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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是新加坡庆祝开埠

200 周年，同时也是中国五四运

动100周年纪念。在这重大的历

史节点上，南洋孔教会联合了

“新加坡东亚人文研究所”、“山

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台湾

东方人文学术研究基金会 .鹅湖

月刊社”、“香港法住文化书院研 

究所”举办了“从反传统到回归传统”五四运动百年纪

念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到 4 位大学者——王邦

雄、曾昭旭、林安梧、颜炳罡教授做专题演讲，反

应热烈。通过这百年历史的回顾与反思，重新认识

传统文化的价值，汲取精神资源回应时代课题，承

前启後，继往开来。 

        在对外交流方面，我们受邀到北京出席“纪念孔

子诞辰 257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

第六届会员大会”。国际儒学联合会是由中国大陆、

香港、台湾、韩国、日本、美国、德国、新加坡、

越南等国家和地区共同发起的国际性学术团体。新

一任会长是国务院前副总理刘延东女士、理事长是

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会上，我很荣幸受委为第六

届执行委员兼理事。这是国际儒学界对我们多年来

努力推动儒学所给予的关注和肯定。这次会议与会

代表来自世界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凸显了“儒学复

兴”不仅仅局限于中国学界与民间，同时也让越来越

多国家的学者对儒学有更多的认识，并开始研究儒

学，证明了中华文化的普世价值能够超越地域、族

群、特定政治社会结构，为人类社会的和谐进步作

出贡献。 

        孔教会成立百年迄今，取得令人瞩目的发展。

明年我们将会推出系列大型的项目，期待有志之士

加入我们的团队，共同负起“为往聖继绝学”的文化

传承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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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刘华庆 | 摄影：陈沁巧 
        2019 年 2 月 16 日，农历正月

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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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约八

十位左右的宾客出席了这次的团拜

活动。这次的团拜活动由南洋孔教

会青年团负责组织策划，整个活动

都在其乐融融的气氛中进行，让每

一位到来的宾客都能感受到浓浓的

春意。 

本次团拜活动也是青年团连续第 4

年组织和负责策划。青年团副团长

张庆勇先生和潘金娜女士担任了本

次团拜活动的主持。 

下午两点半，主持人宣布活动开

始。在孔教会秘书长林斌先生的带

领下，与会的宾客向孔子像行了鞠

躬礼。主持人还提议来宾们互相致

以节日的祝福，会所瞬时充满了温

暖的气氛。接下来，林斌秘书长回

顾了过去孔教会在过去的 2018一整

年的活动，并介绍了今年将要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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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欢迎辞中，

会长回顾了孔教会在过去一年中的

活动，并展望了孔教会今年的一些

重要的会务安排，并感谢了长期以

来一直不遗余力地支持孔教会的各

位朋友们，并向大家致以最诚挚的

节日的祝福。 

会长致辞以后，青年团副团长冯少 

 

 

西洋笛二重奏：郑丽莲女士、冯少明董事 

明先生与夫人郑丽莲女士为大家呈

现了精彩纷呈的西洋笛和电子琴合

奏《春节序曲》以及西洋笛二重奏

《金蛇狂舞》。这两首动听的华族

传统曲目在现代乐器的演绎之下，

一下子将团拜的气氛推至了一个小

小的高潮。 

当来宾们还沉浸在美妙的乐曲 

 

 

 

司仪：张庆勇先生、潘金娜女士 

中时，诙谐幽默的段子却已登场。

由青年团团委童纬强执笔，青年团

代团长刘华庆和童纬强联袂登台演

出相声节目《火烧圆明园》。两位

曾经在孔教会的新春团拜活动中多

次搭档。本次的团拜节目也一如既

往秉持他俩一贯的风格，在舞台上

调侃人生，在艺术中感悟生活，更

是为大家带来了不少欢乐。 

 

 

2019 年 2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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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幽默的相声表演之后便是精彩

的双人合唱。由青年团副团长张庆

勇先生和夫人陈俗霖女士为大家带

来了精彩的合唱节目《恭喜恭喜》

和《大地回春》。作为曾经在歌唱

比赛中获奖的这对伉俪而言，用歌

唱来烘托浓浓的春意是他们最热爱

的。两首喜庆的乐曲唱下来，动听

的歌曲不仅余音绕耳，更是沁入每

一位来宾的心中。 

作为新春团拜的一个保留节目，猜

谜环节是最吸引观众参与的项目之

一。 今年的猜谜节目由郑丽莲女士

负责准备和主持。她精心准备了各

种猜谜的项目，包括字、词、诗

歌、乃至新春歌曲。观众们积极参

与，积极互动，现场的气氛非常热

烈。 

作为资深的幽默大师，会长的幽默

分享是孔教会新春团拜活动的精

华。在今年的团拜活动中，会长为

大家分享了各种幽默的段子，团拜

会场一度笑声迭起，其乐融融。会

长幽默的语言分享，不但为大家 

 

 

 

 

 

 

 

 

 

 

 

  

带来了轻松一刻，更是让大家获得

种种人生感悟和启迪。 

团拜的最后一个语言类节目当属孔

教会资深会员陈垂良先生的古文吟

唱了。陈先生为大家表演了回文诗

吟唱《春游》和《题金山寺》，将

观众们带入了妙不可言的古雅之

境。此外，今年的别开生面之处还

在于，名誉会长颜淑姿女士也和陈

垂良先生同台演绎了声情并茂的双

人吟唱《读经之歌》。流畅优美的

旋律，雅致深邃的歌词，让观众们

听得如痴如醉。 

最能体现新年的喜庆气氛的节目，

便是 “新春歌曲大家唱 ”。在茶 

 

 

 

 

 

 

 

 

 

 

 

 

 

 

 

点时间，秘书长林斌先生和太太佘

冰惠女士带领大家，一起唱起了传

统的新年歌曲，如《迎春花》、

《大地回春》、《贺新年》、《合

家欢》等等。最后，诸位青年团委

共同上台合唱了一曲铿锵有力的

《前程万里》，更是把新春团拜的

气氛推向了高潮，充分展现了青年

团委们积极进取的风貌。 

最后，青年团团委唐棣女士的父

亲，来自中国的书法家唐兆基先生

带领大家进行了挥春活动。来宾们

在欣赏唐先生精绝的书法艺术同

时，也都怀揣着唐先生的墨宝满载

而归。 

 

 

 

 

 

 

 

 

 

 

 

 

陈俗霖女士、张庆勇先生 

郭文龍会长 

         

书法家、诗人唐兆基先生，特别为本次团拜活动作诗一首： 

《新加坡南洋孔教会新春团拜口占一绝》 

结缘孔教聚南洋，礼仪传承世泽长； 

春意融融团拜日，弦歌不辍奕欢堂。 
 

左起：朱佳先生、林斌秘书长、佘冰惠女士、 

            刘华庆先生 
挥春：唐兆基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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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进 80 年代初期落成的百盛

楼书城，映入眼帘的是一家家的书

店。近年来，这里除了书店、文具

店、文房四宝店外，也陆续开了很

多间画廊，成为艺术文化的汇集之

地，近意美术馆便是其中一 家。 

进入近意美术馆，可以感到装潢设

计颇具禅风，淡雅悠远，深邃的灰

色调展墙，更凸显出画作之美。迎

面有一幅书法题字“珍墨艺韵”，原

来，这里正在举办新加坡南洋孔教

会会员黄新本水墨画义展，这 4 个

字便是开幕主宾何家良博士所题

写。 

2019 年 1 月 12 日（星期六）下午 3

点，近意美术馆名士汇集。大家不

单是为欣赏画作而来，也因为此画

展是为新加坡南洋孔教会筹募会务

基金。来宾也为画家义举所感染，

因此群贤毕至，少长咸集。 

本次所展出的画作，凝聚了黄新本

深厚的艺术造诣和人文情怀，意境

高雅，山水以色助墨，以墨显色，

静动相宜，阴阳相形，章法和构图

娴熟，将“天、地、人，真、善、

美”表现得淋漓尽致。 

黄新本是广东省中山市人，1992 年

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中国

民 间 文 艺 家 协 会 会 员 、 中 国 

 

 

陶瓷协会会员、广东省美术家协会

会员、新加坡中华美术研究会会

员、南洋孔教会会员。他擅长油

画、中国画、陶艺、雕刻，获得众

多奖项。2004 年荣获中国民间艺术

精品最高奖项“山花奖”，荣膺中山

市德艺双馨艺术家。他从不忘却回

归传统文人的生活，追寻诗意化的

艺术情怀，极力将艺术融入生活

中，用生命传承中国现代文人的艺

术使命。本次画展共展出黄新本近

年来精心创作的 35 幅作品，有古风

山水，也有莲池荷花。开幕当天，

其画作得到嘉宾及鉴赏者的高度评

价。 

特邀嘉宾郭献川国会议员在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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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 起 ： 新 加 坡 近 意 美 术 馆 创 始 人 王 燕 容 馆 长 、 新 加 坡 艺 术 协 会 赵 振 强 会 长 、 

                大慈善家黄马家兰女士、特邀嘉宾新加坡国会议员郭献川先生、著名画家黄新本老师、 

                新加坡南洋孔教会会长郭文龍先生、新加坡著名画家何家良博士 

辞中表示，他多次受邀出席孔教会

所主办的活动：如 2016 年 9 月，为

坐落在环宇广场的新会所主持开幕

典礼；2017 年 10 月的孔诞庆典晚

宴等。孔教会 100 多年来在弘扬优

良传统文化所做出的努力与贡献，

使他深受感动。 

新加坡南洋孔教会会长郭文龍说：

“黄新本先生是一位热情奔放的画

家。他不但具有历代文人雅士追求

人性的至善至美的情怀，更有一颗

慈善为怀的心。” 

孔教会历史悠久，今年是第 105 个

年头（1914 – 2019）。自 2007 年

新董事们上任，会务更是蓬勃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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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沈芯蕊  

2019 年 1 月 12 日 

主宾何家良博士 特邀嘉宾郭献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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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家良博士、郭献川议员 主持 



 

 

  

展，是目前新加坡最活跃的华社文

化团体之一。孔教会一直秉持引领

新加坡迈向一个和而不同的儒雅社

会的愿景，以忠孝仁爱、礼义廉耻

为核心价值观。秉持“为往聖继绝

学，为万世开太平。” 

儒家不但注重人文情怀，也注重自

然之美。这次画展为筹募会务基

金，选取的画作便是对自然之美的

讴歌。画家从自然到人文，从生活

到艺术，贯穿着人文精神与自然情

趣。画家以笔墨虚实表现高山流

水，烟雨飘渺的意境之美，让观者

能感悟到心灵之美向空灵之美的升

华。黄新本认为，万事应依照自己

的意愿与真性情去生活，达到外界

的环境及内心的平衡，这才是创作

的全部动力所在。要融入人与人之

间的情感和对生活的热爱，然后才

能提升为艺术！ 

黄新本觉得画家不能像苦行僧一

样。一定要热爱生活！画展主宾何

家良博士在致辞中回忆当年到黄新

本家做客，主人热情好客，对大家

的关照无微不至，亲自制作的双皮

奶非常可口，至今仍叫人回味。美

食更是不可或缺的生活环节，这也

充分体现了画家对生活的热爱。 

世事变迁，不变的是朋友的情谊，

是大家对弘扬传承文化艺术的不断

追求，是对艺术至美至真追求的一

份情怀。适逢新加坡纪念开埠 200

周年之际，该画展也是新加坡南洋

孔教会对本地文化艺术发展的一份

献礼。 

本文首刊于《源》杂志， 

2019 年 · 第一期 · 总期：137。 

 

 

 

 

 

 

 

 

 

 

 

 

《灵公问陈》— 黄新本先生赠予孔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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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 

左起：邹璐女士、何家良博士、黄新本先生、郭献川议员、郭文龍会长 



 

 

  

        2019 年 5 月 4 日，为中国五四

运动百年纪念。南洋孔教会在富丽

华城市酒店举办了一场纪念学术研

讨会，主题为“从反传统到回归传

统”。反思百年前的这场反帝爱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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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由南洋孔

教会主办，新加坡东亚人文研究

所、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台

湾东方人文学术研究基金会·鹅湖月

刊社、香港法住文化书院研究所联

办，新加坡–中国友好协会赞助协

办，陈延谦基金赞助，约有 500 人

出席。 

研讨会全天举行，共四场讲座。主

讲者分别是：台湾淡江大学中文系

荣誉教授王邦雄；台湾淡江大学中

文系荣誉教授、华梵大学中文系特

聘教授曾昭旭；台湾师范大学国文

系、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哲学研究

中心特聘教授林安梧；山东大学儒

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颜炳罡教授。 

南洋孔教会会长郭文龍先生在开场

致辞中首先肯定了五四运动的担当

精神，同时他也指出关于民主与科

学，经过百年来的实践，已经 

 

 

 

显露出其局限性与危机。我们需检

讨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道德所带来

的新挑战，认清民主在政治和经济

竞争里的局限，期待能够有真正的

和平崛起与文化复兴。 

蔡志礼博士宣读了前外交部长杨荣

文先生为研讨会发来的书面致辞。

致辞指出：“经历了一个世纪，世界

局势发生巨大转变。今时今日我们

需要一场新的新文化运动，我们需

要一个可包容多元文化和宗教的新

儒家思想，我们需要来一场赛先生

和德先生的新辩论。”  

首先王邦雄教授以《从传统走向现

代的自我转化之道》开讲。他为大

家梳理了中国文化在面临西学挑战

这个过程中所走过的探索之路，从

传统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到西学派的“西学为体，西学为 

 

左起：筹委会主席王国华副会长、会务顾问蔡志礼博士、陈延谦基金副主席陈庆力先生、林安梧教授、王邦雄教授、郭文龍会长、 

            曾昭旭教授、颜炳罡教授、座谈会主席李焯然副教授、主持张静博士 

用”，再到当代新儒家的“一心开二

门”。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中学为

体，中学为用”的观点，他指出只要

回归到中华文化的“孔孟老庄韩

荀”，即将儒家的仁義，道家的虚静

和法家的法治相结合，中华文化也

能开发出现代民主制度。该观点十

分新颖，令人耳目一新。 

接着曾昭旭教授以《从证“真我”到

证“真爱”》来谈儒学的再度返本开

新。他认为反思五四精神应该超越

中西之分，将中西文化兼容并蓄为

“新的中体”，将道德教育与西方民

主融合为“新的中用”。他引导大家

关注了另一个和现实人生更密 

切的情感问题。他强调儒学要返本

开新，首先需重寻自由独立的“真

我”，然后落实在家庭夫妻的“真爱”

关系，从夫妻相处的层面，提升自

己的“爱能”，并把这种爱能为仁心 

 

 

 

文：潘金娜 

2019 年 5 月 4 日 

郭文龍会长 蔡志礼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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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爱所用，才是真正的“中体中

用”。 

林安梧教授在《“五四”到“后五四”—

—“花果飘零”与“零根自植”》中讨论

了关于传统，反传统与返本开新等

问题，他指出只要文化的教养是持

续的，返本开新就不必怀疑。他也

提出必须先建立人格完善的君子儒

学，才能使权利与義务平衡的公民

儒学成为可能，二十一世纪更重要

的是人的生命的觉醒。 

最后一位主讲者颜炳罡教授以《从

反传统到继承创新——五四精神的

百年嬗变》为题进行讲解。他提出

孔子定律的存在性，认为儒学兴衰

与国运兴衰成正比，国运兴则儒学

兴，国运衰则儒学衰，近世批孔讨

儒正是孔子定律的表现。对于科学

民主的价值不应该绝对化，应批判

反思。他回顾了五四运动和五四运

动后的新文化运动，五四百年重新

反思，由反传统到回归传统。传统

文化是华人安身立命的根基，我们

需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价值理念

和道德规范。 

在四场主题演讲后也进行了气氛热

烈的座谈，座谈会由新加坡国立大

学中文系副教授李焯然主持。 

 

 

 

此次研讨会汇集了两岸四地的专家

学者，他们从多维度解读“五四”精

神及其意義。帮助公众了解现代中

国 的 社 会 发 展 历 程 和 未 来 走 

 

向，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启发和思

考，对于促进新加坡自身的文化发

展也有着积极的意義。 

王邦雄教授 曾昭旭教授 

林安梧教授 颜炳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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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历了一个世纪，世界局势发

生巨大转变。过去遭列强蹂躏的中

国，如今令列强越来越畏惧，对中

国本质的误判，更加深了列强的恐

惧感。不像当年帝国列强漠视中国

的权益，引爆了五四运动，中国向

来都没有帝国殖民的传统，只维护

中国认为合法的国家利益。历史的

教训让中国了解，奉行帝国殖民主

义必自毙。不要干预他国内政，共

生共荣方为上策。 

在我们庆祝五四百年之际，中华民

族应弘扬的五四精神是什么？应该

是刚强与纯净的精神。欠缺刚强力

量，中国人将再度被欺凌，但是刚

强的中国不应怀有报复之心，也不

可打压其他国家。中国梦不应是帝

国梦，而是以植根纯净心灵为依据 

的美德。中国的发展必须奉行普世

主义，尊重并包容一个多元的世

界。否则，中国的崛起将无可避免

地导致反中联盟的出现，而最终落

得悲惨的下场。 

一百年前，五四运动为海内外华人

掀起了新文化运动。今日我们需要

一场新的新文化运动，让中国的发

展造福全人类。我们需要一个超越

个人、家庭、亲属、朋友和中国政

治，可包容多元文化和宗教，并宣

扬“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新儒家

思想。21 世纪的儒家思想，必须涵

盖越来越综合性和城市化的世 

界。例如在社交媒体上，“礼”的表

现就是一个严峻但必须面对的挑

战。文明的社会，不可无礼。单靠

法律是无法维系健全的网络空间。 

 

 

 

我 们 需 要 来 一 场 赛 先 生 （ Mr. 

Science ） 和 德 先 生 （ Mr. 

Democracy）的新辩论。赛先生必

须涵盖信息科技、人工智慧和生物

科技的革命对人类社会道德的新挑

战。德先生有必要认清国内与国际

间政治和经济领域竞争的极限。在

特定的时空里保持妥善的平衡，是

一种政治艺术。 

五四百年纪念不只是一个庆典，也

是一个严肃反思和落实行动的关键

时机。                 翻译：蔡志礼博士 

 

After a hundred years, world conditions have changed dramatically. China, from being downtrodden by the major powers 

is now increasingly feared by them. This fear is aggravated by a misunderstanding of China’s nature. Unlike the imperial 

powers whose contempt for the rights of the Chinese people led to the May 4th Movement, China has no imperialistic 

tradition even though it will defend what it considers to be its legitimate national interest. Learning from history, China 

knows that imperialism leads to its own negation. It is wiser not to interfere in the affairs of others; better to work for 

mutual benefit. 

As we celebrate the centennial anniversary, what should be the living spirit of May 4th that the Chinese people should 

foster?  It must be that a people must be strong and pure in spirit.  Without strength, the Chinese people can expect to 

be bullied again.  However, that strength should not lead to the opposite of China taking historical revenge and bullying 

others.  The China dream cannot be an imperial dream. Instead, it must be based on a pure spirit founded on virtue. As 

China develops, its spirit must be universalist, embracing all of humanity while respecting its diversity.  Otherwise, the 

rise of China will inevitably lead to a countervailing alliance of anti-China forces which can only lead to tragedy. 

A hundred years ago, the May 4th Movement gave a strong push to the New Culture Movement for Chinese people 

including those living outside China.  Today, we need a new New Culture Movement which makes China’s development 

a blessing for the world.  We need a new Confucianism which goes beyond self, family, relatives, friends and the 

governance of the Chinese state, to include those of different cultures and religions.  It must reach out to foreigners and 

give substance to the teaching of Confucius that ‘within the four seas, all men are brothers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21st 

century Confucianism has to be taken into account a world that is increasingly mixed and urbanized.  For example, the 

application of li (礼）in the social media is a huge challenge but absolutely necessary.  Without li, civilized society is not 

possible.  Laws alone are not enough for a healthy cyberspace. 

We need a new debate between Mr Science and Mr Democracy.  Mr Science has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revolution in 

IT, AI and biotech, each of which poses new moral challenges for human society.  Mr Democracy must recognize the 

limits of competition i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affairs, within countries and among countries.  What the proper balance 

at a particular time and place should be is a political art. 

The Centennial Anniversary of May 4th is therefore not only a celebration but also an occasion for serious reflection 

and action.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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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讲座有这么热烈的反

应，可见本地华社对历史的中国和

今天的中国都是很关心的。 

我们很荣幸能邀请到四位大学者来

为“百年五四”发表专题演讲，他们

是王邦雄、曾昭旭、林安梧、以及

颜炳罡教授。他们都是南洋孔教会

的学术顾问。 

今天讲座的联办单位来自大陆、台

湾、香港和新加坡，都是具有代表

性的儒家文化团体，可以说是一场

既有高度、也有广度的国际学术研

讨会。 

众所周知，1919 年五四运动的导

因，是因为在一战结束后的巴黎和

会上，列强欲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

转让给日本，要中国签下丧权辱国

的条约。消息传来，引发了以北京

大学为首的 13 所高校学生游行示威

与抗议，掀起了一场全国性轰轰烈

烈的反帝爱国运动，高喊出“外抗强

权、内除国贼”的口号。 

这场反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后来转

化为反传统、反礼教的新文化运

动，并引入代表西方价值的民主与

科学，也就是所谓的“德先生”和“赛

先 生 ” (Mr. Democracy & Mr. 

Science)。 

当时的五四青年限于自身的不足，

行动不免有所偏差，但他们的动机

是庄严的、意志是勇毅的、思想是

壮阔的。在国家处于内忧外患的危

机中，五四青年的抗争其实是来源

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兴亡，匹夫有

责”的忧患意识与担当精神。 

关于民主与科学，经过百年来的实

践，已经显露出了其局限性与危

机。杨荣文先生在致给我们的献词

里就提醒，“我们需要来一场赛先生

与德先生的新辩论”，检讨科学技术

对人类社会道德所带来的新挑战， 

 

 

 

 

 

认清民主在政治和经济竞争里的局

限。 

至于儒家伦理传统，我们的一位学

术顾问，美国夏威夷大学著名洋教

授安乐哲（Prof. Roger T Ames）曾

在我会举办的专题讲座上发出，“世

界新秩序的重建，儒家不能缺席”的

论断。 

回首一百多年来的中国历史，政权

更替、内外交困、动荡不安、充满

苦难与屈辱，不断的上下求索寻找

出路：戊戌变法，学习日本，没有

成功；辛亥革命，学习欧美，失败

告终；再学习苏联，引进马列主义

无产阶级专政，也走了一段弯路，

最后不得不进行改革开放。中国人

发明了指南针，却常常迷失方向。 

今天的中国，经过 30 多年的摸着石

头过河，正逐步走出一条具有自己

民族文化传统特色的道路来，  

 

 

 

 

 

令人欣慰！历史给了中国最后一次

机会。 

我们期望，未来的中国，能够有真

正的和平崛起与文化复兴。没有文

化的复兴与回归，崛起是没有保障

的，也是不能持久的。中国不能只

是做强大的国家，中国要做偉大的

国家，因为中国有悠久与优良的文

化传统。王者归来，是可以期待

的。这才是中华民族的正统与正

道！ 

中国梦实现的那一天，就能为五四

运动画上圆满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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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刘华庆 

2019 年 5 月 5 日 

        2019 年 5 月 5 日下午 2 点半，

南洋孔教会在华族文化中心七楼礼

堂举办了“百家姓先贤人物系列”的

第二次讲座。讲座主题是“颜子、曾

子：复聖与宗聖”。本次讲座主要从

学术层面介绍颜子和曾子这两位儒

家聖贤，并让更多的公众了解这两

位聖贤的思想以及贡献。大约 300

名公众参与了本次讲座。 

本次讲座的主宾是新加坡宗乡会馆

联合总会会长陈奕福先生，讲座主

席是台湾淡江大学中文系荣誉教授

王邦雄教授，两位主讲者分别是山

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颜炳

罡教授和台湾淡江大学中文系荣誉

教授曾昭旭教授。联办单位是新加

坡颜氏公会、新加坡曾邱公会以及

潮州曾氏公会，协办单位是新加坡

族谱学会，支持单位为宗乡总会。

此外，孔教会名誉会长曾宪相先生

和颜淑姿女士更是对本次讲座提供

了赞助。 

南洋孔教会郭文龍会长在致辞中强

调慎终追远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世界上每一位华人都有自己的

姓氏，了解自己姓氏的来源，认识 

 

 

 

 

 

 

 

 

 

自己的祖先，为他们的杰出贡献和

光辉典范感到自豪，有助于加强宗

族的凝聚力和社会的和谐。会长回

顾南洋孔教会在 2015年举办了第一

次百家姓先贤人物讲座——“孔子的

生平与思想”，今天是第二场，以后

也将陆续和不同的宗亲会馆联合推

出一系列的百家姓先贤人物讲座。

会长还对为本次讲座提供大力支持

的各联办单位和协办单位的华社领

袖致以谢意。 

讲座的主宾，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

总会会长陈奕福先生在接下来的致

辞中，强调了解各姓氏先贤人物的

贡献能够提升年轻人的认同感，让 

 

 

 

 

 

 

 

青年一代更加了解先祖的历史。他

也感谢南洋孔教会长期以来不遗余

力地致力于传统文化的推广，宗乡

总会今后也将继续为这些文化活动

提供支持。 

接下来，孔教会郭文龍会长赠送书

籍给主宾陈奕福先生和主席王邦雄

教授，曾福成会长和曾国涛主任分

别赠送纪念品给曾昭旭教授，颜万

成会长赠送纪念品给颜炳罡教授。

两位赞助人曾宪相先生和颜淑姿女

士也一并上台，合影留念。 

讲座主席王邦雄教授简要回顾颜回

和曾子这两位孔门的高足的人生经

历，强调孔子乃是各个学派共同的 

 

 

 

 

 

 

 

 

 

左起：筹委会主席林斌秘书长、曾宪相名誉会长、潮州曾氏公会曾国涛正交际主任、曾昭旭教授、曾邱公会曾福成会长、  

            主宾陈奕福先生、郭文龍会长、主席王邦雄教授、颜氏公会颜万成会长、颜炳罡教授、颜淑姿名誉会长  

慎终追远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世界上每一位

华人都有自己的姓氏，了解自己姓氏的来源，认

识自己的祖先，为他们的杰出贡献和光辉典范感

到自豪，有助于加强宗族的凝聚力和社会的和

谐。 

—— 郭文龍会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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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先祖。各家各派都应在文化上

“认祖归宗”。王教授也表达了对新

加坡每一位守护中华传统文化的朋

友的敬意。 

第一位主讲嘉宾颜炳罡教授的讲题

是“颜子与颜氏家族对中国文化的贡

献”。他回顾了经典中对颜回生平的

记载，以及举证《论语》中孔子对

于颜回的评价，并综合历代对颜回

的评价，为听众们介绍了颜回学问

的大略，并提出颜回对中国文化的

独特贡献乃是展现了一种乐观的生

活态度，即“孔颜之乐”。此外，他

还介绍了孔子的母亲颜徵在、《颜

氏家训》的作者颜之推以及著名书

法家颜真卿这三位颜氏家族的代表

人物，让参与讲座的听众对颜氏家

族对中华文化所做出的贡献有了更

深刻的认识。 

第二位主讲嘉宾曾昭旭教授的讲题

是“孔门功夫的两型：颜子型与曾子

型”。 曾教授认为颜回与曾子各自

的修养功夫乃是“一体之两面”。曾

教授特别指出，曾子的修养功夫可

用“忠恕”两个字来概括。“忠”，即是

“诚实地面对自己”；“恕”，即是“无

私地面对他人”。而作为真正传孔子

之道的人，曾子的体道和悟道，靠

的是诚实，而不是聪明。曾教授还

将颜回和曾子各自的修养功夫进行

了精彩而深刻的概括和对比：颜回

的生命从未离开过天道，其修养功

夫可类似于《中庸》所说的“诚者天

之道”，可类比于后世的陆九渊和王

阳明，其修养功夫，牟宗三先生概

括为“本质功夫”，较难与他人言 

 

 

 

传；而曾子则显“功夫相”和“改过

相”，其修养功夫可归为“地道”，可

类似于《中庸》中所说的的“诚之者

人之道”，可类比于后世的朱子，其

修养功夫，牟宗三先生概括为“辅助

功夫”，则相对而言比较容易教人。

通过这一番精彩的对比，与会听众

们对颜回和曾子这两位孔门高足弟

子的功夫修养之异同有了更清楚的

认识。 

讲座的最后环节问与答时间。有公

众提出疑问，有关儒家的道统学

说，普遍认可的说法是孔子的道传

与曾子，曾子传于子思，而孟子受 

 

 

 

 

 

 

 

 

业于子思之门人，而曾教授提出曾

子的功夫属于“地道”，孟子的功夫

则类似于“天道”，两者既有道统的

传承，为何会有差别。曾教授回应

指出“功夫形态”和“历史承传”还是有

分别，两者不能一概而论，应予以

灵活地考量和审视。若论修养功夫

而言，荀子的功夫可称为“外功”，

“陆王”（陆九渊、王阳明）的功夫

可称为“内功中的内功”，而“程朱”

（程颢、程颐、朱熹）的功夫可称

为“内功中的外功”。通过此番精彩

的论述，与会听众对孔门的功夫修

养又有了更新的认识，获益匪浅。 

 

 

 

 

 

 

 

 

曾昭旭教授 

左起：颜炳罡教授、王邦雄教授、曾昭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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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潘金娜 

摄影：贝贝 

2019 年 7 月 27 日 

左起：罗晨曦董事、郭文龍会长、刘大钧教授、王国华副会长、刘震教授、 

            张丽丽博士 

        2019 年 7 月 27 日，南洋孔教

会与喜耀文化学会联办了《儒家与

易学》讲座，主讲者是来自山东大

学的刘大钧教授和中国政法大学的

刘震教授。 

郭文龍会长在开场致辞中首先驳斥

了美智库抹黑中新关系的言论，他

指出中新两地间的文化交流是非常

重要的，提醒大家不要被别有用心

的人蒙蔽。他说《易经》是众经之

首，是中华文明的起源，构建了中

国人的精神人格，它贯穿了中华文

明的发展史，他引用霍韬晦教授的

话 ： “ 《 易 经 》 就 是 一部 领 袖

学。”    

刘大钧教授以 《周易的政治观念》

为题开讲。他指出周易代表了中华

文明的本原之光，为中国古代每个

历史时期的思想文化提供了最为基

础的理论资源和行为指引，堪称中

华文明的源头活水。对此，他从三

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一、《周易》的学术地位与学术价值 

《周易》是中国古代非常独特的一

部典籍。成书于西周，代表了中华

文明的原发之思。周易卦爻符号的

形成有一个较长的发展演变过程。

卦爻符号开启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基

本思维方式－象思维。周易就是以

符号或者说“象”为表意方式和思维

方式的，彰显了中华文化的原初特

性，是中华文化的大道之源。周易 

 

 

记录了先民对天地人的哲思，旨在

解释天人之道。在周易思想的启迪

下，中国传统文化“致广大而尽精

微”，几乎渗透到传统文化的各个层

面，并与其它思想文化双向互动。 

二、孔子与《周易》学术品格的提升  

《周易》在历史发展中，有一个由

卜筮之书到天人之学的转变提升过

程，实现这种转变提升是孔子。孔

子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

可以无大过矣”。孔子甘冒“后世之

士疑丘者，或以《易》乎”的风险，

为后人开辟了一条以德行、仁义而

求福吉的儒学周易研究新途。 

在孔子之前，《周易》主要作为卜 

 

 

 

筮之书，被用于占卜吉凶。孔子透

过《周易》的符号去解读其德性思

维和人文智慧。他用不显惟德的方

式阐发《周易》的天人之道，实现

了孔子学易是为了体察书中蕴含的

“德义”，将周易由卜筮诉诸神灵转

变为“观其德义”的人生向度，开辟

了易学的新境界。 

三、对于当代易学研究的展望  

刘大钧教授指出，伴随传统文化复

兴的趋势，应复归易学的经学面

貌，并推进易学与西方思想的交流

与对话。和不同的思想文化之间展

开对话，以推动易学在现代的创造

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体现了儒家

兼容并包的开放性思想。 

        

 

 

“儒家与易学”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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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员：刘大钧教授、刘震教授 



 

 

  

       接着刘震教授做了《易传与孔

子》的演讲，他的演讲内容和思路

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孔

子与周易的关系？孔子的智慧如何

体现？有什么样的影响？ 

首先，关于易传的作者是不是孔

子，其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汉代学者认为易传是孔

子所做，完成于先秦。由于汉代“罢

黜百家，独尊儒术”，随着儒家六经

之学的确立和对孔子的推崇，《周

易》获得了“群经之首”、“大道之源”

的地位。 

第二阶段，从宋代开始伴随着对孔

子走出非理性的崇拜，学者产生了

质疑，认为易传不能完全视为孔子

的作品。到了民国时期，出于对传

统文化的否定，人们开始否定周易

与孔子的影响，并认为易传产生于

汉代。 

第三阶段，到了当代，伴随马王堆

帛书的出土，再次证明了孔子与周

易有密切的关系，孔子读易是为了

研究其中的哲学理念，道德伦理原

则，用周易的智慧来指导现实人

生。 

刘震教授的体悟：“孔子是目前所见

最早开始有意识系统解释周易的

人。从孔子对周易的理解可以看

出，儒家的心胸和视野是非常开放

的，易传成于战国，包含了诸子百

家的哲学思想，其思想体系缜密庞

杂，是先秦时代集大成的作品。” 

其次，关于孔子的智慧如何在周易

中体现，刘震教授从“谦逊之智、忧

患意识、同人之智和天佑之智”四个

方面分别进行了阐述。 

 

 

 

 

 

 

 

 

一、谦逊之智，孔子认为取得成绩

要与他人分享，谦是奉献。只有具

有奉献精神，才能“谦以制礼、谦以

致和、谦以致美。”内在美才是最重

要的。 

二、忧患意识，如何在危险到来之

前用智慧避免风险。孔子在易传中

说“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

亡”，即对于有可能出现的风险时刻

保持警醒的态度。东方思想认为，

事物的发展并不是一味向前的，是

循环发展的，在变与不变中统一，

因此，在生活中知进退，对于成功

与失败都保持一种警醒的态度，使

人生处于稳定的状态。 

三、同人之智，探讨了人与人 之间

如何和谐相处的关系。孔子是一个

非常开放和伟大的先贤，他提出“君

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每

个人的不同选择都是可以被理解

的，不要从自己的角度去轻易的否

认他人。让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意

愿去实现自我的发展，求同存异，

各美其美。 

 四、天佑之智，周易最早是算卦的

典籍。古人认为天有一种超人的力

量，可对人进行保护。孔子认为人

并不是要向天祈祷，而是要研究自

然、认识自然，顺应自然规律，达

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做人要有

信，在生活中有诚信，尊重自然规

律。向比自己有智慧的人学习，就

可以获得上天的保护。 

刘震教授指出，孔子的伟大在于将

人从神权中解放出来，强调人的能

动性，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双手来改

变自己的命运。 

 

 

 

 在问答时间，有听众提出如何通过

儒家思想解决中美关系中的紧张？

刘震教授回答：关于冲突，民间与

学界的认识是有差距的。民间着眼

于冲突，学界更多看到的是合作。

冲突的根源在于东西方对世界的理

解不同。美国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

开放，中国也不像我们所想象的保

守。从传统文化角度看世界，华人

有一种天下观，强调不同民族、不

同国家之间的平等相待。西方多了

解我们的传统文化对于寻求二者之

间的和谐会非常有帮助。 

对于听众提出的儒家是不是宗教这

一问题。两位教授都给予了否定的

回答。刘大钧教授说儒家绝对不是

宗教，宗教是有神的，而孔子只是

一个很真诚的、真真正正有德行的

高尚的人。 

刘震教授则分析了当今社会对于儒

家是否是宗教正反双方所持的理论

依据。他指出从宽泛的角度看，儒

家有一部分符合宗教的特点。但从

严格看，儒家则不符合宗教的特

点。他引用台湾劳思光先生的观点

“宗教要有神，人与神之间要有酬恩

的关系。”他说：“孔子从来没有把

自己塑造成神的角色，更没有强调

后世要供奉自己，他只是简简单单

地教学生。儒家不是宗教，儒家对

现代社会的意义和贡献在于通过教

育让每个人更好的认清自己、认清

自己的本心、成为更好的自己。他

不是把人推向不平等，而是推向人

人平等。不是约束限制人的权利，

而是释放人的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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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刘华庆 

摄影：贝贝 

2019 年 9 月 21 日 

        9 月 21 日，南洋孔教会与喜耀

文化学会、东亚人文研究所及香港

法住机构在会所联办 “儒学讲座：

孟、荀思想辨异”；主讲者是香港中

文大学哲学系荣休教授唐端正。大

约有 120 人出席。 

下午三点讲座开始；司仪是南洋孔

教会罗晨曦董事。公众观看了孔教

会的历史记录片，对南洋孔教会在

过去一百多年为弘扬儒家文化所做

出的贡献而赞叹。 

 

荀子 

郭文龍会长、唐端正教授 

郭文龍会长在致欢迎辞中，对已年

届 89 高龄的唐端正教授为本会进行

学术讲座表示热烈欢迎，也回顾了

孔教会在弘扬孔子思想方面所做的

长期努力；并强调这是近几年来所

举办的高学术水平讲座之一。 

接下来，会长颁发纪念品给唐教

授，并在孔子像前合影留念。 

唐教授先回顾现代“中国新儒家三

聖”之一的马一浮先生在新加坡的一 

 

段文化活动，对新加坡在推动儒家

文化做出的贡献表示赞赏。接着，

唐教授引用孔子的名言“性相近，习

相远”，指出孔子所说的“仁”不是一

种抽象的概念，而是人性的本质，

是一种“感通之性”。这种感通之性

不仅存在于人与人之间，人与集体

和国家之间，也存在于人和鸟兽草

木之间，进而通于天地万物。 

唐教授接着介绍孟子的“性善论”，

引用经典文句“孟子道性善，言必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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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 员 ： 唐 端 正 教 授 



 

 

  

在提问环节，一位公众请教对于“人

性向善，而不是人性本善”这句话的

看法。唐教授认为人性既是“本善”

的，也是“向善”的。人有感通之

心，这便是“本善”的体现；而人的

生命能与物感通，能够“己欲立而立

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便是人性

“向善”的体现。 

 

尧舜”来阐明“孟子主张人性是善的”

观点。当告子提出“食色性也”这个

观点时，孟子也没有反对。但孟子

所强调的人性之善的内涵，主要体

现在人们见到孺子将入于井时的“不

忍人之心”，以及更深入阐发出的

“四端”，也就是“恻隐之心”、“羞恶

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 

孟子虽然主张“性善”，但实际情况

是人可以做好事，也可以做坏事。

但人们即使做了坏事，也不能因此

而否定“人的材性是善的”这个基本

的结论；而实践这一“性善”的途

径，即通过思考和反省不断修正自

己的行为。唐教授就人性的观点对

中西方文明进行对比：西方人主张

性恶论，不能肯定人的主体有善

性，而中国文化从相信人有善性开

始，方可开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

大同世界。 

在总结孟子的“性善论”之后，唐教

授又对荀子的观点进行了精辟的阐

发。 

唐教授认为，荀子注重“学”，注重

知识，但荀子讲人“性恶”，实在是

讲过了头。可以说人性“未善”，但

讲人性“恶”就不妥当了。他引用

《荀子》中的原文“今人之性，生而

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

亡焉”，来强调荀子并未讲“欲”本身

是恶的，但是过度追求“欲”的满

足，才是恶。荀子既然肯定了人有

“为善”的主观意愿，那么更妥当的

对人性的判断应当是“未善”，而不

能说人性是“恶”的。 

唐教授指出《荀子》原文中“然而涂

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

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这

一点与孟子所说的人有“良知良能”

是相通的。 但荀子所谓的“善”，主

要是通过心的计虑权衡和后天学

习，所决定下来的选择，而这一点

与孟子所说的“乃若其情，则可以为

善矣”是不同的。孟子所说的“義”是

向内的，基于一种内在的价值判

断，而荀子所说的“義”则是向外

的。因而孟子提出“学问之道无他，

求其放心而已矣”，荀子则非常强调

“学”，当不会同意孟子的说法。 

 

总而言之，孟子强调道德的内在

性，荀子则强调如何通过后天的学

习和努力将这个道德的内在性实践

出来。唐教授认为，作为儒家的两

位代表人物的孟子和荀子及其思

想，道德和知识都重要，“仁”和“智”

都重要，合之则两美，离之则两

伤。 

演讲结束后，文化学术出版组主任

张静博士也上台进行了总结；她除

了介绍唐教授的学术背景外，并衷

心感谢唐教授在百忙之中抽出宝贵

的时间和精力给大家带来了一场精

彩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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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刘华庆 、唐棣 
        南洋孔教会于 2019 年 9 月 25

日晚在富丽华城市中心酒店 5 楼宴

会厅举办“至聖先师孔子 2570 周年

聖诞暨成立 105 周年”庆典活动；主

礼嘉宾是新加坡总理公署部长兼全

国职工总会秘书长黄志明先生。会

务顾问義顺集选区国会议员郭献川

先生以及近 360 多位各界人士及会

员欢聚一堂，共庆孔诞佳节。 

今年庆典主题是“忠”。悬挂在舞台

两侧的对联由文化学术出版主任张

静博士撰，会务顾问徐祖燊先生

书：上联：行己以忠俯仰无愧；下

联：尽心惟一淳化四方。意思是忠

于自己的理想而行动，就对得起天

地；尽力而为，问心无愧，把美好

价值传播四方。 

司仪是冯少明董事及青年团团委王

超女士。来宾们观赏了孔教会历史

记录片《世纪回眸》，对孔教会在

过去一百多年为弘扬儒家文化所做

出的贡献而赞叹。 

 

 

 

 

 

 

2019 年 9 月 25 日 

左起：黄志明部长、徐祖燊会务顾问、郭文龍会长、王国华副会长 

司仪：王超女士、冯少明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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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严的祭孔仪式 

主 宾 ： 总 理 公 署 部 长 、 职 工 总 会 秘 书 长 黄 志 明 先 生 



 

 

  

引领孔教会全体董事及所有来宾，

完成庄严肃穆的祭孔仪式。 

晚宴于当晚 8 点开始。 

孔子基金会于 2014年设立了《黄马

家兰儒学奖》，每年颁发 20 份（儒

学）本科生奖学金予三间大学五个

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哲学

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

哲学系；新跃社科大学中文部），

每个系 4份、每份 S$1,500。隔年另

设立《陈延谦中国哲学奖（高级学

位）》，颁发最多 10份共 S$30,000

奖学金给主修中国哲学（儒学）的

硕士生与博士生。这两项奖学金颁

奖都会在每年的孔诞晚宴上进行。 

当天晚上，孔子基金会与上述三间

大学五个系举行续约签署仪式，再

颁发为期三年的《黄马家兰儒学

奖》。主持签约仪式的是罗晨曦董

事。黄志明部长，孔子基金会主席

暨南洋孔教会会长郭文龍、郭献川

国会议员，以及两名孔子基金会董

事曾宪相先生和陈美雄先生见证了

签约仪式。 

今年，共有 20 名本科生获得 《黄

马家兰儒学奖》 ，6 名硕士生/博士

生获得《陈延谦中国哲学奖（高级

学位）》 。 

 

 

 

 

 

 

 

 

 

 

 

 

 

 

 

        郭文龍会长在欢迎辞中指出，

中国的和平崛起是全球的趋势；伴

随这一崛起，将带来文化的复兴。

因此，加强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了

解，掌握好华文，守护文化之根，

是非常重要的。他呼吁我国社会和

学校教育能重视这一变化，顺应时

代的潮流，掌握先机。 

他也告诉来宾，明年会把上世纪 80

年代政府在中学三四年级所推出的

儒家伦理课程，以新的形式重新加

以推广，以提升国民的素质。他也

强调，儒家的忠、孝、仁、爱、

礼、義、廉、耻，这些普世价值观

乃是华人安身立命的学问。只有忠

诚于自己、尽忠于国家，努力 

实践这些美德，才能成为一个真正

的君子；推而广之，才能建设一个

真正文明的社会。 

主礼嘉宾黄志明部长也发表了热情

洋溢的致辞。黄部长指出，儒家思

想强调个人的成长和进步，其核心

逻辑是当每个人都能成长为一个集

“仁、義、礼、智”等各种优良品质

于一身的个体。由这群人所组成的

社会必将是一个充满爱心、努力奋

斗不懈，以及包容和谐的优雅社

会。 

 

 

 

 

 

 

 

 

 

 

 

 

 

 

 

 

 

 

 

（签约代表）第一排左起：南大哲学系系主任三宅辉副教授、南大中文系系主任游俊豪副教授、孔子基金会董事黄马家兰居士、 

                        国大中文系系主任丁荷生教授、国大哲学系黎辉杰副教授、新跃社科大学人文与行为科学学院院长陈爱强副教授 

（见证人）第二排左起：孔子基金会董事陈美雄先生、主宾黄志明部长、孔子基金会主席郭文龍、董事曾宪相、贵宾郭献川国会议员 

关于庆典主题“忠”，他说，孔子的

弟子曾子曾说过，孔子的思想精神

可以用“忠恕”两个字来概括；尽自

己所能去做事做人就是忠的体现，

而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尊重包容

他人就是恕的体现。黄部长希望大

家一起不断学习，共同建设一个更

加美好和谐的新加坡！ 

主宾的纪念品是由王国华常务副会

长撰，本地著名书法家，也是本会

会务顾问，95 高龄的徐祖燊书的墨

宝。这是一幅嵌名联：  

志冲云霄 统领三军 运筹海陆空 

卫疆土 

明思达理 心怀百业 携手劳资政 

泽民生 
 

上联描述了黄部长的凌云之志，在

从政之前，曾出任三军总长，保家

卫国；下联道出了黄部长的斐然政

绩；作为一位明思达理的职工总会

秘书长，关怀百工百业，促进劳资

政的和谐共荣，为我国经济的繁荣

稳定做出了贡献。 

祭孔仪式的主祭是郭文龍会长，陪

祭是王国华常务副会长及孔子第 76

代令字辈后裔孔卫理财务长。由名

誉董事陈垂良主持恭诵祭孔祝文， 

 

 

 

 

 

 

 

 

 

 

 

 

 

“孔子基金会：黄马家兰儒学奖（本科）”签约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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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奖学金颁发完毕，所有奖学金

得主上台向孔子像行鞠躬礼。 

代表奖学金得主发言的是国大中文

系硕士生杨治中同学。杨同学在发

言中提到，《论语•里仁》中的“夫

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非常具有代

表性。《说文解字》里说：“忠，敬

也，尽心曰忠；恕，仁也。” 孔门

的精髓就要在仁上尽心尽力。孔子

周游列国就在身体力行，尽心尽力

地宣传自己“仁”的思想。 

杨同学与大家分享自己对“忠”的认

识和心得，表达了对儒家思想的坚

定信念。 

文娱节目开始，青年团的李玫锦小

姐和屈芊芊小姐为大家带来古筝双

重奏《彩之梦》和独奏《丰收锣

鼓》。曲目欢快的旋律让来宾获得

了艺术的熏陶和享受。 

 

 

 

演奏：屈芊芊小姐、李玫锦小姐 

喜耀文化学会合唱团呈献三首歌

曲：由霍韬晦教授作词作曲的《风

骨》、《古道场》和《亘古的秘

密》。精湛的演唱让来宾们领略了

霍教授创作性情歌曲之神韵。 

最后一个节目是青年团合唱两首歌

曲：《礼运大同篇》以及《前程万

里》。他们唱出了蓬勃的朝气，许

多来宾也跟着一起唱，将庆典的气 

 

 

 

 

 

 

 

 

 

 

 

林斌秘书长致谢词 

性情歌曲：喜耀文化学会合唱团 

南洋孔教会青年团合唱《前程万里》 

氛推向了高潮。 

活动接近尾声时，南洋孔教会秘书

长暨孔诞筹委主席林斌先生向大家

致谢辞。感谢各位来宾莅临孔诞庆

典，以及对孔教会会务活动的一贯

支持。 

晚上十点，庆典在欢乐祥和的气氛

中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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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志明部长致辞（摘录）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我记得我在华中念书的时候，那时也太年轻了，没有

怎么认真的学习。但是我还记得一段我背下来的词，

就是“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在2000多年来，儒家学说实际上是中国的学术思想，

它所形成的价值观代表了中国的文化传统。儒家思想

也影响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形成。今日，全世界有着大

约五分之一的人口是华人，深受着儒家思想的影响。

儒家思想的精华对于我们在应对当今复杂多变的世界

时，也能起着重要的作用。 

儒家思想强调个人的成长和进步。每个人都能成长为

一个集仁、義、智、信的各种优良品质于一身，充满

爱心的包容，不断努力奋斗。 

刚才的纪录片与我们分享了南洋孔教会 100 多年来的

坚持，100 多年来的努力，开办了很多修养课程，主

办了很多有意义的活动，也颁发了许多奖学金鼓励大

学生和研究生修读中国历史哲学。新加坡孔教会在这

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和努力是值得表扬的。 

今日的庆典主题是“忠”，尽忠职守，不辜负使命。简

单的说，“忠”的体现就是尽自己的责任和所能去做

人，去做事。这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优秀人格品

质。在治理国家方面，儒家思想也给予我们国家一个

稳固的价值观。在我们新加坡已经走过了 50多年的建

国的过程，在下来数十年到一百年，我也觉得儒家思

想基础能为我们把新加坡建成一个更美好、更和谐来

给予我们的后代。儒家思想在这方面是已经扮演一个

巨大的角色和做出一定的贡献。 

最后，我要在此祝南洋孔教会的会务能更上一层楼，

在社会做得更好，为国家为人民服务。我祝在座的长

辈们，还有我们的晚辈有一个愉快的晚上，共同纪念

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典范思想家，孔子。谢谢大家！ 

 

 

 

 

 

郭文龙会长致辞（摘录） 

        现在的世界局势有了很大的变化，各种不同的制

度和不同的文化，出现了很大的冲突。 

中国的和平崛起是全球的趋势，伴随着这一崛起，将带

来文化的复兴。因此，我们有必要加强对中国历史文化

的了解，掌握好华文，除了能守护着我们的根，也可以

搭上这趟经济的快车。希望我国社会和学校教育能重视

这一变化，顺应时代的潮流，掌握先机。 

超过百年的孔教会，这十多年来的会务有了长足进展。 

从今年开始，已全面启动“百家姓先贤人物”系列讲座：

在 10 月 5 日有第三场的孙氏讲座，介绍孙武与孙文二

位杰出人物。接下来将会陆续与不同的宗亲会合作，比

如：李、林、胡、郭、陈、黄等；通过了解自己姓氏的

起源，历史与先贤人物；认识祖先的丰功伟绩与光辉典

范，可以生起一份认同感与自豪感。饮水思源，民德归

厚！ 

明年，我们也准备把政府在 80 年代，在中学三四年级

所推出的儒家伦理课程，以新的形式重新加以推广。我

们认为当时教育部所出版的这两本教材，对今天国民素

质的提升，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 

2020 年，我会也计划再次举办“孝道歌曲音乐会”，提倡

孝顺父母，敬老尊贤的传统美德。 

今天孔诞庆典的主题是“忠”。儒家的忠、孝、仁、爱、

礼、义、廉、耻，这些普世价值，是华人安身立命的学

问。只有忠诚于自己、尽忠于国家，努力实践这些美

德，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君子；推而广之，才能建设一

个真正文明的社会。 

如何把古老文化的智慧，转化成现代文明，是我们长期

的挑战和共同的使命！ 

最后，我要再次感谢黄志明部长与郭献川议员，以及全

体来宾的出席。祝新加坡共和国繁荣昌盛！全体同胞安

居乐业！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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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9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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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9 月 25 日在孔诞庆典上举行。 

2019 年 “黄马家兰儒学奖”（本科生）得主 

南洋理工大学 

【 中文系 】黄庭飞  吴雨芳  许迅振 

【 哲学系 】洪纬祥  林婉婷  思    恩  萧静仪 

新跃社科大学 

【 中文部 】李   颍  文乐星  杨    静  杨佩芳 

 

 

 

 

 

 

黄马家兰居士 

新加坡国立大学 

【 中文系 】陈紫瑜  谢俊宇  赖劲萤  林君宇 

【 哲学系 】韩懿康  吕永得  黄婉君  万    博  张   江 

 

 

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 南洋理工大学哲学系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新加坡国立大学哲学系 新跃社科大学中文部 

南洋理工大学  

【 哲学系 】陈美安（博士）  胡建萍（博士） 

新加坡国立大学 

【 中文系 】邓盛涛（博士）  李翠琴（博士）  王浩宇（硕士）  杨治中（硕士）   

 

 

 
陈延谦先贤 

2019 年 “陈延谦中国哲学奖（高级学位）”得主 

 

硕士生   

 

 

 

博士生   

 

 

 

黄马家兰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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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孔诞庆典的主题是“忠”。

关于这一主题，我想应该和传统上

讲儒家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

八德有关系。如果回到先师孔子生

活的时代，孔门高弟曾参在《论

语·里仁》里的一句话应该非常有代

表性，他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

矣！《说文解字》里说：“忠，敬

也，尽心曰忠；恕，仁也。”孔门的

精髓就是在仁上尽心尽力。其实我

们从孔子周游列国的经历就知道，

他自己就在身体力行，尽心尽力地

宣传自己“仁”的思想。虽然孔子离

开我们已经两千多年了，但是他的

精神却早已融入我们的血脉，代代

相传。 

我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美国哥伦

比亚大学的“丁龍汉学讲座”（Dean 

Lung Professorship of Chinese）是

在 1902年成立的，专门研究中国文

化与汉学的讲座，创立人是美国加

里福尼亚州奥克兰市的创立者和首

任市长贺拉斯·沃尔普·卡朋蒂埃，

而这个讲座是以他的华裔老仆人丁

龍来命名的。 

丁龍出生于中国广东， 18 岁来到美

国，30 岁左右时做了卡朋蒂埃的帮

佣。卡氏的脾气很坏，有一次，他

酒后失态把所有的仆人都打跑了，

还对丁龍大发雷霆，并当场解雇了

他。第二天清晨，清醒后的卡氏看

着空荡荡的房子十分后悔，以为再

也没有人为他煮饭了，这时丁龍一

如既往地端着盘子给他送早餐。卡

氏非常惭愧，他很郑重地向丁龍道

歉，并保证要改掉自己的坏脾气。

他问丁龍为何不走？丁龍回答说：

“虽然你确实脾气很坏，但我认为你

是 个 好 人 。 另 外 ， 根 据 孔 子 

 

 

 

的教诲，我也不能突然离开你。孔

子说一旦跟随某个人就应该对他尽

到责任，所以我没有走。”  卡氏

说：“没想到你在中国还是一个读书

人。”但是丁龍说：“我没读过什么

书，是听我父亲讲的。”卡氏说：

“那你父亲一定是个学者。”丁龍又

说：“我的父亲也没读过什么书，是

听我爷爷说的；我爷爷也没读书，

这是我们祖传的家训。”卡氏听后非

常惊讶和钦佩，因为他实在无法想

象孔子的思想怎样影响一个东方民

族，并把这思想传承下来。自此以

后，他不再把丁龍当作仆人，而是

当作朋友一样一起生活。忠实的丁

龍就这么一直陪在他身边。到了退

休的时候，卡氏问丁龍想得到什么

回报。丁龍的回答出人意料：“我这

辈子积攒了 12000 美元，在美国没

什么朋友，在家乡也没妻儿，我拿

着也没用。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在美

国最好的大学之一的哥伦比亚大学

建立一个汉学系，让美国人能更多

了解中国和中国的文明。卡氏听后

非常感动，后来他给哥伦比亚大学

前后捐出将近 50 万美元，甚至捐出

了自己在纽约的住房来帮助自己的

老仆人实现这个愿望。当然，这其

间经过了很多波折，但在卡氏的不

断坚持下，最终哥伦比亚大学校长

妥协了。这个讲座一直开设到今

天，现在还是美国乃至世界最著名

的汉学讲座之一。 

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发现，丁龍并

不是出身于书香门第，深受儒家文

化熏陶的读书人，甚至可能从未读

过圣贤书。但他这种为主人尽心尽

力的行为和境界却远远超越了读书

人，甚至超越了种族和文化，并产

生了世界性的影响。或许我们可以

说，丁龍这种“尽心尽力”，身体力

行的“忠义”之举才是孔门儒学的真

精神！我目前学习的国立大学前身

是新加坡大学与南洋大学。南洋大

学当年是由民间筹办的大学，在建

校筹款的时候，很多小贩、苦力、

三轮车夫甚至舞女都来协助捐 

 

 

 

款，出钱出力；虽然他们很多人都

不识字，可是他们却懂得教育的重

要性，更懂得需要用实际行动来“尽

心尽力”。南洋孔教会的创始人林文

庆先生、林义顺先生、陈延谦先生

等诸位前贤，他们发达之后也是竭

尽所能，拿出大笔的钱来建学校、

建义山，回馈大众；这难道不也是

一种 “尽心尽力”的“忠义”之举吗？ 

虽然新加坡是个提倡种族和谐的多

元文化社会；但在实际生活中，我

们还是会不自觉地去区分：我是华

人，你是马来人，他是印度人。可

是我认为应该把“华，马来，印度”

都去掉，只留下一个“人”字；因为

只有在人的基础上我们才有人性；

而在人性的基础上，我们每个人都

一样。或许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

深刻理解信约里的  “誓愿不分种

族、言语、宗教，团结一致，建设

公正、平等的民主社会”。“不分”，

因为我们都是人；而“团结一致”更

需要我们放下成见，一起为国家尽

心尽力。“民主社会”需要我们用实

实在在的行动才能建立，这难道不

就是把圣人的教诲具体地用在现实

生活中了吗？或许有一天，我们还

可以有勇气把“新加坡人、中国人，

美国人，欧洲人…”前面的“新加坡，

中国，美国，欧洲…”也都去掉，放

下各自的成见，一起在人性的基础

上合作发展，那不就是我们儒家所

说的“大同社会”吗？ 

我本人非常喜欢南洋孔教会出版的

《儒家薪火》。我觉得孔教会的前

辈们是希望后辈可以薪火相传，把

圣人的精神不断延续下去。最后，

我想借用一句从我小时候一直流行

到现在的俗语来结束今天的发言—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不过，我觉得这句话只谈科学，不

讲人性；所以现在反而变成“学好数

理化，走遍天下都害怕”。或许把这

句话改一改就更好了——学懂儒家

文化，走遍全球都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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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陈沁巧 

2019 年 10 月 5 日 

        2019 年 10 月 5 日下午，南洋

孔教会在（花拉公园）公务员俱乐

部举行“百家姓先贤人物”系列讲座

三：《孙氏二杰：孙武与孙文——

兵聖与革命家》讲座，共有 200 多

名公众出席。联办单位是新加坡孙

氏公会，新加坡族谱学会协办，支

持单位是宗乡会馆联合总会；讲座

经费获得孙氏公会名誉会长孙魏克

先生赞助。 

孙氏公会前会长孙嘉和先生与来宾

分享了新加坡孙氏公会的历史起

源。孙姓的祖先可追溯到 3000多年

前，在百家姓中排名第二。春秋时

代以善相马闻名的伯乐孙阳；以著

《孙子兵法》闻名世界的军事家孙

武和後代孙膑；东吴大帝孙权；第

一清官孙叔敖；皇帝封为药王的孙

思邈；伟大的革命先行者，领导辛

亥革命，推翻满清统治，建立中华

民国的国父孙中山。他们都是历史

上的孙姓名人。  

 

 

左起：孙氏公会孙魏克名誉会长、邹璐女士、韩胜宝先生、孙氏公会孙锦源主席、郭文龍会长、族谱学会黄友江会长、孙嘉和先生、 

            司仪罗晨曦董事 

孙氏公会于 1941 年 6 月 30 日成

立。由孙炳炎先生、孙崇瑜先生和

孙雅度先生三人发起。会成立不

久，遇到日军侵占新加坡，停止活

动直到 1945 年 8 月光复后；在麦桂

路找到了一栋楼房作为真異大师的

庙与会所。1984 年，为了建设公

路，政府征用了这栋楼房；只好暂

时搬到芽笼 25 巷门牌 11 号。 

 

经过 3 年的筹备，物色到芽笼 16 巷

门牌 43 号的两层楼作为会所。礼堂

名为“清廉堂”，是以永久名誉主席

曁发起人孙炳炎父亲孙清廉的名字

命名以示纪念。楼下大堂供奉云龙

岩真異大师殿，后堂供奉孙氏历代

祖先牌位，成为联系世界各国宗亲

的中心，加强凝聚力。 

 

孙嘉和先生 郭文龍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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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 员 ：韩胜宝先 生 、邹璐女 士 



 

  

   

        第一位演讲嘉宾是南洋孔教会

董事曁当代艺术研究会秘书邹璐女

士，讲题是“孙中山与新加坡”，副

标题是“孙文之文化育星洲”。她认

为，新马华人社会的文化发展以及

教育起始，应该是从孙中山先生那

个时代开始。孙中山故居及纪念馆

遍布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大陆、香

港、澳门、台湾、日本、夏威夷、

英国、美国、新加坡、马来西亚、

南极等地，可见孙先生是一位具有

国际影响力的人。 

孙先生的成长与他年轻时代的学习

有关系，读书改变了他的命运及造

就了他。他先是接受了东方教育，

然后接受西方教育，东西方教育在

他身上融会贯通，使他的思维开

阔。 

孙中山先生一生可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的前 28 年在读书，第二阶

段是 16 年的亡命天涯，最后的人生

阶段在中国的战乱和军阀混战中度

过，可谓一生坎坷。 

1894 年 1 月，孙中山写了长达八千

多字的《上李鸿章书》，建议清政

府仿照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兴办学

校，培养人才等，但李鸿章先生却

没看。对孙中山来说，这是一个重

要的转捩点，他发现自己和中国最

高层的官僚阶层有巨大的距离，因

此决定走自己革命的道路，创立自

己的学说，建立自己的思想和国际

影响力。 

从 1900 年至 1911 年的 11年里，孙

中山来新加坡至少 8 次，多次住在

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新

加坡对孙先生的革命起了非常重要

的作用。 

孙中山所处的时代西学东渐，他将

西方的思想带进中国。他最早提出

振兴中华，把东西方文化汇集 

 

 

在自己的一生，然后激发了更大的

民族自豪感，带动跨时代的辛亥革

命。 

孙中山也推动了新加坡华文教育的

发展，促使华人新式学校教育的诞

生。辛亥革命的十余年间，新马各

地先后办起 100 所华文学校。新加

坡建国总理李光耀如此评价孙中

山：一个改变中国命运的人。 

第二位演讲嘉宾是中国新闻社江苏

分社原副社长、中国孙子兵法研究

会理事、《世界兵聖》杂志社长韩

胜宝先生，讲题是《孙子兵法》对

世界的影响。 

孙武的祖父孙书，原名田书，因伐

莒国一举成功，齐景公亲自给他赐

姓为孙，从此以后中华姓氏当中多

了一个孙家。孙武的父亲孙凭做了

齐国的卿，成为君主以下的一级官

员，是他把孙武带上了军事这条道

路。孙武的伯祖父司马穰苴是中国

古代著名军事家，著有《司马

法》，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 

孙武继承了爷爷、父亲、伯祖父的

军事理论；长辈成功的典范，成了

《孙子兵法》字里行间里的精神气

脉。春秋晚期，吴国国力蒸蒸日

上，迫切需要军事人才，而孙武是

军事奇才，到吴国更有用武之地；

于是弃齐奔吴。 

 

 

 

孙武具有忧国忧民的精神；在《孙

子兵法》第一篇，“兵者，国之大

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

察也。” 因为打战需要很多粮食，

要花很多钱，对老百姓而言是灾

难，所以应尽量避免打战，而万一

需要打战，就兵贵神速。 

《孙子兵法》是全世界唯一讲“慎

战”、“止战”、“不战”、“不战而屈人

之兵”兵书，是唯一不主张“攻城”的

兵书；其主要的精髓多是“以战求

和”，“以和为贵”的精神。 

孙武还未成名时，在苏州穹窿山隐

居，韬光养晦，写出天下第一兵书

《孙子兵法》；功成名就后就隐身

了，是真正的高人。 

《孙子兵法》被广泛应用于军事

学、政治学、外交学、谋略学、经

济学、哲学、文学、管理学等领

域；是世界性的畅销书，与发行量

最大的《圣经》等量齐观。 

最后，韩胜宝先生以数字做总结：

“第一兵书、举世无双、三十而作、

四海传播、五洲应用、六千余字、

七计五事、八勿九地、实（十）用

宝典、十一家注、十二诡道、十三

篇章、百科全书、千季不衰、万世

留芳”。 

 

邹璐女士 韩胜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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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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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者：郭文龍、刘华庆。 

上课时间：每周日下午 14:30 – 16:30 

五） 2019 年 1 月 13 日至 2019 年 3 月 24 日   【共八讲】 

六） 2019 年 10 月 6 日至 2019 年 11 月 17 日 【共六讲】 

 

 《三字经》经典导读 

       《三字经》作为三大国学启蒙读物之一，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

遗产。《三字经》取材典故，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学、历史、哲

学、天文地理、人伦义理、忠孝节义等等，而核心思想又包括了

“仁、义、诚、敬、孝。”背诵《三字经》的同时，就了解了常识、传

统国学及历史故事，以及故事内涵中的做人做事道理。 

本课程将讲解《三字经》之精华，结合实践，深入浅出，通过分享讨

论的方式，让学员了解正确的教育理念，培养优良的品德；化解困

惑，以获得生活的智慧。 

主讲：孔教会经典导读团队 

 

 

  

上课时间：每月第一及第三个周六下午 14:30 – 16:00 

2019 年 5 月 18 日至 2019 年 12 月 21 日   【共 15 讲】 

 

 

南洋孔教会会长

郭文龍 

青年团代团长 

刘华庆 

 

学术顾问   郭齐勇 教授   董金裕 教授   颜炳罡 教授   陈荣照 教授   劳悦强 副教授       

名誉会长   林清荣 先生   林顺兴 先生   胡财辉 先生   洪天全 先生 

会务顾问   何启良 博士                        法律顾问      庄绍懿 律师  
 

唐唐棣 女士   陈少忠 先生   张张华 博士   李美洁 女士   戴雅柏 先生   陈昱树 先生    

孙魏克 先生   王海岩 女士   范展翅 女士   陈美安 小姐   杨治中 先生   邓盛涛 先生    

王浩宇 先生   孙嘉和 先生 

欢迎各界人士加入南洋孔教会，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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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意思

是探究事物原理，掌握事物本源，

意念诚实，端正心意。这些儒家经

典语句庞琳会长都可以信手拈来，

也是他一直奉行的理念。在他的会

客室和办公室都摆放着孔子像，足

见他对儒家思想的热爱。 

庞琳坦言小时候读书不多，因家庭

的原因只读到小学，但他对读书很

有兴趣，总喜欢拿起书籍来阅读。

除了心灵、哲学书、管理学 ⋯⋯他尤

其喜欢传统文化，读过很多儒家经

典。 

庞琳认为孔子是一位伟大的教育

家，更是一位哲学家，一生的学说

为后世传颂，其精神“学不厌，诲不

倦”，奉行“有教无类”，不分贵贱贤

愚而教之。而现在的教育则有太多

经济的考量。儒家经典开宗明义“学

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

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

亦君子乎？”这些思想都对他有很深

远的影响。 

谈起对儒学的认知，庞琳表示在年 

 

轻时有了宗教的信仰，后来接触了

儒家学说，产生了对儒学的兴趣，

其后便更深入的研究探索和了解，

并由郭文龍会长引荐加入孔教会。 

庞琳从 1980 年有宗教信仰后至今

便是一位素食主义者。这也在他创

建“口福”之后，也创立“元素”这一素

食品牌，包括之后的“素林”。他认

为素食不杀生，是对生命的一种尊

重、一种爱，对地球是 一种环保，

让身心灵更健康，也更容易让人找

到真正的自我。 

从杂工，小摊主到 2018 年成功上

市的“口福集团”执行主席兼总裁，

庞琳可谓事业有成，他获奖无数，

例如新加坡杰出企业家奖、新加坡

最杰出品牌奖、新加坡快速增长企

业奖等。这些荣誉的背后是母亲对

他的深刻影响，是他向家人交上的

优异成绩单。 

庞琳对童年乃至青年时期有着非常

深刻的记忆，1955 年出生的他身为

长子，家中兄弟姐妹共 7 人。18 岁

时父亲过世，当时母亲才 30 多岁， 

一天打两份工；母亲目不识丁，却

不断鞭策子女要好好读书。生活虽

然艰苦，母亲对家庭的含辛茹苦无

私付出、她的坚韧毅力，让庞琳深

深体会母亲的了不起，也看到母爱

的伟大。同时母亲在自己生活并不

宽裕的情况下，也尽其所能的帮助

亲人，成为庞琳一生的楷模。 

除了榜样的力量之外，人生还要有

规划和目标。庞琳表示，新加坡南

洋孔教会不是宗教团体，要继续走

下去不容易，要好好的规划，把爱

好儒学的人集合起来，大家一起来

努力学习，让孔教会可以持续发

展，把儒家思想发扬光大。他认

为，孔教会可以引导大家，让仁

义、仁爱的思想落实在生活中，改

变生活，感受生命的力量。儒家思

想不是象牙塔中的学问，我们应该

让生活儒家化，与日常融为一体，

赋予儒家思想以新的生命。通过举

办各式讲座与经典课程，让更多人

了解儒家思想，并吸引更多年轻人

加入，让儒家思想可以代代传承，

历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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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物致知 诚意正心 
记孔教会名誉会长庞琳先生 文：沈芯蕊 

沈芯蕊小姐、庞琳先生 



 

        平易近人笑容可掬的陈美雄先

生，在岁末的百忙之中抽空接受了

南洋孔教会的专访，若不是事先得

知他是新加坡一家上市公司的主

席，完全无法将眼前这位低调从容

的儒者与掌管着 2000多人集团的企

业家联系起来。随着采访的展开和

沟通的深入，发现原来儒家的传统

修养已经真切地流淌在他的血脉

中，无论是个人的成长，还是团队

的搭建和引领，他都在践行儒家文

化，影响和改变着更多的人。 
 

与孔教会的缘分 
 

陈美雄先生是一名国学爱好者，在

喜耀文化学会时，便从性情的角度

学习人的成长之道。12 年前当郭文

龍会长接手当时处于沉寂的南洋孔

教会时，陈美雄先生就义不容辞地

担任秘书长，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

从学习国学到并肩弘扬儒家思想，

一切都是那么自然。 

如今陈美雄先生作为孔教会的名誉

会长，一如既往地积极参与和支持

孔教会的各项活动，也让身边的人

更多了解中华文化，以实际行动弘

扬儒家优良传统。 
 

多元环境下，儒家是立足点 
 

陈美雄先生是第三代的新加坡华

人，祖父来自中国广东开平，是在

刻苦耐劳勤奋敬业的传统华人文化 

 

下成长起来的一代，祖辈们可能也

不清楚什么是儒家，但他们在实际

生活中却处处体现出儒家的修身之

道，小辈们也耳濡目染，把这种民

族和家庭的优良传统在日常生活、

为人处世中保留并传承下来。 

新加坡是多种族多文化的国家，我

们本身是华人，儒家是立足之本，

有了这个立足点才能延展到其他文

化，在欣赏其他的文化时，才有了

底气。 

陈美雄先生进一步指出，当今社

会，推广儒家文化是必要的，但不

能走偏，不能唯儒独尊。不管是什

么民族，都有各自文化之美。中华

文化源远流长 博大精深，历经几千

年传承下来，包括儒释道、法家、

兵家等，我们要不断学习自己的文

化，才有立足点，才能去了解其他

文化的美，才不会迷失自己。 
 

秉持和践行儒家思想 
 

回首陈美雄先生近 30 年的创业守业

的经历。一开始是个人创业之路，

自己学习和面对不同领域的挑战，

遇到困难不怕犯错，做事“仰不愧于

天，俯不怍于人”，坚持不放弃，熬

过难关。后来更多是以团队的方向

为考量之重，在团队中欣赏每个人

的多姿多彩，让团队成员觉得这里

适合自己的成长，被肯定。儒家的

“和而不同”与企业所讲的和谐、 

团队合作是一致的，也是跨文化、

跨年龄、跨种族共同认可的理念。 

团队中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和

责任，企业的运作犹如《礼运大同

篇》里所描述的那样“选贤与能，讲

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

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

有所长 ...... ”每个人做好自己的本

份，以团队的共同目标为重，互相

扶持和进步。 

陈美雄先生希望企业未来能再创高

峰，外界的客观条件虽然无法控

制，而内部的核心价值更强调每个

人以“自强不息”的态度去努力，不

必太在乎或追求成功的指标。 
 

对孔教会未来的期望 
 

谈及对孔教会未来的期望，陈美雄

先生指出，我们要回到新加坡的现

实，多元文化、多元种族、多元宗

教的环境中我们不能偏，要立足根

本，让更多的人认识我们，但也不

能强求。通过开展对应现代需求的

活动，让社会见证有这样一个团体

在弘扬孔子儒家的核心文化。有了

活动，也有参与的人，还需要有人

支持。所以“言教”，从自己开始，

“身教”，从活动中接引，“境教”，以

孔教会为道场，接轨全世界，怀抱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共

同迈向一个儒雅的和谐社会。 

 

  记孔教会名誉会长陈美雄先生 

立足儒家文化 共建和谐社会 
 文：唐棣 

28｜儒家薪火第八期 

唐棣女士、陈美雄先生 



 

 

  

2019 年萃英读书会主题列表： 

整理：刘华庆 

期次 日期 主题 

第 54 期 1 月 26 日 经典会读：《孟子·万章上》  （刘华庆）  

讲座分享：华夏文明之美——从盘古到秦汉（导读《美的历程》系列一）  （朱佳） 

第 55 期 2 月 23 日 经典会读：《孟子·万章下》  （刘华庆）  

讲座分享：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谈唐诗的抒情艺术  （唐兆基） 

第 56 期 3 月 30 日 

 

经典会读：《孟子·告子上》  （刘华庆）  

讲座分享：华夏文明之美——从秦汉到两晋（导读《美的历程》系列二）  （朱佳） 

第 57 期 4 月 27 日 讲座分享：诗经——古老的郑风情歌  （潘金娜）  

好书导读：淡莹《诗路》导读  （赵秀敏博士） 

第 58 期 5 月 26 日 

 

经典会读：浅谈《诗经》中的齐家思想 ——《雅》《颂》选读  （童纬强） 

讲座分享：华夏文明之美——从南北朝到唐宋（导读《美的历程》系列三）  （朱佳） 

第 59 期 6 月 29 日 

 

好书导读：周圣来《美意识的种子》  （冯少明） 

讲座分享：宰割“教育圣牛”是假议题——从中学分流到科目编班  （王国华） 

第 60 期 7 月 27 日 讲座分享：人力与天命的抗争——论荀子与张湛的力命之辩  （胡建萍） 

好书导读：清代同光体闽派诗学——陈宝琛《沧趣楼诗集》选读  （张松） 

第 61 期 8 月 31 日 经典导读：《孟子·告子下》  （刘华庆）        

讲座分享：《老子》与人生  （解文超副教授） 

第 62 期 9 月 28 日 讲座分享：王阳明“心学”解读（一）——释“心即理”  （李国生） 

好书导读：华夏文明之美——从宋元到明清（导读《美的历程》系列四）  （朱佳） 

第 63 期 10 月 26 日 经典导读：《孟子·尽心上》  （刘华庆）                

讲座分享：张大千的艺术世界  （沈芯蕊） 

第 64 期 11 月 30 日 经典导读：《孟子·尽心下》  （刘华庆）                

讲座分享：人人皆圣贤——王阳明其人和心学初探  （唐棣） 

第 65 期 12 月 28 日 讲座分享：晏己道的词与酒  （张松）                

好书导读：华夏山川之美——导读《这里是中国》系列之一  （朱佳） 

 

        2019 年，南洋孔教会青年团，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既在工作和生活中实践了儒学的義理，又在活动中加深

了彼此的感情。 

今年的活动仍然以萃英读书会为主；活动面向本地中华文化爱好者、大中院校学生和公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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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在学术思想与日常生活、学院研讨与公

众之间探求一种良性沟通。 

萃英读书会创办于 2014 年 8 月，至今已举办 65 期活动。2019 年，导读了《孟子》、《诗经》等儒家经典，也分享

文学、艺术、美学、语言、教育等诸多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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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7 日，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与华族文化中心联合举办

新春团拜，主宾是哈莉玛总统。冯少明、潘金娜、唐

棣、王超、沈芯蕊以及童纬强出席活动，并和其他社区

组织代表进行互动。 

 

8 月 9 日，举办第二次“与会长茶叙”活动，有 50 多位来

宾出席。会长与大家分享“巧联妙对”，幽默有趣，气氛

热烈。 

 

 

青年团作为一个具有强大凝聚力、团结与包容的团体，

得益于彼此亲密的互动和交流。2019 年度，分别在 2 月

和 4 月开展两次内部分享会；主题分别是“可能性”和“平

衡”。通过生动有趣的互动游戏，带领大家分享各自对讨

论主题的理解和体会。 

 

青年团团委们不仅“读万卷书”也“行万里路”。8 月 18 日上

午，由副团长少明策划，举办年度户外活动，有 19 人参

加。游览了花柏山公园，并在 Alkaff Mansion 共进午餐。 

 

11 月 9 日，举办电影《达摩祖师传》放映会。影片是

1993 年版，由袁振祥执导；叙述在南北朝时代，佛教禅

宗第二十八祖菩提达摩传扬佛教事迹及将衣钵传于二祖

慧可的经过。尔冬升饰演南天竺香至国三太子、自愿舍

弃王位随般若多罗出家从禅的达摩，武打生樊少皇饰演

二祖慧可如何得道；包括慧可断臂来表求佛之心，后来 

 

被达摩赐予法号慧可等事迹。是一部集历史典故、功夫

动作及具有警世意义的优质作品。 

电影结束后，张庆勇与陈俗霖带领大家进行交流与分

享。大家提出的个人见解不管正确与否，可自行判定，

不作争论；讨论会仅供有缘学习祖师言教的人，一起来

探讨佛法，树立正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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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 月 12 日 

        由中国曲阜孔子博物馆、中华孔子学会孔子後

裔儒学促进委员会、世界孔子後裔联谊总会、至聖孔

子基金会、韩国曲阜孔氏大宗会，为纪念孔子诞辰

2570 周年，举办优秀书画作品展；向包括南洋孔教

会的多个儒家团体征求书法作品参展。 

        郭文龍会长推荐了会务顾问徐祖燊、名誉董事

孔令广及审计员王白安各写两幅书法作品参展。 

        徐祖燊书法： 

一、博学於文，约之以礼。 

二、孟子告子章句下。 

        孔令广书法： 

一、礼之用和为贵，德不孤必有邻。《论语·里仁》 

二、先师德配古今兴教化；至圣道尊天地启宏儒。   

         （自撰联） 

        王白安书法： 

一、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论语.泰伯篇》 

二、德不孤必有邻。《论语·里仁》 

        三人的书法在展览结束后，归主办方所有。 

 

 

 

徐祖燊书法 孔令广书法 

2019 年 5 月 27 日 

5 月 27 日上午，上海轩升企业紫轩书院，第一届国学班海外研修班的 13 名毕业学员及 3 名书院人员：穆晓

峰博士、邵春雷先生、倪旻女士来访孔教会进行交流。穆博士在致辞时提到，希望南洋孔教会能成为每一

届国学班毕业生海外研修拜访参观与交流的其中一个团体。紫轩书院的一名国学班毕业生画了一幅水墨画

“兰竹双清”送给孔教会。出席接待的是陈华明副会长、林斌秘书长及罗晨曦董事。 

 

 

 

王白安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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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承》杂志的负责人杨镇铭先生、陈佩

婷小姐与同事共五人，于 7 月 25 日下午

到访孔教会，对郭文龍会长进行采访。 

孔教会播放了历史纪录片，并介绍了近五

年举办的重要活动。 

参与接待的是林斌秘书长与耶亚华董事；

会务顾问蔡志礼博士也出席了采访接待。 

郭文龍会长的采访已经刊登在 2019年 8月

第 2 期的《传承》杂志（中英文）；并送

了 120 本杂志给孔教会。 

 

 

 

2019 年 7 月 25 日 

为配合李显龙总理在 8 月 18 日的国庆群

众大会演讲，民情联系组（REACH）于 8

月 24 日下午在亚洲文明博物馆举办“国庆

群众大会 2019华语对话会”，邀请会长与

董事出席；分享对国庆群众大会的看

法。对话会主宾是贸工部长陈振声。 

耶亚华董事、罗晨曦董事、冯少明董

事、青年团副团长潘金娜和张庆勇出席

了对话会。 

 

 

2019 年 8 月 18 日 

2019 年 10 月 4 日 

Barisan Muda Tionghoa Indonesia（印尼

华裔青年会）于 10 月 4 日在巴淡岛主办

“ 2019 年 印 尼 巴 淡 文 化 和 谐 论 坛 ”

（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ultural 

Harmony 2019），邀请耶亚华董事出席

并发表演讲。 

耶亚华董事以印尼语发表 30 分钟演讲，

题目：“理解与学习异种文化是社会和谐

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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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耶亚华董事、郭文龍会长、Samuel Daimwood 先生 

左起：潘金娜副团长、罗晨曦董事、陈振声部长、冯少明董事、 

            耶亚华董事、张庆勇副团长 



 

  

文：潘金娜 
2019 年 11 月 14 日 

2019 年 11 月 14 日，郭文龍会长偕同潘金娜副团

长和仁仁国学程健波先生前往上海复旦大学拜访

历史学系邓志峰教授，邓教授也是孔子基金会奖

学金得主邓盛涛的老师。一行三人与邓志峰教授

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张钰翰博士、复旦大学历史系

博士生成棣、硕士生邓俊龙餐叙交流，侃侃而

谈，主宾尽欢。邓志峰教授年轻有为，主要研究

领域为中国经学、经学史、思想史。他提出现在

的教育知识性太多，多注重在培训技巧，要给生

命成长多一点思考，新儒学要接近生活。郭文龍

会长也谈了霍韬晦教授提出的性情学。郭会长赠

送邓教授孔教会会讯及百年庆光碟，邓教授也将

自己的作品《新经学》、《周易义疏》、《新文

化运动百年祭》赠予郭会长。 

 

 

2019 年 11 月 19 日 

11 月 19 日下午四点钟，郭文龍会长偕同林斌秘书长、

文化学术出版主任张静博士、罗晨曦董事、潘金娜副

团长来到北京“孔阳国学工作室”，孔阳国学工作室是由

朱翔非教授建立，旨在传承中华人文精神，传播传统

文化，倡导终身学习。一行五人受到朱翔非教授的热

情接待。朱教授也是孔子基金会奖学金得主王浩宇的

老师。大家观看了孔阳国学纪录片《儒者归来》， 

 

 

张静博士也向朱教授介绍了南洋孔教会的历史。朱教授

提出了儒者不等于学者，道在民间，儒学要走向社会。

郭会长谈到了生命儒学，他说儒学本身的力量将会使儒

学走上世界，未来也将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儒者。大家有

很多共通之处，相谈甚欢。郭会长赠送朱教授《新加坡

南洋孔教会百年史》一书、七期《儒家薪火》会刊和孔

教会领带，朱教授也赠书和孔阳国学工作室徽章给郭会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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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程健波先生、郭文龍会长、邓志峰教授、潘金娜副团长 

左起：林斌秘书长、潘金娜副团长、郭文龍会长、朱翔非教授、张静主任、罗晨曦董事 



 

  

2019年 11月 16日 

曁国际儒学联合会第六届会员大会 

        2019 年 11 月 16 日至 11 月 19

日，由国际儒学联合会、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中国孔子基金会主办，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贵阳孔学堂文

化传播中心、济宁市人民政府协办

的“纪念孔子诞辰 2570 周年国际学

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六届

会员大会”在北京召开。本次研讨会

共有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800 多位

代表出席。南洋孔教会郭文龍会

长、林斌秘书长、文化学术出版主

任张静博士、罗晨曦董事和青年团

副团长潘金娜出席了大会。 

11 月 16 日上午开幕式在中国北京

人民大会堂举行，国际儒学联合会

会长滕文生主持开幕式并致辞。中

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做了重要讲

话。王岐山副主席指出中华文明推

崇的“仁义礼智信”与今天我们倡导

的家国情怀、责任担当乃至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交相辉映，中华文明

推崇的“和而不同”“协和万邦”与今天

的开放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理念思致相因。他号召大家

要从传统文化中吸取智慧，坚定文

化自信，同时尊重世界上所有的文

明，汲取一切有益的东西，加强交 

 

 

交流、互学互鉴、兼收并蓄、以儒

学为纽带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智

慧。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埃及前

总理伊萨姆·沙拉夫也分别作了讲

话、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作了视

频讲话。下午在中国职工之家酒店

举办了大会学术主题演讲，主持人

为新加坡国立大学李焯然教授。 

11 月 17 日下午至 18 日下午是学术

研讨会分组研讨，南洋孔教会董事

张静博士发表了会议论文《孔子六

艺的现代转化—霍韬晦性情教育之

探索与实践》。11 月 18 日上午召

开了第六届第一次执行委员会会

议。会后，郭会长向刘延东会长赠 

送了孔教会会讯及百年庆光碟。 

“德不孤，必有邻”，通过这次的学

习，我感受到了儒学影响之深远。

文化的力量可以跨越语言、宗教、

种族，把世界各地的人们凝聚在一

起。与会八百多名代表来自世界八

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我深切感受到

了儒学对华人和世界的影响。通过

聆听专家学者的精彩报告，我开阔

了眼界，拓展了视野，并深感自己

所学不足。深刻体悟到了儒家的兼

容并包、和而不同，与不同文化各

美其美，加深了对儒学文化的认

识，坚定了弘扬传统文化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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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潘金娜 

左起：林斌秘书长、张静主任、郭文龍会长、潘金娜副团长、罗晨曦董事 

前排左起：（五）刘延东会长、（六）福田康夫理事长、（七）王岐山国家副主席、 

                    （八）埃及前总理伊萨姆·沙拉夫、（九）滕文生荣誉会长 



 

 

 

 

  

        在这四天的会议当中，除了各

学术会议之外，也充分的和各界学

术代表有更深沉的交流。虽然已经

不是第一次参加学术研讨会，但是

面对如此多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和

学者，尤其是看到其他学者的精彩

报告之后，仍然难免有些紧张。幸

而得益于事先较为充分的准备，在

学学研讨组发表意见与观点时候能

够保持较为平静的心态。 

经过这次会议，得以一睹诸多学者

的风采，也有幸聆听了很多优秀的

报告，受益匪浅，对于当前国际上

前沿的研究方向及方法内容有了一

定的了解。能够与参会者自由交流

不仅是与其他国家学校的同道建立

友谊的机会，更让我加深了对一些

问题的理解，对于后续的研究起到

了很好的推动作用，在具体问题上

有不少收获，也让我学会在公共场

合更好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将自己

的研究成果介绍其他国家的学者，

并从他们的评论中得到肯定和知道不足 

 

 

国际儒学联合会刘延东会长、郭文龍会长 

郭文龙会长受委为中国国际儒学联合会 
第六届执行委员会委员、理事会理事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新加坡南洋孔

教会给予我这样好的机会参加此国

际学术会议，更加坚定了我将要努

力的方向。我会不断学习，做出更

好的成果，以不辜负同道们殷切的

期望。 

—— 林斌秘书长 

        2019 年 11 月 15 日-20 日，在

郭文龍会长的带领下，我有幸参加

了纪念孔子诞辰 2570周年国际学术

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六届会

员大会。 

80 多个国家与地区的 350 多名代表

参加了此次盛会。在人民大会堂召

开的开幕式，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副

主席王岐山代表中国政府发表讲

话。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日本前

首相福田康夫、埃及前总理沙拉夫

分别致辞。在接下来的几天，各学

术主题演讲与研讨会给我们带来了

一场思想的盛宴。 

会议间隙，世界孔子後裔联谊会的 

 

滕文生荣誉会长、刘延东会长、福田康夫理事长 

        11 月 17 日上午，国际儒学联合会第六届会员大会、理事大

会于中国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会议选举了国际儒联第六届领导

机构。国务院原副总理刘延东当选会长；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当

选理事长。 

刘延东会长曾在中央统战部工作多年，并于 2002 年出任中央

统战部部长。2003 年，当选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党组成

员。2007 年，她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次年出任国务委员、

国务院党组成员。2013 年，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党组成员，

2018 年卸任。  

福田康夫理事长长期关注儒学；2007 年，时任日本首相访华期

间，更专赴山东曲阜参拜孔庙，并在大成殿前，用毛笔写下 “温

故创新” 四个大字。 

大会上，新加坡李焯然教授当选国际儒联副理事长，并与郭文龍

会长受委为第六届执行委员会委员。五位新加坡同仁亦获选为国

际儒学联合会第六届理事会理事： 

 

 

1. 李焯然（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 

2. 陈金梁（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社会学院院长） 

3. 梁秉赋（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院长） 

4. 郭文龍（新加坡南洋孔教会会长） 

5. 唐庆铭（新加坡儒学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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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德墉会长宴请了我们一行。老先

生是孔子第 77 代孙，90 多岁的他

精神矍铄，谈笑风生。我说我名叫

晨曦，他还开玩笑，说像他这样应

该叫孔夕阳。老人家活泼亲切，让

我这样的晚辈如沐春风。席间听到

很多过去的故事，有血有肉有温

度。孔老举手投足间自有风范，从

他身上我感受到儒家的温润。 

此次北京之行，我看到不管是中国

还是世界，不管是庙堂之高还是江

湖之远，皆有儒家践行者。“德不孤

必有邻”，中华文化复兴有望。这文

化不仅是中国的，更是全人类的。

我们不要妄自菲薄，也不须妄自尊

大。我们要追溯文化本源，明晰人

生意义，重树生命价值。在全球化

的大潮中，在功利领先的俗世里，

努力活出一份尊严、活出一份风

骨，活出一份儒家的精神。让文化

重新回归生命、回归性情。 

——罗晨曦董事 

 

 

 



 

孔子六艺的现代转化 
霍韬晦1性情教育之探索与实践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Confucius’ Six Arts： 

The Pursuit and Practice of Xing-Qing Education by Professor Fok Tou Hui 
 

张静2 

前言 

        教育与国运的关系毋庸置疑。一个国家、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有赖其文化的滋养和指引；

而文化复兴，必落实于教育。所谓“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3如今国运昌盛，举国呼唤国学回归，

但如何在教育中落实，才是真正的难题。依靠传统的读经、释经、研经、传经的方式，也许只

会重回清代考据学之路，既无法对应时代，亦不能教化人心。业师霍韬晦先生指出：“国学是

立国之学、立人之学与立本之学。”4其中，“立国为先，立人为要，立本为根。”5国学复兴必与

国人生命成长息息相关，方显其意义。因此，要汲取传统文化的资源，经典固然要精读，但更

须掌握其精神，落实于教化，才能焕发其生命力，与时俱进。 

        回顾历史，近两百年来，内忧外患，国运衰微，国人对自己的文化逐渐失去信心，故求

法于外，学习西方之制度、技术、器物乃至思維。在追随现代化的进程中，的确取得了令人瞩

目的成绩，但教育的弊病亦日趋显现。孔子说：“君子不器。”6而现代教育恰恰过于倾向知识教

育、技能教育、专业教育，以市场为导向，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培养工具，以经济意识取

代人格理想。这种教育风气大大助长了人的功利意识、现实意识，在维护私利的竞争机制下，

其危机不言而喻。 

一、孔门“六艺”的核心 

        中国传统教育一直以儒家为主导，重在“成德”、“成己”、“成人”， 通过教育使人变化气质，

脱胎换骨，其关键在人格修养。教育的内容则以“六艺”为核心。国学大师马一浮先生曾指出，

 
1 霍韬晦（1940-2018），广东南海人，当代思想家、教育家，师承新儒家大师唐君毅先生（1909-1978），是新儒家践行派之代表人

物。在教育上，承继孔子，推陈出新，提出“新六艺”，实践“性情教育”；并设立学院、学校，主张“文化回归生命，读书长养

性情”，以重开教化之门。 
2 张静，新加坡国立大学哲学博士，2015 年跟随霍韬晦教授从事性情教育的研究及实践工作。现任香港法住文化书院研究所主

任，新加坡南洋孔教会文化学术出版主任。 
3 《汉书》〈董仲舒传〉。 
4 霍韬晦：〈立国之学、立人之学与立本之学〉，《国学新视野》2017 年 3 月，春季号，页 46-53.另收于《国学与教育》（香港：法住

出版社，2017 年），页 23-36。 
5 霍韬晦：〈国学何所指？〉，《国学正名》（香港：法住出版社，2019 年），页 34。 
6 《论语》〈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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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的核心就是“六艺”，乃至“一切道术皆统摄于六艺。”7马先生所指的“六艺”，即孔子之“六

艺”。 

东周以前，学术统于王官，根据《周礼》的记载，周初的 “六艺”是指礼、乐、射、御、

书、数，为贵族子弟必须学习的六种技能。周室东迁之后，王官学衰而私家言起，孔子开其先，

通过对上古文献的整理、删削，重新修定“六艺”，垂范后世。此新“六艺”即《诗》、《书》、

《礼》、《乐》、《易》《春秋》（后世尊为“六经”）。 司马迁赞之“匡乱世、反之正，见其

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8 

        孔子为何重修“六艺”，其意义何在？ 

        如果说古代的六艺作为贵族子弟的教育，不免强调知识、技能、仪表和风度，而且注重

操作上的嫻熟，故称之为“艺”；但孔子所处的是时代已是“礼崩乐坏”，这套贵族文化在现实的

冲击下已难以维系。在孔子看来，理想社会的建立不能只靠制度，文化的传承不能只靠外在的

规范。所谓“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9如果礼乐只是一套规范，没有内在的精神支

撑，就会表面化、形式化，变成虚文。因此，“礼崩乐坏”的真正问题不在礼乐制度，而在人的

素养。礼乐无罪，人能否自觉奉行才是关键。有诸外必形诸内，一切从外建立的东西必须先有

内在的根据。礼乐不是政治权威所制定的一套外在规范，而是依据人的光明本性而立，即人生

命中的内在之“仁”。所以孔子的拨乱反正不是另创一套制度，而是从本源处来认识礼乐，认识

周文，所谓“述而不作”，正是通过对周文的诠释、深化，来探寻制度的根据、礼乐的根据。  

“仁”是什么？孔子从未下定义。我们无法按西方思维将之对象化、概念化，它不是经验

世界中的具体事物，人需靠体会和感受去了解。如樊迟问“仁”，孔子教之“爱人”，10即让他通过

具体实际的行动去感受“仁”的存在。儒家以“仁”为人先天本有的内在之性，并非来自外在的灌

输。有子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11人之初生，在父母之怀感受关爱，孝悌之情，自

然萌生。推而广之，人在群体世界之中，彼此同情共感、交流互应，这种以“情”为本质的自然

感通之性即为“仁”。 换言之，人是“性情”的存在。霍师韬晦先生主张以“性情”释“仁”，“性”即人

生下来的存在状态，包括先天结构、生理结构和自然结构，具有“本体”意义；而生命的存在是

以“情”来界定的，情即具有开放性、感通性，是生命成长的动力源泉。12因此“性情”一词即体现

了“仁”在中国文化中的本体意味，又展现了其情感特性。 

        “仁”虽为先天所本有，但另一方面，人亦存有动物性的原始本能。若“仁”性若得不到开发，

人将沉溺于生理欲望的世界，不能自拔。因此教育要以“仁”为本，即以开发人的内在性情为第

一义。《礼记》〈经解〉云： 

 
7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马一浮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年），页 18。 
8 《史记》〈太史公自序〉 
9 《论语》〈八佾〉。 
10 《论语》〈颜渊〉。 
11 《论语》〈学而〉。 
12霍韬晦：〈性情教育指微〉，《国学与教育》，页 189-191；另见氏著《孔子知命之旅体验行》（香港：法住出版社，2010 年），页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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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

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

《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 

 

        显然，在孔子看来，“六艺”（六经）作为教学内容，並非一套話語，而是與人的生命成長、

人格培养、生命境界的提升息息相關，可以从根本上通向社会教化，移风易俗。孔子说：“兴

于诗，立于礼，成于乐。”13人心感于物而动，“兴”就是感受力的培养。《诗》的真义即在此。

从教育的角度而言，孔子是将情感的开发置于首位，这有别于西方重理性的传统。 “诗三百，

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14盖《诗》直抒胸臆，感情真挚动人，最直接地唤起人的情感回应，

由此而打通生命与生命、生命与环境的隔阂，使个体生命通向他人、通向社会、通向天地、通

向历史与未来。所以，孔子所倡导的教化之路并不是一条循理性发展的知识进路，而是由“情”

的开发，使之通过感受、实践、体会而获得的生命成长。 

二、“六艺”之教的内涵及层次 

        霍师韬晦先生认为，孔子重修“六艺”， 首以《诗》、《书》，次以《礼》、《乐》，最

后是《易》与《春秋》。如此排列，自有其深意。这里体现的是教学层次上的先后，而非时间

上的先后。其核心是围绕性情的开发，进而树立人的价值主体。在这一过程中，人的综合能力

得到培养和提升。 

        因此，他对孔子的“六艺”的教学宗旨和内涵作了如下诠释： 

1. 《诗》 

        《诗》着重开发人的感受力和心志。感受力的培养不能借助概念和理性抽象来实现，人

的美感体验主要来自情感的自然呼应。司马迁云：“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

人皆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 15换言之，诗是内心情感的自然流感，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

言”。16这是中国文学所强调的特质，所以陈世骧先生对照西方文学传统，指出中国文学展现的

是 “抒情传统”，而《诗》正是这个抒情传统的源头。17霍先生进一步将之概括为“性情文学”： 

    文学，必自性情始；立志，必自性情始；对理想之追求与贯彻，必自性情始；对生

命之开发与提升，必自性情始；一切生命求真、求善、求美、求神圣之动力，亦必自性

情始！而《诗》，就是感受者、呼唤者、表达者、推动者、传送者；及其至也，遍乎天

地。18 

        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19表面说的是诗的功能，但这些功能的

背后，恰恰体现了诗的情感本质。正因为诗是真情的自然流露，所以通过诗，能够唤起人的情

 
13 《论语》〈泰伯〉。 
14 《论语》〈为政〉。 
15 霍韬晦：〈从孔子的六艺到喜耀新六艺〉，《国学与教育》，页 157。 
16 霍韬晦：〈从孔子的六艺到喜耀新六艺〉，《国学与教育》，页 157。 
17 霍韬晦：〈从孔子的六艺到喜耀新六艺〉，《国学与教育》，页 157。 
18 霍韬晦：〈从孔子的六艺到喜耀新六艺〉，《国学与教育》，页 157。 
19 《论语》〈阳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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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共鸣（“兴”），能够欣赏大千世界的呈现（“观”），能够达成心灵的沟通（“群”），能够在

现实的磨难中感悟理想的坚贞（“怨”）。因此，诗不仅培养人的感受力，而且能激发人的志向。

这是人格成长的第一步。古人说“诗言志”，20有志即有向往，志之所之，方有行动。 

2. 《书》 

        《书》即《尚书》，作为上古历史文献，记载和收录了从尧、舜、禹到周代的政府文告，

以及一些重大事件的处理。它所强调的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的开创。因此，读《书》可以加

强历史记忆，进而培养民族情怀。尽管从考据学而言，学界对《书》的真伪还存在争议。但其

精神价值才是我们所关注的重点。 

        作为历史记忆，《书》不是只求记事、保存文档，而是体现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源流

和文化传承。所以，读《书》，当体会祖先的开创、承担，由此心存感恩，进而立志继承、守

护传统。因此，《书》可以培养人的爱国、爱民族、爱文化之心，加强整体的凝聚力，进而承

担社会、国家、民族，乃至历史文化的责任。 

        因此，学习历史需由记忆而反省，由反省而深入，由深入而触类旁通，从而获得领悟。

所以历史是道德教育，也是情感教育。 

3. 《礼》 

        从形式而言，礼是人与人相处所遵守的规范。古代礼乐作为制度固然是有统治者所制定，

但出发点是为维护社会的安定而是设计的秩序和生活方式。古代的仪轨未必适用于今日，但其

精神当继承。为礼者必谦，所谓“恭敬、撙节、退让”、“自卑而尊人”。21从内核而言，礼由性情

而出，它体现的是人与人的尊重和关怀。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如果

失去了这个内核，礼就流于形式。因此，从教育的立场，一方面要培养孩子良好的行为习惯，

懂得谦让，礼敬；另一方面，更要从情感入手，开发他的性情，培养他的道德意识，让他在规

范、律则中感受到关怀、互爱，从而自觉地养成守纪、守约的好习惯，学懂自我管理。礼作为

行为教育，才能真正发挥它的作用。 

4. 《乐》 

        音乐作为艺术创作，不仅可以美善人生，还可以培养人的想象力、创造力。《乐记》云：

“乐由中出，礼自外作。”礼虽然本于人情而立，但它的形式和操作是一套外在的规范，对人的

行为进行约束。在现实环境中，难免会与人的自由情志发生冲撞。“乐”则可以由内调节人的生

命状态，疏导情感，使之顺畅、净化。通过音乐艺术的表达，不仅可以使人获得情感上的超升，

还可以开阔人的精神世界。 

        古代“诗”、“乐”、“舞”本是一体，《乐记》云：“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

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人在声音、语言、动作、节奏的感染下，自然产生情感的

共鸣，形成“众乐乐”的美好氛围。 

 
20 《尚书》〈舜典〉。 
21 《礼记》〈曲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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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易》 

        《易》所解释的是天地变化之道。〈系辞〉曰：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人有以见天下之

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 

        圣人通过观察、模拟、理解至融会贯通，推演出事物变化的规律。霍韬晦先生认为，在

这个过程中，体现了人的参与，即以至纯之心，直观天地万物之变化，得出个中消息，这就是

对“机”的感通。由此可以知过去、知未来，从而趋吉避凶。《易》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意味着哲

学之门的开启。将之用于处事、做人，可以提升眼光，开阔心胸，增加修养，训练思维。《易》

的背后隐含着“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学《易》可以培养人面对困难的勇气，并学懂观察、学

懂分析、学懂运用理性推出解决方案。立足性情，转出智慧，即使失败也可以再尝试。一方面

永不灰心，一方面知道人生就是要经历考验。22 

6. 《春秋》 

《春秋》本是鲁国的史书，孔子笔削之后被提升到“经”的地位，关键不在历史事件、人物

言行，而是其评判标准所彰显的意义。孟子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

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23可见，孔子作《春秋》，“是一种历史承担，近是

重振周文、重建礼乐，远则关系千秋万世。”24目的不在记事记言，而是为历史立法。霍先生认

为, 历史其实是人类走向共同理想的过程，因此，历史并不纯粹是客观的记录，而是有所指向、

有所承担。人在这一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所作出的贡献或伤害，历史有责任记录下来，并加

以审判，决定其功过，决定其性质，决定其历史地位，使人知进退，知是非、知善恶、知美丑。

所以写历史就是要为历史立法，为人类未来定出行事的标准。由此才能构筑起人类的道德世界、

文化世界和理想世界。 

        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序言中曾写道：对本国已往之历史应怀有“温情与敬意”，正是提

醒我们学习历史的态度。对历史人物，当感受其情怀，体会其付出，学会欣赏、学会体谅、学

会感恩，进而明白自己的责任，学会承担与成全。读《春秋》，就是应培养这样的修养与志气。 

        结合上述内容，霍韬晦先生指出，孔门“六艺”在内容上虽距今已远，但其义尚在。只要抓

住其大旨，加以转化，即可得出新形式、新方法。因此，他进一步将“六艺”引申为六种能力

（感受力、记忆力、自制力、创造力、理解力、领导力）的培养。伴随着每一种能力的开发，

又衍生出新的能力。比如《诗》在培养感受力的同时，想象力和行动力亦随之得到开发。这种

由内而生的能力，不是简单的技能，其中蕴含着品格和精神的培养。为此，他特别制作了一表

一图来展示“六艺”与性情开发的关系。如图一所示： 

 

 

 
22 霍韬晦：〈从孔子的六艺到喜耀新六艺〉，《国学与教育》，页 166。 
23 《孟子》〈滕文公下〉。 
24 霍韬晦：〈从孔子的六艺到喜耀新六艺〉，《国学与教育》，页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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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感受力
想象力（探索）

行动力（志气）

书 记忆力
反省力（真诚）

凝聚力（认同）

礼 自制力
亲和力（谦让）

践履力（信守）

乐 创造力
和应力（情通）

设计力（规划）

易 理解力
观察力（忧患）

思维力（变通）

春秋 领导力
公正力（无私）

承担力（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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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图二表，“六艺”之教的核心为性情的开发，围绕这一核心，是六种能力的培养。每种能

力又衍生出相应的两种能力，共“十八德”。在教学上，则有与之相配合的内容设计。比如

《诗》对应的是情感教育和文字教育；《书》对应的是故事教育、人物教育；《礼》对应的是

礼仪教育、社会教育；《乐》对应的是音乐教育、体艺教育；《易》对应的是自然教育、生活

教育；《春秋》对应的是国民教育、领袖教育。当然，这种划分并不是截然区隔；它们事实上

是一个整体，一个可以互相转化、流动的的系统，有本有源，有開有合。简言之，以性情为

本，开六艺、十八德，设十二教，最后是向往延展，达成“真、善、美、圣、正”之世界。这不

仅是一个理论体系的建立，也落实于具体的实际操作。霍韬晦先生于 1999 年在广东粤西山区

罗定创办了一所民办的体制学校，经过二十年的摸索与实践，积累了丰富的案例和成果，形成

了独特的方法论。 

三、性情教育的“体会方法论” 

        性情教育的核心是开发“性情”，霍韬晦先生认为，这是生命成长最重要的起点。人先要将

自己的生命开通，由“情”的感动为端，方能与他人、社会、天地构成感应互通的关系，人作为

价值主体是在这个关系中树立的。它不能仅依赖于现代的知识教育、技能教育、专业教育，而

应立足于人格教育。人格教育如果变为道理的灌输，就会流于说教。要使一个人的道德生命真

正第一成长，须使之切身地从实践和锻炼中获得感动、感受、感悟，化作自发的行动，越深，

成长的动力越大。孔子说：“先行其言而后从之。”25所谓修养的提升，只有通过人自身的实践

——锻炼——体会——成长——再实践……这一不断循环上升的过程才能完成。霍韬晦称为“生

命成长的学问”，有别于西方文化的“理性的方法”，而将这套学问的方法论成为为“体会的方法

论”。他认为，理性的方法能成就知识，而不能成就道德人格；我们“不能以求知识的方法里进

入生命”： 

    一个人能否成长、进步，根本与其对儒学知识的了解的多少无关。换言之，你可以在

知识上很了解孔子，在理论上又能替孔子立一诠释架构，甚至周密紧严，滴水不进，但你

并无孔子的生命成长的经验，你还是站在外面，根本未能进入孔子的内心世界，更不知道

他理想的的立足的根基。26 

        因此，性情教育在方法上强调践履、行动与体会。生命成长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这一

过程中，人作为一个开放的主体、行动的主体、体会的主体，与其他生命以及外界环境，互照

互摄、互感互通。比如，传统的“洒扫”、“应对”、“进退”就包含着对孩子的人格教育和生活教

育。“洒扫”不仅让孩子从小锻炼动手能力，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建立与物的连接，通过亲身实践

去感受生活；“应对”是帮助孩子建立与人的连接，在以礼待人的过程中学会恭敬、在以礼克己

的过程中学会自尊、在融入团体的过程中学会自强；“进退”是培养孩子在生活中处理冲突的能

力，面对不同意见时以诚心正意、反求诸己加以引导，使之有效地建立与心的连接。27霍先生

从物、人、心三个方面，进一步丰富了“洒扫”、“应对”、“进退”的内涵。使之成为性情的践习

法。 

 
25 《论语》〈为政〉。 
26 霍韬晦：〈儒学应向生命回归〉，刊于法住机构月报《法灯》第 227 期，2001 年 5 月。 
27 《喜耀教育》（香港：法住出版社，2015 年）页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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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体会的方法论”在实际教学中，如何运用？老师如何引导学生？针对具体的教学环

节，霍先生提出“入、转、出”三字诀，即指老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包含输入、转化、输出这三个

阶段。 

         “入”即输入，这个过程应以丰富多样的形式，充分调动学生的眼、耳、鼻、舌、身的感

官作用，形成多角度、多方位的输入，使学生对新知有立体的感知，从而激发学生探索的热情。 

        “转”即转化，这是将知识转化为能力的过程，也是思维训练的过程。教师以启发、引导的

方式与学生形成互动，通过问、想、练、感、悟的不断循环，提升学生的思维，同时促使学生

将所学的知识内化为自身的能力。 

        “出”即输出，就是学生运用和展示其所学的过程。老师设计各种活动，提供舞台，让学生

以做、说、写、演、画等方式充分将其所学到的知识在实际中运用。 

        总结而言，霍韬晦将性情教育的心法归纳为三个字：“接、转、开” 

        “接”即接纳、接准、接通。老师在教育中的角色不只是知识的传授者，更是孩子生命成长

的接引者。老师的首要任务是帮助孩子的生命获得健康健全的成长。因此，老师首先要能全然

地接纳孩子、感受孩子，这样才能敏感地发现孩子的潜能和成长中的障碍（即接准），进而帮

助孩子扫除障碍，开放潜能（即接通）。 

        “转”即转念、转化、转变。老师在教育的过程中，要能适时地把握孩子的生命状态，用适

当的方式，将孩子的思想和情感正向转化，使孩子在正向的轨道中发展。 

        “开”即开启、开通、开悟。老师帮助孩子建立了正向的价值观，让孩子打开心灵、自觉、

自发地不断努力，突破障碍，获得生命境界的提升。 

         “接、转、开”作为性情教育的心法，要能实际运用并非一日之功，老师的素养非常关键，

在教学过程中除了不断丰富自己的经验、提升自身的能力之外，更要培养自己善感的心灵，以

情感通，才能感受孩子的生命状态。简言之，不是观之以目，而是观之以心。 

        孔子说：“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

思义。”28 霍先生认为，这个“思”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思考的“思”，而是指在日常行为锻炼中培养

良好的习惯。这样，遇到任何事情才不会诉诸生物性的本能反应，而是看到有更高的要求，提

升到更高的境界。因此愿意控制自己的原始欲望，转化负面情绪，主动学习，让自己成长、过

关。所谓开发性情，就是帮助孩子感受到自己内在的这股力量，如孟子所言“养浩然之气”29。

人有志气，便会自尊、自爱、自力、自行。教师的角色，就是协助者、开发者、引导方法的设

计者和整个过程的监督者、激励者、总结者。30 

        这就是性情教育，希望这种教育能对现代人有所启发。 

  

 
28 《论语》〈季氏〉。 
29 《孟子》〈公孙丑上〉。 
30 霍韬晦：〈性情教育指微〉，《国学与教育》，页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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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敬爱的霍老师走了，他留下了很多心愿，他所创建的性

情教育事业，有待于他的弟子们去继承与弘扬。他所留下的许

多宝贵的思想与人生智慧，将会照耀与指引着更多人走向光明

的人生路。所有喜耀的同道，在感伤失去一位良师之时，要化

悲痛为力量，要守护着“喜耀”这个生命成长的道场，更加团结与

凝聚，不忘初心，永远精进，永不退转！以慰霍师在天之灵。

为中华文化之重光，为世界总是会好起来而努力奋进！ 

  

                        郭文龍会长致悼辞 

        尊敬的李夫人张治华女士；各位嘉宾： 

        今天，我们大家在一起为一代儒商典范、成功的企业家与大慈善家李成義老先

生逝世一周年举行追思会，是很有意義的。 

        成義老先生把先父光前先贤济世为怀的精神发扬光大，成仁取義、光前裕後，

这种优良的家风和企业文化，体现了华人儒家传统文化里的忠孝仁爱礼智信。 

        李光前先贤在 1927 年至 1941 年曾经担任过南洋孔教会的基金监察，他所创立

的李氏基金恩泽新、马、中国社会各阶层近一个世纪。这是我们的福气与骄傲。 

        我有限的辞汇不足以形容李氏家族的重大贡献，谨在此表达我们无限的感谢。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是暂时的存在；但成義老先

生的精神，将与父亲一样，永留在历史里，永留在每个人的心中。 

        我们的社会若能有更多这样的人物，我们的未来必然是光明的！ 

        让我们怀着崇敬与不舍之情，祝他老人家一路走好，乘愿再来！ 

        谢谢大家！ 

 

 

 

李成義老先生 

我会学术顾问霍韬晦教授逝世 
              郭文龍会长致悼文及挽联 

1921-2016 

霍韬晦教授 
1940-2018 

        霍韬晦教授是当代国学大师，思想家、教育家、新人文主义与性情学之倡导者。1982 年

在香港创办法住机构。并担任香港法住文化书院院长、新加坡东亚人文研究所所长。他同时也

是喜耀文化学会创办人。曾在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中西哲学二十余年，并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南

京大学、广州中山大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之客座教授。 

李成義博士是新加坡著名银行家、华侨银行创始人李光前的长子，被毛泽东誉为“华侨旗帜”的陈嘉庚的外孙。他

在 1965 年接过李氏基金主席的棒子，是新加坡知名企业家、慈善家和社区领袖。李氏基金在教育、文化、艺

术、济贫、扶困、赈灾等各方面拨款颇多，累计捐赠了近 10 亿新元的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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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5 月 10 日（于李先生 Meyer Road 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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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员 讲题 日期/时间 地点 
1 张静博士 无怨的人生：孔门教义略谈 2 月 16 日（日）2:30pm 国家图书馆 

2 鲁虎博士 孔子周游列国及其晚年思想 3 月 14 日（六）2:30pm 唐城坊图书馆 

3 梁勇博士 儒家文化与家庭教育 4 月 11 日（六）2:30pm 唐城坊图书馆 

4 蔡志礼博士 儒家思想对数码时代的启示 5 月 9 日（六·）2:30pm 唐城坊图书馆 

5 罗晨曦先生 人能弘道 6 月 6 日（六）2:30pm 淡滨尼区域图书馆 

6 冯焕好女士 源头活水——今读《弟子规》 7 月 11 日（六）2:30pm 唐城坊图书馆 

7 耶亚华先生 从经典引证儒家思想 

是和谐与和平思想 

8 月 15 日（六）2:30pm 国家图书馆 

8 康格温博士 我们与孔子的距离： 

孔庙建筑与儒家 

9 月 20 日（日）2:30pm 国家图书馆 

9 李叶明先生 大同理想与儒家治国之道 10 月 10 日（六）2:30pm 国家图书馆 

10 王国华先生 “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 从孔子的教育思想看新加坡

现行的教育导向 

11 月 15 日（日）2:30pm 国家图书馆 

孝道音乐晚会 

 “儒家文化论坛”系列讲座（十讲） 一 

        为在新加坡弘扬儒家思想，推广优良价值观与文化，南洋孔教会将与公共图书馆联办系列讲座，特

邀对儒家文化颇有研究的讲员呈现儒学十讲。这是继 2013 年后，南洋孔教会与公共图书馆再度合作推出

“儒家文化论坛”。 

此次论坛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既能让我们探讨家庭教育、新加坡教育导向、直到儒家治国之道，也能

跟随讲员去周游列国、参观孔庙建筑，从中领略儒家风采；既能从历代道统人物直到数码时代的现代

人，思考儒家思想带给我们启发，也能从儒家经典中感受到源头活水的滋润与和谐和人生关怀。 

 

 

 

 

 

 

 

 “道统的传承” 

        儒家是中国人立身处世的学问，也是中华民族不死的精神支

柱，但绝非只为中国人所有，因为它立足于生命，使人了解自

己，知道使命，从而修养充实，完成自己的本分；担当历史命

运，回应时代，创造新思维。 

我们看看中国文化的源头是如何升起，如何一代一代地传承下

来，屡有创新。呈现出强大的生命力量。 

2020 年 6 月 1 日至 14 日，南洋孔教会将在淡滨尼区域图书馆举行

“道统的传承”巡回展。 

 

 

        近几年，南洋孔教会为弘扬中华优良孝道文化，主办系

列孝道活动，如：孝道论坛、孝道音乐晚会、中学生孝道

营、孝道征文比赛、颁发孝道奖等。2012 年，南洋孔教会在

芳林公园举办《第一届孝道金曲演唱会》，2014年和2017年

分别在新加坡大会堂和华族文化中心开唱；三场音乐晚会都

得到观众热烈的支持。 

2020 年 7 月 24 日（五）晚上 7 点，南洋孔教会将携手喜耀

合唱团于新加坡艺术学院举办第四届《孝道音乐晚会》。联

办单位是喜耀文化学会。 

 

二 三 巡回展 

45｜儒家薪火第八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