文化; 白发苍

苍的沈墨義主席（沈慕羽老先生之子）以身作则，继承文

化之“传薪”，但也让我们看到眼前的危机。在峇峇娘惹遗

产博物馆，导游一句：“No culture, no future!” ，也让人对

现代青年人的浮燥感到担忧。文化乃人与禽之别；一个失

去文化的族群，没有文明的光辉，就没有未来可谈。 

        观赏视觉盛宴《又见马六甲》的演出，它把各大文

化、东西差异的元素融合为一体，说的已经不只是马六甲

的故事，也是南洋华人的故事。 

        除了精彩的文物历史，最难得的还是每晚的分享交

流；从马来西亚同学口中体会他们的经历、成长、奋斗及

自豪，让我们彼此之间的情感再跨前了一步。出德成理事

一字不漏的唱完“Majulah Singapura” 让我很惭愧；他们对

我们那么熟悉，而我们对他们却如此陌生。     

——冯少明 

        马六甲是马来西亚历史最悠久的城市，更是一块有福

气的地方，这里有我许多童年的回忆，身为马六甲人的我

感到很自豪！ 

        从小，我在这里接受华文教育，在先贤的呵护下长

大；如今长大成人，是时候为下一代付出了，将优良的中

华传统文化好好传承....。 

        这趟旅程，我们到了马六甲孔教会、沈慕羽文化纪念

馆、郑和博物馆、福建会馆、峇峇娘惹博物馆、马六甲海

事博物馆、聖保罗教堂、聖地亚哥古城门、青云亭。我们

也访问了汉学院，还观赏精彩的剧场《又见马六甲》；每

个晚上的交流会，更是让我获益匪浅。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入住了充满娘惹风情的旅馆，让

我想起爸爸告诉过我，曾祖母是个娘惹，出席宴会时要花

很长的时间打扮；虽然我没见过曾祖母，祖孙俩温暖情境

的画面却在我脑海里不断浮现。今天，我决定穿上娘惹传

统服装“可峇雅”（Kebaya），因为我也是一个小小小小娘

惹吖！  

——陈俗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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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的马六甲文化之旅让我感受到了先辈们

远渡重洋，过番谋生的艰辛历程。我仿佛在看一

部活生生的历史记录，奋斗史，民族斗争，战争

记录，亲身感受民间疾苦，与战争的悲壮。 

        纵然身处异乡，与故土是天壤相隔，但心系

祖国的大好江山社稷，致死效忠于所属的朝代、

君王。墓碑上刻印着他们的赤胆忠烈一生的真实

写照。华夏儿女终其一身，向祖先、家族、民

族、历史交代，在道德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人格

世界。 

        正如新儒家徐复观所说的“传统的、很严正

的中国读书人, 在思想上总是采取‘忧以天下，乐

以天下’的态度。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人生观

中，认为这是修身所要达到的目的，因而对之负

有连带的责任感。”  

        我深知他们心心念念魂归故土，心系着过世

的亲人，这是血浓于水的骨肉亲情，乡土人情，

民族深情。可惜他们无缘再回到故乡的怀抱。中

国已不再是故土，哪天我们与世长辞，墓碑上是

否会刻上祖辈的故乡？我想我会，你的心系在哪

儿，我知道，我愿归去，我愿随你归去…… 

——佘冰惠 

        第一天拜访马六甲孔教会，庄严的道场加上简单而隆

重的仪式；过后，大家进行了短暂的交流和分享；让我们

了解到要维持一个文化团体的操作是何等困难又可贵。除

了担忧人才流失的问题之外，对于老一辈坚持着、守护着

的传统中华文化教育，年轻人却不太愿意参与，导致领导

断层，无法持续发展，这是何等悲哀呀！ 

        接下来拜访了沈慕羽文化纪念馆。沈老先生的崇高理

想，人格魅力是那么的出众，抱着誓死捍卫优良传统文化

的精神，是我们后辈学习的榜样！ 

        第二天，我们来到马六甲汉学院，这里环境舒服，让

中华儿女有另一个好的道场学习！我们还上了一堂论语

课，受益良多。我想鼓励大家多关注马六甲的汉学院，能

来这里上课真的很棒！ 

——张庆勇 

        常说读万卷书还不如行千里路，旅游所能带来的收

获，远远胜于仅局限于纸上谈兵的学习方式，有着更多的

心里回响和激荡，就好比上完了一个课程却又意犹未尽。 

        在这几天的旅程里，自己仿佛和一群前辈学者一同走

进了一个很纯粹又很美丽的学堂。心无罣礙的敞开心灵，

不设限更不求回报的回到学习最美好的境界。大伙儿一起

探索感知或追溯怀念，或真挚分享或互补长短的相互讨论

等等，是一趟很有意義的学习之旅。 

——彭子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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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7 月 19 日（星期四）下午，我会文化

与学术、出版组主任徐李颖博士带了 12 名国大暑

期班的学生前来孔教会参观及交流。这些学生来自

世界各地的大学、不同专业，如经济、生物、心理

学，来国立大学上暑期课程；由徐博士主持——

《全球视野下的华人文化与身份认同》，课程讲到

19 世纪的孔教运动和海外华人的儒家传统，所以特

地安排到南洋孔教会实地考察，了解孔教会历史，

并和孔教会的董事们进行交流访谈；当天，还有三

名海南省的老师也应王国华副会长的邀请前来参

访。由王国华副会长主持接待。出席的董事还有 

陈华明秘书长、罗晨曦董事。 

        2018 年 7 月 28 日（星期六），孔教会董事及青年团参访名誉会长陈庆力管理的延庆寺（宗祠家庙）。

出席者：郭文龍会长、徐李颖主任、黄子熒主任、林永雄董事、李叶明董事、青年团孔青青、潘金娜、 

冯少明、郑丽莲，及行政主任沈裕尼，共 10 人。 

2018 年 7 月 19 日 

2018 年 8 月 24 日 

        2018 年 8 月 24 日（星期五），中山大学廖小菁博

士与厦门大学陈瑶博士到孔教会参访。廖博士和陈博士

表示想深入研究孔教会在二战之前的历史，为孔教会这

段期间的会务发展做一整理及发表。回国后将申请立项

再组团前来。 

        出席接待的有：郭文龍会长、王国华副会长、 

名誉董事林纬毅博士、耶亚华董事、罗晨曦董事和邹璐

董事。 

2018 年 7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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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0 月 25 日（四），上海轩升企业创始

人、紫轩书院创院院长穆晓峰博士、上海轩升企业总

裁、紫轩书院执行院长邵春雷先生及紫轩书院教务长

倪旻女士来访我会。 

        参与接待的董事有郭文龍会长、陈华明秘书长、

黄子熒主任及罗晨曦董事。 

 

 

2018 年 10 月 25 日 

2018 年 11 月 12 日 

        2018 年 11 月 12 日（一），香港 

法住文化书院同学及合唱团成员共 19

人，来孔教会参观及做交流；除了播放孔

教会《世纪回眸》历史纪录片之外，会长

也给大家简短介绍了《南侨机工》的历

史，大家听了深受感动，对这批義无反顾

为支持中国抗日斗争、壮烈牺牲的机工们

昇起敬佩之意。 

        为了答谢孔教会的接待，法住同学

及合唱团成员献上了一首歌曲：《成长的

路》，词曲慷慨激昂、温暖人心。 

        参与接待的有郭文龍会长，陈华明

副 会长， 林 斌秘书 长 ，黄 子熒主 任及 

罗晨曦董事，以及多位喜耀同学。 

2018 年 9 月 17 日 

        2018 年 9 月 15 日至 17 日，香港法住文化书院

研究所、新加坡东亚人文研究所、南洋孔教会联办

《新加坡文化之旅》。9 月 17 日（一）晚上，20 多

位大陆、香港国学专修班的学员到孔教会进行参访

交流。 

        此团的领队是香港法住文化书院的张静博士、

陈海曙、李锦招博士。 

        出席活动的有：郭文龍会长、王国华副会长、

陈华明秘书长、耶亚华董事、拉维沙尔玛董事、 

毛朝晖董事、邹璐董事、林斌董事、罗晨曦董事及

刘华庆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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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2 月 24 日，农历正月

初九，南洋孔教会于会所举行了一

年一度的新春团拜活动。包括孔教

会会员，青年团团员在内，大概有

五十位左右的宾客出席了这次的团

拜活动。整个团拜活动在喜乐融融

的氛围中进行，充满了浓浓的年

味。 

        本次团拜活动主要由南洋孔教

会青年团组织和负责策划，青年团

副团长朱佳和团委孔青青担任了这

次团拜活动的主持。 

        下午两点半，主持人宣布活动

开始。首先播放了孔教会百年历史

纪录片，宾客们重新回顾了孔教会 
 
 

文：刘华庆| 摄影：洪贝贝、陈蔚 

2018 年 2 月 24 日 

的百年发展史，接下来，主持人介

绍了有关今年将要开展的各项课程

及活动，鼓励大家报名并积极参

与。随后，郭文龍会长代表孔教会 
 
 

致欢迎辞，会长回顾了孔教会在过

去一年中的会务活动，也对今年的

活动提出了更新更高的展望，并祝

福来宾们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吉

祥。 

        青年团李玫锦小姐与冯少明先

生为大家呈现了精彩纷呈的古筝与

西洋笛合奏表演。东方神韵与西洋

经典的交织，传统与现代的交融，

通过美妙的乐曲精妙地表现出来，

更是给观众带来一场绝佳的听觉盛

宴。 

        团 拜 节 目 既 有 精 彩 的 乐 曲 表

演，也有诙谐幽默的段子。青年团

副团长刘华庆和童纬强联袂登台演

出的相声节目《人生》引爆了不少

笑点。两位在台上调侃人生，用幽

默的语言，引得观众们捧腹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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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后，郭文龍会长和王国华副

会长分别为锺志邦教授颁发了会务

顾问，以及为陈晓烈先生颁发名誉

董事的聘书，感谢他们为孔教会一

如既往的支持！ 

        作为团拜节目的一个重要组成 

        团拜的最后一个节目是资深会

员陈垂良先生的古文吟唱《五柳先

生传》和《兰亭序》。陈垂良先生

多次参与孔诞的祭孔主持活动，其

充满飘逸神韵的声音将来宾们带入

了这两篇的古文的幽深意境中。 

        团拜的压轴，也是最能体现过

年的喜庆气氛的节目，便是“新春歌

曲大家唱”。本会董事林斌先生和太

太佘冰惠女士带领大家一起唱传统

的新年歌曲，如《迎春花》《恭喜

恭喜》《大地回春》《贺新年》、 
 

部分，猜谜自然不可缺少。 今年的

节目别出心裁，供猜测的不是字

词，而是新春歌曲。青年团副团长

赵秀春组织了这个活动，也给观众

带来不少惊喜。    

         紧随其后的节目是两位主持人 

朱佳和孔青青，以及秀春共同呈献

的朗诵节目“中文之美”。该节目由

郭会长供稿。三位青年才俊在台上

将其演绎得非常精彩，让来宾们切

身体会到中文以及中华文化的博大

精深和无比开阔的意境。 

《合家欢》等等，在诸位青年团员

上台共同助阵下，更是把新春团拜

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最后，三位书法家吴多标、王

运开、刘镇泓带领来宾们进行挥春

活动。团拜活动至此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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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罗晨曦 

        2018 年 12 月 25 日，郭文龍会

长偕同罗晨曦董事前往珠海中山大

学，看望我会董事毛朝晖博士。毛

博士刚赴任中山大学（珠海分校）

哲学系副研究员。12 月 27 日，一

行三位与中文系主任朱崇科教授及

邓菀莛副教授餐叙交流，侃侃而

谈，宾主尽欢。朱崇科主任年轻有

为，他荣获新加坡国立大学哲学博

士学位，主要从事中国文学、新马

文学、文学理论方面的研究。郭会

长赠送朱教授孔教会会讯及百年庆

光碟，朱教授也将自己的作品《“南

洋”纠葛与本土中国性》、《“野草”

文本心诠》、《鲁迅小说中的话语

形构》赠予郭会长。 

        翌日，郭文龍会长与罗晨曦董

事到达苏州，看望履新苏州大学的

我会会员刘琳娜博士，参观了苏州

大学独墅湖新校区以及旧校区（东

吴大学旧址）。他乡遇故知，感觉

格外温馨。 坐落于历史文化名城的

苏州大学前身是 1900 年创办的东吴

大学（Soochow University），是中

国最早以现代大学学科体系举办的

大学。其知名校友有金庸、李政

道、费孝通、赵朴初等人。 

        告别刘琳娜博士後，于 12 月

29 日在上海“仁仁国学”参与了由香

港法住文化书院研究所与中欧校友

国学会共同举办的《商道与王道》

研讨会。由我会名誉董事張靜博士

主持。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是一所由 

 

中国政府与欧盟共同创办的世界顶

级商学 院， 是 中国 大 陆 MBA 及

EMBA 课程的开创者，中欧校友国

学会是其校友会组织。 

        郭会长应邀做了主题发言，通

过介绍新加坡儒商的事迹，表达了

海外游子经商的同时，心中那份家

国情怀和对传统文化的守护。他指

出“王道”不仅是事业的成功，更是

人格的成功。得到与会众人热烈反

应。 

        法住文化书院副教授李锦招博

士指出商道要有一个更高的境界，

其背後也是有人文意识的，商道和

王道都是人道。中欧校友国学会秦

裕農会长也是首届中国海南省博鳌

儒商论坛“标杆人物”、博鳌儒商论

坛 2019 年年会组委会副主席。他在 

 

发言中用儒商鼻祖子贡为例，阐述

了儒商所应具备的儒家修养——仁

爱、见得思义、谦恭礼让、登高望

远的智慧、言而有信而非言过其

行、勇于承担而非患得患失。罗晨

曦董事也在会上分享了王道的根本

在于要开发出人内在光明向善之

心；如何挣钱很重要，但如何用钱

更能体现企业家的境界。 

        参与研讨会的还有来自新加

坡、马来西亚、香港及中国各大城

市的国学爱好者与国学专修班学

员，大家讨论热烈、分享精彩，带

给与会者很多启示。会後，郭会长

向秦裕農会长赠送了孔教会会讯及

百年庆光碟。秦裕農会长也邀请郭

会长参与 2019 年 4 月 2 日、3 日在

中国海南岛举办的博鳌儒商论坛。 

2018 年 12 月 23 日至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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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仪式流程 

 郭文龍会长致欢迎词 

 主宾何家良博士致辞 

 特邀嘉宾郭献川国会议员致辞 

 画家黄新本致辞 

 开幕剪彩仪式 
 

• 森林木舍艺术家工作室主持人，擅长油画、水墨画、陶艺。 

• 1994 年协助中山学院创建美术设计系，任客座教授。 

• 新加坡南洋孔教会会员、中华美术研究会会员、新加坡南洋陶艺协会会员 

• 获奖无数。作品被国家、企业、国内外私人收藏。部分作品被载入史册和编入 

政府文献。 

日期/时间 
开幕：2019 年 1 月 12 日（星期六），3pm 

展出：12/01/2019 （星期六）– 20/01/2019（星期日） 

           12pm-7pm 

 地点 
协办：G Art Gallery 近意美术馆（百胜楼、书城） 

           231 Bain Street, #03-03 Bras Basah Complex, 

           Singapore 180231 

 

        2019 年为中国五四运动 100 周年。

南洋孔教会将于 5 月 4 日（星期六） 

举办一场全天讲座，主题为“从反传统到

回归传统”。反思百年前这场反帝爱国与

文化启蒙运动对中国社会、文化以及 

海外华人社会所带来的影响。 

        五四运动源于 1919 年一战结束后

的巴黎和会上，列强与日本勾结，将 

德国在中国的利益转让给日本，要签订

丧权辱国的条约。消息传来，中国人无

不气愤。由北京大学生带头爆发了一场

反帝爱国运动，高喊“外争主权，内除 

国贼”口号，波澜壮阔，影响深远。 

       时隔 100 年，我们重新反思五四 

运动的历史和时代精神；这看似是彻底

反传统，但深沉而言却十分传统。从古

至今的知识分子，都以天下为己任而关

怀社会，并将信念付诸行动使社会得到

进步。 

 

 

主讲者 

王邦雄教授 

【淡江大学中文系荣誉教授】 

曾昭旭教授 

【淡江大学中文系荣誉教授、华梵大学中文系特聘教授】 

颜炳罡教授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林安梧教授 

【台湾中央大学教授、台湾元亨书院院长】 

日期/时间 
2019 年 5 月 4 日（星期六），9.30am-5pm 

地点 
富丽华城市中心酒店，60 Eu Tong Sen Street, S’pore 0598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