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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文序 文

	 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

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论语·八

佾》）

	 历史学家钱穆表示，周朝封建制度的精神是兴灭国，继绝世，

所以周天子分封夏、商二代的后人于杞、宋两国。但是这两国的典

籍和贤人都缺乏，所以到了孔子的时代，就没有足够的文献资料，

让他能够去查证这些历史。

	 2019年是新加坡开埠200周年，当局除了纪念这段历史，也上

溯到700年前。可是，除了地下挖出来的一些遗迹，还有一些零星

的掌故资料，证明在英国人到来之前的500年间，新加坡并不只是

一个小渔村，而曾经是商人云集的重要港口，但由于缺乏系统和具

体的文献，所以难以写成完整的历史。

叶鹏飞
新加坡同安会馆文教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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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文

	 新加坡同安会馆在2019年庆祝成立88周年，配合庆典活动，

也筹划了这本特刊的出版。第41届理事会从善如流，接纳了交际股

股长黄和汀乡亲的建议，用文献的形式，记录同安人在新加坡白手

起家的奋斗故事，作为特刊的内容。

	 新加坡同安人人才辈出，赫赫有名的先辈如陈嘉庚、陈六使、

陈延谦、陈文确等等，有关他们的各类资料和研究汗牛充栋。但

是，至今在新加坡生活奋斗的同安人不下百万计，他们默默无闻

地在各自岗位上的集体贡献，成就了今天繁荣昌盛的新加坡。关于

他们的人生故事，如果没有人为之记载，慢慢地就会消失在历史的

洪流里。他们的故事，是新加坡故事的有机体，应当被整理记录下

来，作为后人“能徵之”的文献。

	 编辑的原则，以会馆会员的长辈为主，特别是早年从家乡南来

新加坡的一辈。当中也包括了战前在本地出生，见证新加坡从自治

到建国历史的同安人，以及1949年后南来的同安人。他们的不同奋

斗历程，编织了缤纷多彩的新加坡故事。为避免瓜田李下，我们也

决定暂不记录现任理事会成员的个人故事。

	 在出版文献特刊的同时，我们也计划出版电子版，因为同安人

在本地的奋斗史源远流长，一本会庆特刊必然有遗珠之憾。电子版

就能弥补这个缺憾，作为开放式的文本，我们会适时补充新的文献

资料，把更多新加坡同安人的故事记录下来，让新加坡的故事更充

实精彩。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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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文Preface

 The Master said: “Can I talk about Xia ritual? Its inheritor, 

the country of Qi, has not preserved sufficient evidence. Can I 

talk about Yin ritual? Its inheritor, the country of Song, has not 

preserved sufficient evidence. There are not enough records and 

not enough wise men; otherwise, I could draw evidence from 

them.”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Chapter 3.9, Translation and 

Notes by Simon Leys, W W Norton & Company, 1997)

 According to renowned historian Qian Mu, the core spirit of 

the Zhou Dynasty’s feudal system was to restore failed states and 

revive destroyed lineages. Thus, it established the feudal state of Qi 

for the descendants of the Xia Dynasty and the feudal state of Song）

for the descendants of the Yin Dynasty. However, these two states 

did not keep proper historical records and lacked administrative 

talents. Thus by Confucius’ time, there was insufficient information 

for him to study the history of these two preceding dynasties.

 Singapore marks 200 years of Raffles’ arrival in 2019. The 

bicentennial commemoration also traces 700 years of Singapore 

序文英文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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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 However, except for a few excavation sites as well as 

historical anecdotes which proved that Singapore was not just a 

tiny fishing village but an important regional trading port for 500 

years before the British, it is difficult to narrate a full history of pre-

British Singapore due to the lack of historical records.

 As Singapore marks off 700 years of history, Tung Ann District 

Guild also celebrates its 88th anniversary this year. To commemorate 

the occasion, this anthology was compiled by the 41st Executive 

Committee on the recommendation of Committee Member Mr 

Anthony Ng, who proposed a collection of the stories of early Tung 

Ann immigrants to Singapore. This anthology showcases how 

these ordinary folk built Singapore up from scratch and highlights 

their invaluable contributions to our nation.

 There are many talented and successful Tung Ann compatriots 

in Singapore. Famous among them are Tan Kah Kee, Tan Lark 

Sye , Tan Ean Kiam and Tan Boon Khah. Records and studies 

about them are numerous. However, there have been more than a 

million Tung Ann compatriots who have lived in and contributed to 

Singapore since then. They are the nameless heroes who, through 

their efforts, made Singapore what it is today. Their life stories, if 

unrecorded, would have been lost forever. These individual stories 

are part of the collective Singapore Story and should be recorded 

for posterity. 

 This anthology focuses on the stories of our Guild’s foreb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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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ularly those who had migrated from Tung Ann to Singapore. 

They range from the stories of those who had been born in 

Singapore before the Second World War to those who came to 

Singapore only after the 1949 Communist takeover of China. Their 

various struggles are part and parcel of our colourful history. 

 In addition to the print issues, we also intend to provide 

electronic issues which will be updated with more stories as the 

tapestry of our tales continues to be woven. By delving into the rich 

history of Tung Ann stories, we in turn enrich the Singapore Story.

Yap Pheng Hui

Culture / Education Section Chi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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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配合新加坡开埠200周年，新加坡同安会馆在2019年举办

成立88周年会庆。作为庆典的一部分，我们出版了这本文献特刊，

希望能在纪念新加坡同安人为国家所做出的贡献之余，也作为一份

给国家的献礼。

	 跟一些本地宗乡团体相比，同安会馆的历史并非最悠久的。听

前辈说，这可能是因为同安人是新加坡最大的华裔群体，或许由于

人多势众的关系，一开始就没有像其他华人族群一样，觉得有必要

成立宗乡团体来促进自家人的福利。

	 可能也因为人多势众，当本地同安人决定成立会馆时，所获得

的支持是巨大的。这可以从1980年代会馆决定兴建会所大厦时，

所收到的乡亲的捐款数额看得出来。不但新加坡的同安乡亲慷慨解

囊，连马来西亚各地的同安人也共襄盛举。

	 这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同安人重视义气的精神。在同

安的三忠村，有一座三忠庙，供奉着三忠王。他们分别是南宋的名

陈汉栋PBM
新加坡同安会馆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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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文天祥、陆秀夫和张世杰。尽管当时蒙古的铁蹄已经占领了中

原，这三位忠臣还是奋力抵抗，拒绝投降，最终舍身就义。

	 虽然三人当中，文天祥没有到过同安，但是同安人感念他的忠

义，也把他同陆秀夫和张世杰合祀。三忠王因此是同安人的守护

神，三忠庙体现的是同安人忠义的精神。这一精神，大家都能够

在这本文献所记录的故事里感受得到。离乡背井的同安人来到新加

坡，继续秉持忠义的精神，互相帮助；会馆成立，也继续发挥这种

同乡互助的精神。在各行各业的同安人，大多兢兢业业，尽忠职

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为新加坡的发展默默地做出了贡献。

	 新加坡开埠200年，同安人为本地社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

献。我觉得新加坡建国后的奋斗史，也体现了同安人守望相助的忠

义精神。这是新加坡的宝贵精神财富，必须发扬光大。我希望这本

文献所记录的平凡的同安人的个人奋斗经历，能够提醒全体新加坡

人必须同舟共济，一起迎接挑战，克服困难。

	 我要感谢负责编辑这本特刊的乡亲同仁，花费大量的时间征

稿、采访、撰写、编辑，让新加坡同安人的事迹能够流传下去。这

会是一个说不完的故事，同安会馆也将会继续把这个故事述说下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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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舟共济，安家安业！

	 新加坡同安会馆今年庆祝88周年，历尽岁月洗礼而能坚持一步

一脚印走到今天，会馆先贤们这些年来所作出的贡献功不可没。他

们不屈不挠的精神也非常值得后辈们学习和谨记。

	 放眼世界，会馆领导们不仅凝聚本地乡贤，还发起召开世界同

安联谊大会，将我们新加坡独特的华族文化与来自中国、马来西

亚、香港和美国的乡亲们分享。这项活动自1994年至今共举办了

11届，每届都获得世界各国同安乡亲们的热烈反应。

	 世界局势变幻莫测，本地宗乡团体也顺应时代变迁，在各个领

域进行自我更新，尤其在吸引会员方面，培育会馆下一代的年轻领

袖。

	 在此，我衷心祝愿新加坡同安会馆会务昌盛，百尺竿头更进一

步！

徐芳达
贸工部兼教育部高级政务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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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旗
蓝白色代表光明正大；红色代
表乡亲之热情；圆形同字代表
团结互助精神；白色四角形寓
意四海之内皆兄弟。

会徽（早期会徽）
将原有会旗之长方形外围，改
为圆形。里头的四角形相应改
为正方形。

会徽（后期会徽）
将原有会徽之白色正方形，改
为梅花形，寓意坚强、独立、
不畏严寒之中华情操。颜色从
浅蓝改为深蓝。由会员林国式
设计，1989年11月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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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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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史

新加坡同安会馆简史
 

	 同安县地处闽南海

疆，由于地利之便，

同安人很早就具有航

海梯山的勇气与远略。

早在明朝万历年间（公

元1573-1620），便有

同安乡人过番南下，

到南洋的西爪哇万丹

埠（Banten）、吧城

（Batavia）及峇眼亚庇

（Bagansiapiapi）等地

进行贸易或开垦，后来

更辗转到南洋诸岛。清

朝道光年间（即1820年

代），英、荷设立东印

度公司，大力开发马六

甲海峡水域群岛，吸引

更多乡人南来谋生。特别在1821年2月18日，第一艘属于同安县，

翔风里，澳头社所拥有的大帆船（青头船），载满同安乡人直达石

叻坡，此后更是源源不绝地从同安县的各港口出发南下，参与了马

六甲海峡群岛的开发工作。

早期的驳船码头。

新加坡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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梯山航海众志成城

	 由于同安乡人

南来人数众多，涉

猎的各行业也遍布

全岛，因此很早就

通 过 行 业 、 宙 宇

等设立各种宗乡组

织，例如：1857年

设立的福建九龙堂

公司，1913年的介

谷殿，1924年的文

和阁等。1929年，

同盟会的中流砥柱

陈延香乡贤因事莅临星洲，得到同安乡亲热情设宴款待，席间呼吁

乡亲们组织同乡会，借以加强团结力量，密切联络乡谊，促进乡人

互助；同时也鼓励乡人参与社会慈善、教育等公益事业，并对国家

社会及桑梓作出有力的贡献。他慷概激昂的言词，令许多乡亲父老

倍受此感召，乡人陈延谦、林金殿、蒋骥甫、张扶来、胡先愿等人

立即发起成立同安会馆筹备委员会，于1929年10月29日会馆注册

获得批准。委员会仅仅三个月内就筹募了3万元的捐款，并以2万

5000元购置丝丝街167号的三层楼屋作为会所，经装修布置后，会

所焕然一新，终于在1931年5月31日于会所内宣布同安会馆正式成

立。	

江夏平心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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殚精竭虑曲曲折折

	 会馆以联系同乡感情，谋求会员福利及社会公益事业，并谋桑

梓之福利与协助本邦建设为宗旨。宣布成立之日，旋即登记了300

名会员，并推举24位乡贤为创会理事，其名单如下：

	 陈延谦、林金殿、张扶来、王经叨、蒋骥甫、胡先愿、

张怡胜、颜世芳、郑螺生、张文流、陈文确、叶怡煎、洪镜湖、

洪子晖、吴少楼、柯鸿渐、张和霜、王子斌、苏式其、卢秋亭、

庄恭泰、黄金堂、李春波、蔡仪卿	。

	 会馆理事会一经就职，随即开展会务工作，除了为埠邦乡亲排

忧解难，救死扶伤，捐资助学，更设立体育股鼓励邑侨青年锻炼体

魄，也帮忙安顿过番的“新客”同乡安居本邦，更倡组南洋邑侨会

馆联合总会，俾密切联络乡

谊，加强团结力量；对于饱

受天灾兵祸的祖籍家乡捐输

连年，同时也汇聚同乡的小

众捐款，统一汇交同安县赈

灾会，兴校办学，发展交通

事业，支持安保家乡等等，

会馆理事几乎同时在侨、乡两

地开展会务工作。同安县沦陷

时更响应新嘉坡南侨筹赈总会

号召，按期缴交义款救济桑梓

难民，直到1942年日军铁蹄

南下，星洲沦陷才告暂停。 同安会馆第七届职员就职典礼留影纪念。

同安会馆第一届职员就职典礼留影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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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废待兴重振旗鼓

	 二战结束后百业萧条，面

对着满目疮痍的破瓦颓垣，邑侨

乡人实不知何去何从，所幸战前

购置的会所得以保存，乡人深深

地意识到若要快速振作重建，就

需要团结众人的力量，于是战后

新一届的理事很快就投入复兴会

务。对内首要工作是救死扶伤施棺赠药，捐资劝学，介绍职业，济

贫扶危等社会公益，1953年更发动乡亲们响应陈六使乡贤创办南洋

大学的义举；对外则是捐输创建同民医院免费施诊，施药救济桑梓

乡民，救济南洋各群岛因动荡而受灾的民众，捐输支持南洋各地成

立同安乡团等。

	 1965年，新加坡共和国的独立，使我国社会面对着翻天覆地

的大变化，由于会所地处政府所归划的金融中心地带，加上本会会

员人数逐年增加，旧会址已不足所用，为配合国家发展并为会馆

创造时机，经应届理

事研究及会员大会的

议决，扩建同安大厦

就此定案。此一宣布

立即获得重大回响，

不但获得新、马同乡

超过百万元的踊跃捐

款，时任副主席的叶

1940年新加坡一景。

新加坡同安会馆庆祝新大厦落成典礼及成立53周年
及互助部成立18周年纪念，全体董职与莅会乡贤与
顾问合影。1984年11月11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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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煎乡贤更把他在169号产权，全座按原购价出让予本会。理事们

历经十余年的努力奔走，处理筹款及谈判津贴搬迁事宜，期间又购

下了165号产权，终于在1984年，结合三地皮合建成现有的11层楼

同安大厦，并在同年11月11日举行新大厦落成典礼暨本会成立53周

年会庆，同安会馆至此走入一个新的里程碑。

继往开来蒸蒸日上

	 斗转星移，同安大厦落成后，也迎来一个崭新的际遇，世界经

济日益发展，各地同安乡亲的生活逐步富足。本会也顺应时代的改

变，悄然地由原本的物质支援转变为精神层面，开始邀请海内外学

者专家到会馆举办各类型的文化与艺术讲座，大大促进了祖籍家乡

各单位与海外乡团的了解，除了加强会馆宗乡情谊的建设，也增强

乡亲的凝聚力，弘扬优秀传统华族文化。

	 会馆内部建设方面，重视会员福利，除每年颁发度岁金、奖学

金和助学金，常年举办新春团拜、中秋晚会、中元节等，为丰富会

员生活还常举办多项实用热点题材生活讲座、卡拉ok活动、舞蹈

班、咖啡和红酒品尝会、导演与电影讲座、保龄球等喜闻乐见的活

动。为吸引更多年轻人参与，提高会馆生命力，更是举办户外活动

如爬树、划船等，备受年轻一代青睐。

	 	

	 	

	

	新加坡同安会馆颁发2018年勤学才艺奖
励金及卢玉山助学金典礼暨庆中秋晚会。

新加坡同安会馆庆祝三庆活动：母亲
节、父亲节、端午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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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馆对外交流方面也与时俱进，不断加强国际交流促进会务蒸

蒸日上。多年来，会馆常派年轻一代会员远赴中国同安，参与世界

同安青年寻根之旅，加强同乡交流促进对祖籍地的认同感。同时也

率团到翔安古宅小学展开义教，协助提升当地学生的英语能力等。

会馆也组团去马、印、菲、澳等地与当地同安乡亲进行交流，促进

各地乡亲的相互了解与联系。

乡情乡韵融古贯今

	 为进一步巩固海内外的同乡情谊，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安乡贤，

于1991年借着新加坡同安会馆成立60周年庆典期间，极力倡导在

全球组织一个同安宗乡联谊总团体，并定名为世界同安联谊会，简

称“世同联”。新加坡同安会馆当即宣布成立世界同安联谊会筹备

委员会，	1994年5月21日，万众瞩目的第一届“世同联”终于在新

加坡拉开帷幕	，场面热闹非凡，世界各地的同安乡贤踊跃参与，当

天海内外同安乡亲共一千多人出席，欢声笑语间极大地促进了宗乡

情谊、经贸和文化的合作交流，新加坡同安会馆同时也受委为“世

同联”的永久秘书处。

	 时光荏苒如白驹过隙，转眼已经迈入2019年，历经沧海桑田的

新加坡同安会馆也将迎来88周年纪念。从成立之初的促进同乡团结

互助，到今天传承同安精神弘扬传统文化，本会始终不忘初心，铭

记创会先贤之理念，致力同安文化之建设、推广华文教育、促进公

益事业发展、帮助新移民融入社会等，近年来本会更是大力拓展青

年团和妇女组，以期培养更优秀的新一代会员及领导团队。即使时

代日新月异未来充满无限机遇与挑战，但本会理事全体会员万众一

心众志成城，相信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整理：同根编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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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rief History of
 The Tung Ann Guild Association

（同安会馆）

 Tung Ann County is a coastal region south of Hokkien Province. 

Due to its location, the people of Tung Ann have traditionally been 

seafarers. As early as the reign of Emperor Wanli in the Ming 

Dynasty（1573–1620）,the people of Tung Ann have been 

sailing south to the Western Javanese regions of Banten, Batavia 

and Bagansiapiapi to trade and farm. Later they settled in other 

islands of Southeast Asia.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Daoguang in the Qing 

Dynasty（around 1820）, the British and Dutch East Indies 

Companies settled the areas around the Straits of Malacca. This 

attracted more people of Tung Ann to the area. On 18th February 

1821, the first Green Head junk（青头船） from Tung Ann set sail 

from Ao Tou She（澳头社）harbour in Xiangfengli（翔风里）to 

Singapore. Subsequently, more 

and more of the Tung Ann diaspora 

arrived in the region to participat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and Western Sumatra.

 As these immigrants settled 

down and joined various trades, 

they set up all sorts of associations Green Head ju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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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on their trades 

or temples in their 

hometowns, such as 

the Hokkien Jiu Long 

Tang Company（福建

九龙堂公司）in 1857, 

Jie Gu Dian（介谷殿）

in 1913 and Wen He 

Ge（文和阁）in 1924. 

In 1929, Tung Ann 

compatriot Tan Ean Hiong （陈延香），who was a senior member of 

the anti-Qing Tong Meng Association（同盟会）arrived in Singapore 

on official business, and was greeted warmly by the local Tung Ann 

community. During a banquet in his honour, Chen urged them to set 

up a clan association to unite the clansmen and offer mutual help. The 

association would encourage the community to take part in charity 

work and provide education, and to contribute to the motherland and 

local society.

 His passionate speech moved many compatriots. Some of them, 

including Tan Ean Kiam（陈延谦）, Lim Kim Tian（林金殿）, 

Chew Gee Hu（蒋骥甫）, Tio Hoe Lay（张扶来）, and Oh Sien 

Guan（胡先愿）immediately formed a preparatory committee to 

set up the Tung Ann Guild Association. On 29 October 1929, 

the association was formerly registered. Within 3 months, it received 

S$30,000 in donations, and spent S$25,000 to purchase a three-

Movement of the chinese to South East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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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ey shophouse at No. 167 Cecil Street for use as its headquarters. A 

solemn ceremony was held on 31 May 1931 at the new headquarters 

to off iciate its establishment.

 The Tung Ann Guild Association’s primary objectives are to 

strengthen the bonds among compatriots, to advance the interests 

of its members and to promote charity work, as well as to benefit the 

Tung Ann region from which the diaspora originated, and to assist in 

the building of Singapore. More than 300 members were registered 

on the day of establishment. 24 senior compatriots were elected as 

the Executive Council Members. They were:

 Tan Ean Kiam 陈延谦 Lim Kim Tian 林金殿

 Tio Hoe Lay 张扶来 Ong Keng Do 王经叨

 Chew Gee Hu 蒋骥甫 Oh Sien Guan 胡先愿

 Teo Yee Seng 张怡胜 Ngan Say Hong 颜世芳

新加坡同安会馆第23届职员就职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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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e Loh Seng 郑螺生 Teo Boon Lew 张文流

 Tan Boon Khak 陈文确 Yap Yee Jean 叶怡煎

 Ang Kia Oh 洪镜湖 Ang Zi Hui 洪子晖

 Ngo Siao Lao 吴少楼 Kua Hong Jiam 柯鸿渐

 Teo Ho Song 张和霜 Ong Zi Bin 王子斌

 Soh Siak Kee 苏式其 Loh Chiew Thing 卢秋亭

 Zong Kiong Thai 庄恭泰 Ng Kim Tong 黄金堂

 Lee Chun Po 李春波 Chua Ngee Kheng 蔡仪卿

 After taking office, the 

Council got to work immediately. 

Besides mediating disputes 

between members, providing 

medical aid, and donating to 

schools, it also set up a Sports 

division to encourage younger 

members to strengthen both 

body and spirit, as well as help new arrivals settle down. The 

Association also sponsor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Feder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南洋邑侨会馆联合总会）

to rally and unite the other dialect groups.  

 The Association provided significant financial aid for its war-torn 

home region through small donations by members. The money was 

given to the Tung Ann County government to fund school building, 

road construction and the local militia. When Tung Ann County was 

1966年庆典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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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cupied by the invading Japanese Army, the Association responded 

to the call by the China Relief Fund（新嘉坡南侨筹赈祖国难民总

会）to provide regular donations until the invading Japanese Army 

conquered Singapore in 1942.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economy was in a state of ruin. 

Many compatriots were at a loss, their lives disrupted. Fortunately, 

the Association’s property had survived the war. The Association’s 

Council wasted no time in helping the community get back on 

its feet. Its main priorities were to provide medical and funeral 

assistance, donating to schools, and alleviating unemployment and 

poverty. In 1953, responding 

to the call by compatriot 

Tan Lark Sye（陈六使）, 

the Association mobilised 

members to donate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Nanyang 

University（now Nanyang 

Technologica l  University）. 

The Association also donated 

towards the establishment 

of Tong Min Hospital（同民

医院）in its home region of 

Tung Ann, which provides free 

medical care to the people 

of Tung Ann. It also provided Tong Min Hospital.

Nanya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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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ial assistance to the 

other Tung Ann communities 

in Southeast Asia, enabling 

them to set up their own 

local clan associations.

 Following Singapore’s 

independence in 1965, the 

area where the headquarters 

was located became the 

new financial district. The old 

headquarters was too small 

to cater to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members.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and 

General Assembly decided to rebuild the headquarters. The decision 

was welcomed by the Tung Ann communities both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More than a million dollars was collected in donations, 

with each member contributing as much as they could. The then 

Vice President of the Association, Yap Yee Jean（叶怡煎）sold 

neighbouring No. 169 Cecil Street, which he owned, to the Association 

at cost price. The Association also purchased another adjacent 

plot of land, No.165 Cecil Street, in order to expand the available 

space for the headquarters. Finally, in 1984, the new 11-storey Clan 

Association Building was completed. On 11 November that year, 

the inauguration ceremony for the building was held in conjunction 

同安大厦落成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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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he celebrations for the 53rd anniversary of the Association’s 

founding. 

 The new building ushered in a new age. As the world economy 

grew, Tung Ann communities in Southeast Asia enjoyed a growing 

prosperity. In Singapore, the Association’s role shifted from providing 

material help to satisfying cultural needs. It invited many foreign and 

local scholars to hold talks about arts and culture, strengthening bonds 

between organisations in its hometown with its foreign diaspora.

 The Association also continues to attend to the welfare of its 

members. It provides annual subsistence to its poorest members, 

awards bursaries to members’ children, and organises annual 

Chinese New Year, Mid-Autumn Festival, and Hungry Ghost 

Festival celebrations. It also organises many activities such as 

新加坡同安会馆庆祝新大厦落成典礼暨成立53周年及互助部成立18周年纪念全体
董职会员合影1984年11月11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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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aoke sessions, dance 

classes, wine and coffee tasting 

workshops, movie seminars, and 

bowling matches. For its younger 

members, it organises outdoor 

activities such as high elements 

and canoeing. 

 The Association conducts 

many international activities, such 

as sending its younger members 

to Tung Ann to volunteer as English 

teachers, and sending delegations 

to visit Tung Ann clan associations 

in Malaysia, Indonesia, the 

Philippines and Australia.

 In 1991, the Association 

launched the World Tung Ann 

Federation（世界同安联谊会）

in conjunction with its 60th 

anniversary. It was appointed 

Permanent Secretariat for the 

Federation. In 1994, the first 

meeting of the Federation was held in Singapore and attended by 

more than a thousand Tung Ann compatriots worldwide.

The Association organises Annual 
Chinese New Year.

The Association provides annual 
subsistence to its poorest members, 
awards bursaries to members’ children  
and Mid-Autumn Festival celebrations.

The Association celebrating Mother’s 
Day, Father’s Day, Dragon Boat Fest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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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ng Ann Guild Association started out as a physical incarnation 

of the intangible, yet strong, bonds between countrymen. Through 

the years, it has stood by its members through thick and thin, and 

has stayed true to its founding mission. As it celebrates its 88th 

anniversary in 2019, it will strive to continue its work in promoting 

Tung Ann culture and Chinese education in Singapore, as well as 

supporting charitable work and new immigrants. It has strengthened 

its Youth and Womens’ Wings to lay the foundation for future growth, 

and continues to receive invaluable support from its members as the 

years go by. Though challenges no doubt lie ahead, the Association 

will navigate a path through the obstacles that lie in its way. It will, 

as its founding members did so many years ago, cast off from the 

present and set sail into the future. 

Translated by Yap Pheng Hui

世同联扩大会议。

外宾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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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同安县史略

同安县名由来 

	 “同安县”地名的由来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到公元282年（晋

太康三年），晋武帝在平定三国孙吴后，分出闽东、闽西、闽南大部

分土地设立晋安郡，三年后又分拆晋安郡另设县府。由于当时的东

南沿岸属未开发的滨海地区，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社会秩序不够安

定，因此，设县时取“安”字以求合县有平安之意；而同安一地

因古称“大同”，境内有座梅山，古名“同山”，遂将“同”字

同安县旧地图（1798年  清嘉庆戊午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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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安”字结合，取名“同安县”，但在公元307年（西晋永嘉元

年）就撤销了。直到公元803年（唐贞元十九年）唐朝重新规划行

政区，又把原本归入南安县的四个乡分拆出来设置	 “大同场”。

直到公元933年（五代后唐长兴四年）才重新把大同场定位为同安

县，归属泉州府管治。海外同安人所定位的同安县，基本上以这个

超过2100年的历史为标准，统称泉州府同安县。

同安县地界的范围

	 同安地界所涵盖

的管辖境域，包括东

至南安县小盈岭界40

里，西至龙溪县父子

岭界7 5里，南至大

海黄牛峡界80里，北

至安溪县龟洋岭界55

里，东南至南安县欧

岭界45里，西南至龙

溪县冲浓头界75里，

东北至南安县九溪旧 隘界40里，西北

至长泰县竹隐村界50

里。东西长115里、南

北长约135里，属泉州府辖治县。辖境包括今同安区、翔安区、海

沧区东孚、集美区、厦门岛、金门县及龙海市角尾镇，从五代至清

末基本稳定。同安乡人在明、清两朝大量移居海外，离乡过番时便

以此为祖籍地的认知。	

民国初年同安县旧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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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安县城的别称

	 公元114 5年（南

宋绍兴十五年），同安

县的发展已经初具规

模，为防御外敌入侵，

时任知县王轼开始建筑

同安城，城址选在大轮

山下，东西长、南北狭

窄，形状有如银锭，故

名银城或“银同”，

另外还有“同邑”“银

邑”等别称，其中“银”

字是“银城”的简称。

此外该城又有“铜鱼

城”之称，其名来自城

南东溪溪底有三块因长

年溪水浸染成古铜色的

鱼形巨石	 ，随波浮沉，

似鱼戏水。因此，“银

城”“铜鱼城”成为同

安县的代称。民间一些诸如“一金浦（漳浦），二银同，三铜山

（东山）”，或是“无金（金门）不成银”等俚语，其“银”字

的含义也是特指“同安”的意思。

像鱼背的巨石。

2000年5月，深埋已久的铜鱼，又见天日。
何东方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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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有同安，先有许督

	 公元前113年（汉朝建元六年），同安尚未立县，现址属闽越

一族长驻。闽越叛乱，汉左翊将军许濙，奉命自许州入闽平叛，驻

屯营城（今同安小西门），闽越之乱平定后，朝廷改闽越地为“上

柱国”。许濙奉旨“永镇斯土”，任上柱国“镇闽都督”，亲率家

眷和士兵落籍闽地，亦军亦农，除巩固南疆，又着力治理蛮荒，开

拓土地，推行中原先进耕作技术，推广冶炼、工艺技术，快速发展

农业生产，“温饱蛮荒地士民”。许濙便是开辟同安，中原汉人入

闽的第一人。民间更有“未有同安，先有许督”之说，这里的“许

督”便是许濙。

同安县城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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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安的河洛话的源起

	 许督镇闽后，由于其家乡许州地处黄河洛水一带（中原洛阳地

区），使用的语言为有古汉语之称的河洛话，因此也把这种中原

语言、邹鲁文昌带入闽粤教化闽汉族人，发展闽地文化，也是汉

人“首辟草昧”、奠定闽南文化的第一人。公元308年（永嘉二

年），中原板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西晋中原古汉语再度

大量播入闽南，与当地少数民族语言及周边地区闽方言融合，逐

渐演化形成闽南话；反观中原地区，由于长期的战乱及外来语言的

秉融，已逐渐丧失这种古汉语。

河洛文化旅游区。

河洛偃月古城。

伊洛河是伊河、洛河交汇后的称
谓，在此它就要汇入黄河了。这
就是自然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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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同安县到厦门市特区

	 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满清政权倒台后，同安县制也开始

发生重大的变化，先是在隔年分拆嘉禾里（即厦门本岛）及金门岛

和周围的大小嶝岛设置思明县；1915年，再将金门岛及大小嶝岛从

思明县划出建置金门县。1933年，福建人民政府将思明县改制为厦

门市，1953年分拆集美乡归厦门市，1957年又将灌口区分别划归

龙溪县与厦门市。1997年5月1日，同安县正式被撤销，旧址在同

年被重新定位为同安区，2003年再度被分拆为同安区和翔安区，至

此立县1715年、拥有深沉文化底蕴的同安县，正式走入历史，但它

的同安精神却将以厦门市特区的称谓继续传承，并永远停留在千万

海内外同安人心中。	

整理：同根编辑委员会

厦门特区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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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rief History of Tong An
 (同安, Tung Ann )

 The name Tung Ann has a long history. The earliest record was 

in 282 AD, after Emperor Jinwudi（晋武帝）reunified the Three 

Kingdoms. He set up Jin’an County（晋安郡）including most 

parts of eastern Hokkien（闽东）, western Hokkien（闽西）and 

southern Hokkien（闽南）. Three years later he divided Jin’an 

County and set up separate administrative districts. The area 

then was undeveloped coastal lands, culturally backward and 

lacking social order. Thus, when naming the new districts, the 

character An（安, meaning peace）was chosen. The ancient 

name of that district was Da Tong（大同）, with a mountain 

named Mei Shan（梅山）, which was also called Tong Shan（同

山）in earlier days. So the characters Tong（同）and An（安）were 

combined to become Tong An（同安）. But Tong An County was 

abolished in 307 AD.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in 803 AD,  four villages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Nan An County（南安）were grouped under an 

administrative unit as Da Tong Chang（大同场）. Not until 933 

AD was Da Tong Chang renamed Tong An County again,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Quan Zhou Prefecture（泉州府）. This is the 

common identification of overseas Tong An diaspora, who identi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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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r homeland as Tong An County of Quan Zhou Prefecture, with a 

recorded history of 2100 years.

The Geography of Tong An County

 The areas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Tong An County is such: 

towards the east for 40 li （里, about a third of an English mile）

reaching Nan An County’s Xiaoyinling （小盈岭）, towards the west 

for 75 li reaching Longxi （龙溪县）County’s Fuziling （父子岭）, 

towards the south for 80 li reaching the sea at Huangniuxia （黄牛

峡）, towards the north for 55 li reaching An Xi （安溪县）County’s 

Guiyangling （龟洋岭）, towards the southeast for 45 li reaching Nan 

An （南安县）County’s Ouling （欧岭）, towards the southwest for 

75 li reaching Longxi （龙溪县）County’s Chongnontou （冲浓

头）, towards the northeast for 40 li reaching Nan An County’s 

Jiuxijiuyi（九溪旧隘）, towards the northwest for 50 li reaching 

Chang Tai （长泰县）County’s Zhuyincun （竹隐村）. The east 

west distance covers about 115 li, north south distance covers 

about 135 li, which would include today’s Tong An District （同安

区）, Xiang An District （翔安区）, Hai Cang District （海沧区东

孚）, Ji Mei District （集美区）, Xiamen Island （厦门岛, Amoy）, 

Jin Men County （金门县）and Long Hai City’s Jiao Wei Town （龙海市

角尾镇）. From the Five Dynasties （五代）period till the Qing Dynasty 

（清朝）, this administrative geography remained the same. Many Tong 

An people migrated overseas in the Ming （明朝） and Qing （清朝）

era, and all of them identified this area as their ancestral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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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ther Names of Tong An

 In 1145 AD during 

the Song Dynasty（宋

朝）, Tong An County has 

developed into a sizable 

urban area. To protect the 

population from hostile 

invaders, then County 

Magistrate Wang Shi（王

轼）started the building of 

city walls at the foothill of Da 

Lun Shan（大轮山）. Since 

it is elongated from east to west, and narrow at the north and south, 

which resembles the shape of a traditional Chinese silver ingot（银

锭）, the city is also called Yin Tong（银同）, or Tong Yi（同邑）

and Yin Yi（银邑）, meaning the Silver City.

 The City has another name Tong Yu Cheng （铜鱼城, Bronze Fish 

City）, because at the city’s south there is the Dong Xi Stream（东

溪）. Under the stream lies three stones with the shape of a fish. Due 

to old age the stones are bronze in colour. Therefore Tong An County 

is also called Yin Cheng（银城, Silver City）or Tong Yu Cheng（铜

鱼城, Bronze Fish City）. Many Tong An old sayings played on the 

words silver and bronze, such as“No silver without the gold”（无金

不成银, gold refers to Jinmen 金门island, which is considered part of 

Tong An）.

经翻新后，1612年建成的铜鱼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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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Commander Xu, Then Tong An

 In 113 BC during the Han Dynasty, Tong An was not yet a 

part of the empire and was populated by the Min and Yue（闽越）

people. When they rebelled against the Han Court, Commander Xu 

Ying（许濙）was tasked to restore order. His troops departed from Xu 

Zhou（许州）and encamped at Ying Cheng（营城）, present 

day Xiaoximen（小西门）in Tong An. When order was restored, 

the Han Court renamed the land as Shang Zhu Guo（上柱国）. 

Commander Xu was ordered by the emperor to stationed at the 

land forever, and was promoted as “Commander of the Min land”

旧同安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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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闽都督）. He brought his family and clansmen to this new land 

and with his troops started a new community both as farmers and 

soldiers. Besides defending the southern boarder of the Han empire, 

he introduced advanced agricultural technique and metallurgy from 

the middle land（中原）which improved the living standards of this 

barbaric land. Xu Ying is thus seen as the first person to bring 

along civilisation into Tong An. There is a saying in Tong An “First 

Commander Xu, Then Tong An”（未有同安，先有许督）, which 

refers to this history.

The Holo Tongue（河洛话）of Tong An

 Commander Xu Ying’s homeland of Xu Zhou is situated along 

the Yellow River（黄河）and Luo River（洛水）, which is considered 

the middle land, the birthplace of ancient Chinese civilisation, their 

language, the Holo Tongue（河洛话）, is thus considered the original 

Chinese language. Commander Xu and his clansmen brought this 

ancient tongue into the Hokkien area where Tong An is, and it became 

the foundation of the Tong 

An dialect. This is another 

reason why he is viewed as 

the first person to introduce 

civilisation into Tong An.

 When the middle land 

was invaded by the northern 

barbarians in 308 AD during 河洛交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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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Jin Dynasty（晋朝）, eight major clans from the middle land 

migrated into the Hokkien area, which brought along more advanced 

civilisation into the region. They intermarried with the locals and 

gradually developed into modern day Tong An dialect, whereas this 

ancient language was lost in the middle land.

From Tong An County（同安县）to 

Amoy Special Administration（厦门市特区）

 1911 AD when the Republic of China overthrew the Qing Dynasty, 

Tong An also undergoes great changes. In 1912, Jihaheli （嘉禾里）, 

which is Amoy Island（厦门岛）plus Jin Men Island （金门岛）and 

its surrounding islands Da Deng（大嶝）and Xiao Deng（小嶝）

were grouped into the new Si Ming County（思明县）. In 1915, 

Jin Men plus Da Deng and Xiao Deng islands were grouped into Jin 

Men County（金门县）. In 1933, Si Ming County was redesignated 

as Amoy City（厦门市）, and in 1953 Ji Mei Xiang（集美乡）was 

given jurisdiction to Amoy City. In May 1st 1997, Tong An County 

was officially dissolved and the original region was renamed Tong 

An District, ending its 1715 years of rich cultural history. In 2003, 

Tong An District was again divided into Tong An District and Xiang 

An District（翔安区）. However, the spirit of Tong An continued in 

the form of the Amoy special administration（厦门市特区）, and 

remained with the vast diaspora. 

Translated by Yap Pheng 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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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天註，同安集美县人，早年南来新加坡，

以航海为生，他经常出海，很久才回来。他到过

东南亚国家，如泰国、缅甸、越南等，并熟识泰

语。数年后，妻子徐峇莉随同乡人一起来新，早

期居住在小坡陈桂兰街一带，先后搬迁至如切和

芽笼29巷。天註后来改行划舢舨船，在红灯码

头，即	Boat	Quay	驳船码头载送搭客往返游轮

与码头之间。靠着劳力干活，风吹日晒，刻苦耐

劳，为人忠厚，早出晚归，勤奋工作。

	 妻子徐峇莉虽不识字，但她心地善良，乐于

助人且辛勤节俭，省吃节用，还在屋后空地饲养

几只鸡，并时常以10个鸡蛋叫孩子拿到杂货店换

取一瓶食油煮食。她相夫教子，可说是贤妻良母。

夫妇育有七个孩子（五男二女）。回忆日军入侵新加坡时期，战机时

常飞越天空，并投掷炸弹，人们纷纷躲入防空壕里。因为要避免孩子

的哭声被日本兵发现，徐峇莉用手掩着孩子的嘴巴，却没想到造成

背着的女婴窒息而死去，她悲痛不已，为失去一个女儿不断自责。

陈天註
（1908年-1966年）

忠实心诚  刻苦一生

陈天 相片。

徐 莉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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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天註后来因年纪大，体力衰退，不再划舢舨船，而改卖冰水。

在芽笼29巷当时一所学校门口摆摊，贩卖自己配置的冰水。

	 陈天註的长子，成财君作流动小贩生意，也即是当时一种载货

的三轮车上，铺加木板及两根木柱支撑帆布，这样搭建而成的流

动“三轮车小贩”。他在车上摆满各式各样的糖果盒零食，沿着大

街小巷叫卖（芽笼一带）。中午，学校上下课的时候，成财则停留

在基里玛路的光华学校和芽笼34巷的菩提学校门口，当时小学生最

喜欢在上下课时买零食。

	 陈天註一家九口就住在芽笼29巷甘榜里的租赁“亚答”和锌板

屋，房屋简陋，雨天屋顶漏水，地上淹水，使用的是共用厕所自来

水和井水，卫生环境差，但是村民睦邻精神可嘉，互助友爱。就这样

住了数十年，直到政府征用土地，重新发展，才搬进建屋局组屋。

	 陈天註于1966年不幸因心脏病逝世，享年58岁。那年刚巧三儿

子成年高中毕业，打算读大学的时候，却因家庭失去经济支柱，在

长兄的要求下，放弃升大学机会，出来工作以贴补家用。数年后天註

第四和第五孩子成发、成雅也先后入行做烧焊工作。小女儿则继续念

书。

	 徐峇莉很想念家乡亲人，尤其母舅与小姑，时常叫孩子帮写信

问候，偶尔也汇款给家人。1992年她与亲戚一同返乡，这是她南来

新加坡数十年，首次回乡，也是她一生的愿望。徐氏患有哮喘病，

长期服药，后因跌倒脚伤不良于行，需用拐杖。徐峇莉于1995年9

月逝世，享年85岁。

	 天註与峇莉夫妇虽然没留下财产，但他们教养孩子的方式却为

子女留下深刻的印象。
（撰稿：陈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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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赐曲又名陈致奇，福建省同安县集美人，父亲陈科岸，母亲

庄太夫人，在同安出生，陈赐曲为人朴实善良，谦逊恭谨。曾就读

集美当地学校至9岁时肄业，后至17岁时又进中学就读。陈赐曲发

现自己对读书兴致不高，读了一两年后便辍学。18岁时独自一人南

渡至暹罗（现泰国）打拼，由于没有工作经验，只能在店铺里从事

帮佣的工作。一年后，陈赐曲移至新加坡寻求更好的机会，遗憾依

旧只寻到在店铺里担任帮佣的工作。

	 隔年，陈赐曲到吉隆坡所属的加影及浮芦江沙等地找机会皆不

顺利。最后到了麻坡遇到友人才得助，开了一家以专卖树胶为业的

店，名为集记号。陈赐曲想起过去在工作上的失志，深感痛苦懊

悔，这次通过朋友的帮助找到可安身的工作，必定要认真努力，希

望树胶产业前景一片光明。

	 陈赐曲曾加入国民党成为党员，对于党内之事，做事随机应

变，与理念相同的党员有一番成就。对于国内外的教育事业，陈赐

曲都会尽自己所能去奉献。他后来娶洪女士为妻，育有一子陈新

民。陈新民四岁时就以大字体书写百字。起初，与年长者说话时都

恭敬温顺似不善言辞，而后言论有条有理。他深知对于孩子的教育

勿操之过急，易有揠苗助长之风险，但有传言，有学者亲眼目睹陈

新民所写之中华民国四字极为端正。

（撰稿：南洋亚答子）

陈赐曲

精明强干迎来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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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恩勉先生，福建省同安县马巷人。父陈思盘，母亲余太夫

人，兄弟四人，陈恩勉为次男。陈恩勉15岁时，跟随父亲南下至马

六甲，由于年纪尚幼，便在父亲所经营的金和春号里，协助父亲的

事业。陈恩勉协助父亲的同时也在学习如何经营，数年后，恩勉决

定自行创业。最初开展种植业，在这期间也曾担任在码头出名的曾

江水身边做事。创业十几年来，陈恩勉可说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于柔佛的振林山从商，店名为龙美山公司，又名振作。恩勉为人木

讷，不善言语，但心地善良。他做事从不张扬，在1938年中国抗

日时期，便捐助大量资金给筹赈会，也购买政府公债，每月固定捐

助10元，为国家贡献一份心力。曾担任振林山分会的主席、新山区

分会委员、振林山公会俱乐部的副总理，平时他也参与合唱团的演

出，甚至被群众推选为副主席，新中国剧团成立初期也捐助了200

元以表示支持。曾加入中国国民党为党员，侨民们视陈恩勉为领导

者，因其拥有公正不阿、明辨是非的能力。

	 恩勉初娶妻柯女士，因其疾病缠身常年卧病在床，不久病逝，

后再娶林女士。共育四子二女，长男陈清坛，次男陈清平，三男陈

诗乐，四男陈清狮，二女名皆不详。

（撰稿：南洋亚答子）

陈恩勉

木讷寡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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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凤毛先生，福建省同安县宫山人，他生长于石叻坡（现新加

坡），父陈乌美，为石叻坡名商，母亲苏太夫人，育有兄弟四人，陈

凤毛排第三。由于父亲常年经商，生活条件较为富裕，自幼在华文学

校读书。七岁时中途停学，并于14岁重新回到学校改攻读英文，才

两年便转至道南学校，又过两年便至私塾读书，没多久离开学校改从

事商业活动。经过数十年勤劳刻苦努力学习，中英文皆熟练，后自行

开店，名为新源兴号，主要从事柴米油盐等杂货买卖。其中最出名就

属自制的乌白麻油，其品质与香味是别家无可比拟的。陈凤毛并没因此

自满，反而更认真地把关乌白麻油的品质，不让顾客们失望。陈凤毛为

人谦虚礼让正直诚信，他胜过别人之处，在于他不自满，交友诚信讲道

义，和朋友同甘共苦宛如亲兄弟。	

	 陈凤毛生性爱国，中国抗日时期，捐助予星华筹赈会的资金颇

多，更担任亚历山大分会的正主席，此分会是陈凤毛登高召集来的，

凭着外力的帮忙，一度颇壮大。陈凤毛参加的社团众多，最著名的为

同安会馆、陈氏保赤宫、同德书报社、南庐校友会、华人公会等。在

教育方面，陈凤毛于1920年组织启蒙学校并担任发起者，任职该校

总理多年，对于社会上的事极其热心。娶邵女士为妻，两人育有二子

一女，长男陈新民，次男陈新华，长女陈素贞。

（撰稿：南洋亚答子）

陈凤毛

谦虚不自满  交友重道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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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清标先生，又名陈韻笙，同安县马巷山后亭乡人，父陈金

秧，母亲为林李二太夫人。追溯陈清标之出生年，以西历作为记

载，1897年生于山后亭家乡，4岁时至星洲（现新加坡），6岁入

学，9岁时转入当地英文学校，11岁回中国读了一年书后又再至

星洲道南学校读书，初等学校毕业后升入高中学校就读，在高中

快毕业时，父亲突然仙逝，家中经济陷入困境，清标不得不弃书

从商。

	 他18岁时于竹安枋柴行学习，不久，被长春号聘为司理。两

年后，至可安汽锯廊担任司理，后可安因地址不合发生问题，便

移至谦安工作。谦安为谦益与竹安合股，故称为谦安。谦安仍是

以锯柴板为业，陈清标在此从事记账工作。在谦安工作两年，陈

清标年23，因与兄长合股创立利和枋于马六甲码头附近，便向

谦安请辞。不久，又于新加坡小坡附近创了绵春造船业，再而担

任长春司理兼插股者，后因长春号股东间发生矛盾，便决定放弃

股份自行创立长春栈于巴刹口（市场），后又改创利泰枋麻于巴

双。隔年，设立远通枋廊于马六甲，同时又在峇株巴辖（Batu	

陈清标
（1897年-）

苦尽甘来  不忘家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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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hat）设立同和枋廊，在新加坡又加入茂成和为股东之一，信

成号更占有巨额股份。和丰银行、华侨银行皆占有巨额股份。同

时，陈清标也是香港成春行股东之一。

	 陈清标生性刚毅正直，宛如行侠仗义之侠士，见周遭人遇到

困难都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其助人之事不胜枚举，至于有关

捐献国家、社会、教育之事等更是数不胜数。如1928年，中国外

交官蔡光时被日军虐杀，被割耳鼻，剥皮剔骨至死。济南惨案发

生后，山东一省难民遍布，民不聊生，急需救助，不管是政界高

官还是平民都慷慨解囊，清标与星洲如枋木船业公会、南庐、仁

仁、励敭俱乐部等纷纷投入赈灾活动。

	 陈清标的人生就像倒吃甘蔗，起初事业不顺利，而后透过认

真努力，事业平步青云，终以造船业与枋柴廊为事业正道。陈清

标年少精明干练，富有商业头脑，有关商业上的活动都会勤奋努

力地去面对，他有今日的成就实属名副其实。他年轻时娶汪女士

为妻，两人子女众多，但能够识字的人，只有陈剑秋与陈剑文二

人而已。

（撰稿：南洋亚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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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剑看，1894年

出生于同安马巷镇山后

亭坑尾村，少时因家贫

南渡马来亚谋生，几

度打拼，经营大䑩，

后于星洲芳林巴刹大

世 界 旁 设 立 锦 和 珍

厂，制作装饼干和咖

啡等使用的铁桶，也

在马六甲三宝井和观

音亭街创立协和与协

成两家枋廊（木材加

工厂）。他也是第一位与“遮第亚”（印度借贷商人）在马吉街

（Market	Street）合伙经营借贷生意的华人。

	 1953年至1968年在新加坡同安会馆理事会任职，为第10、13、

14、15、16届总务股主任，并发起成立同安会馆互助部，任首届

互助部主席及信托人。

陈剑看
（1894年-1970年）

华印合营借贷生意第一人

陈剑看与侄儿陈皆成
合影。

陈剑看带侄儿陈皆成参观
南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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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柔佛州金同

厦会馆之筹组成

立，应归功于陈

剑看。他多次到

访峇株巴辖，与

一群同乡好友谈

起，成立一个像

马六甲同安金厦

的会馆，以同

安、金门、厦门

人组合而成的会

馆。该会馆终于1966年10月25日注册成立。

	 陈剑看对公益事业十分热心，1946年5月，他参与在家乡筹办

同民医院，并在孙炳炎率领下，自费与柯鸿渐、陈戈丁到马来亚各

地为医院募款。

	 陈剑看多次返乡，在家乡捐建小水库两座，捐资办珩厝小学、

茂林小学校舍及村里公共厕所，同时捐献碾米机及同安二中（今翔

安一中）课室桌椅、医院病床等。

	 陈剑看一生节俭自律，不嗜烟酒也毅然戒赌。他常在会馆同乡

的婚礼上以此勉励警戒后辈守行。

	 1970年，陈剑看因病于马六甲过世，享年76岁。

（陈皆成记述）

陈剑看（左）在协和枋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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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期近1893年生于中国福建省同安县马巷镇曾厝村。在家乡

结婚后下南洋到马六甲谋生，早年经过努力奋斗积累一些资金后，

便开始独立经营橡胶加工及买卖的生意。经过多年努力积累，事业

小有所成。

	 他是个喜欢独立自主的人，不爱依赖或求助于他人。但他为人

非常随和，并且乐善好施，时常帮助同乡和好友，经常会拿出三五十

块钱去资助家里有困难的人。在那个年代，几十块钱是不小的数目。

	 然而受到那个时代和周边环境的影响，他后来也逐渐染上喜欢

玩牌九和吸鸦片的习惯，有时还会从外面买鸦片土回家自己煮，以

便享受那种诱人的烟香味儿。由于耳濡目染，这些习气也渐渐传给

了儿子。

	 晚年的他十分疼爱孙子，经常会带孙子到游乐场玩，连去拜访

朋友的时候也经常会带着孙子一起去。童年时与祖父的欢乐时光，

让如今已年逾70的孙子陈瑞成依然印象深刻，充满怀念。

（本文根据陈瑞成先生口述，由林进展整理成文。）

陈期近
（1893年－1958年）

事业有成  乐善好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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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诗塔1922年生于中国福建省同安县马巷镇曾厝村，自小随

父母到马六甲生活。在母亲的记忆里，他从小是个十分孝顺的乖乖

孩子，对父母总是言听计从，从来不惹父母生气。

	 长大后的他和从同安一起南来马六甲的童养媳结婚。然而当时

恰逢日军南下入侵马来半岛和新加坡，在他们举行婚礼的当儿，日

本兵就在他们附近的小山上投掷了一颗炸弹。也许是神明的护佑，婚

礼还是顺利完成了，但他们从此历经了三年多日据时代的艰难岁月。

	 后来受到父亲玩牌九和吸鸦片等习惯的熏染，他也逐渐染上了

这些习气，幸好并未泥足深陷，工作和家庭都没有荒废。

	 他一生都在娱乐园中工作，娱乐园中有孩童玩的游戏，也有成

年人玩的游戏（包括赌博游戏在内）。

	 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照顾家庭。他和太太共有两个儿子，他

是家中的慈父。他经常告诫儿子们“做人要安分守己，在任何地方

都不可生事”。而这也是老实本分的他一生所奉行的为人处世的原

则。他的这句教诲始终铭记在儿子陈瑞成的心中，他对家庭子女的

关怀照顾也成为儿子生活的榜样。

（本文根据陈瑞成先生口述，由林进展整理成文。）

陈诗塔
（1922年-1982年）

安分守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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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文火是同安南门外顶溪乡人，15岁时南下星洲，先在源顺

号、福顺源、永和号等硕莪粉厂当厂工。他克勤克俭，在积累了一

些储蓄后，便跟朋友合股开了永和成火柴店，后来又独资在加冷河

畔的火城创办永万成，生产各色火柴片以及建筑材料。经营了十几

年后，因为业务扩展，又搬迁到芽笼桥头加冷律（路）396号。他

在星洲生活安定后，不时寄钱回家乡给亲人。

	 陈文火热心公益，对乡亲尤其照顾，所以备受爱戴，担任新加

坡颍川公所名誉会长及浮光陈氏公会名誉总理，又历任南舜别墅正

副总理、柴业公会、柴炭公局、霞峰学校总理、保赤宫陈氏宗祠董

事等职务。在1950年代，他也加入新加坡同安会馆。

	 陈文火有三个儿子和三个女儿，最小的孩子陈水福在1944年于

新加坡出生。陈水福娶林亚月为妻，生下陈汉栋和陈维莲。

	 陈水福在中学毕业后，18岁就迈入社会工作。他在一家船务有

限公司上班，刚开始是一名文员（shipping	 clerk）。因为受英文

教育，他很快就升上了总管，负责同政府有关部门的沟通。之后公

陈文火
（1885年-1957年）

生产火柴与建材起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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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扩展业务，他升做经理。他在同一家公司连续服务了44年，并且

在2006年以董事的身份退休。

	 陈水福同样热心公益，自1984年就参加基层组织服务民众，在

1999年荣获总统颁发的公共服务奖章（PBM）。他的儿子陈汉栋

同样热心公益，积极参与基层活动，并在2011年加入同安会馆当理

事，2015年荣获总统颁发的公共服务奖章（PBM）,	2017年当选同

安会馆第41届理事会主席，并连任第42届主席。

（本文由陈水福口述，叶鹏飞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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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成立前夕出生于同安马巷的陈土，由于家乡生活困难，

过番讨生活的乡人颇多，每每见及番客返乡盖房建楼惠及家人，

心中也兴起过番发展的念头，终于在1930年代成家之后携同妻

子黄清娘下南洋定居石叻坡（新加坡），并在二战前置业四依格

地于浮罗敏（乌敏岛），门牌72.1号，以种植蔬果为生，安顿后

生活原本渐入佳境，但随着孩子逐个出世，生养了六男（积谋、

陈源、陈亮、陈坤、积源、积和）五女（宝珠、亚玉、陈顺、银

花、璇珠）加上两口子一家13人，单靠陈土一人要支撑日常生

计，那决非硬撑就可了事，终究积劳成疾而于46岁时就英年早

逝。

（撰稿：南洋亚答子）

陈土

自强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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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土的长子积谋原本与同龄乡童业贵同属

第一批毕业于敏江学校，并继续到新加坡本岛

就读中学的资优生，但在父亲去世后只得停学

回家继承父业，协助母亲维持家庭生计及供养

弟妹。在弟妹的协助下，除继续种植果蔬、圈

养家禽及奎笼捕鱼外，也到全岛各地采收及买

卖椰子为生，每次采收可达千多个，卖得百多

元，若有时间则可制成椰干，先把老椰子去

皮，用来当柴火烧，用一铁网隔开，把去皮后的椰子切成两半放置

在上面，然后慢慢烤干，等到椰汁干后再把椰肉取出，卖得更好价

钱，烤干后的椰肉可制成椰油，有更高的经济价值与利润。

	 此外，父亲生前所种植的榴 及红毛丹等果树，也开始进入收

割期，每当水果季节时，都会为家里带来意想不到的额外收入，这

大大改善了全家人的生活。安定了家业后，积谋更与兄弟联手，设

立商贸企业，从事海上运输，并在事业有成后积极参与公益事业，

被祖籍乡人推选为同安会馆会长。

（撰稿：南洋亚答子）

陈积谋

继往开来

陈积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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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年出生的陈源刚刚念完中正中学

一年级就接到父亲陈土过世的噩耗，百般无

奈下只得辍学与兄长积谋及母亲一齐扛起家

计，除了继承父业，季节时也到海边捉些螃

蟹，每公斤可卖得四毛半钱，多少补贴家用。

	 直至1960年代，23岁的陈源与居住在

丹戎的王美兰成婚后，便开始开着摩哆舢舨接送客人往来于浮罗敏

（乌敏岛）与各小岛及新加坡本岛间，每次每人收费五角，学生2

角。有时也向海上奎笼收集海鲜资源转卖，并以每公斤15元的价格

向陆上胶园收购胶汁，然后以70元转卖到本土树胶工厂。

	 享受了转手商贸所得的利益后，陈源便在1970年代初，向民间

银会标得3000元标银购买拖船，并与弟兄成立康福海运，专门在岛

上及印度尼西亚运载沙石，每船可载300吨，每吨收费1元。然而生

意并非一帆风顺，生活也总是起起落落，但顶着敏江人特有的斗志

与毅力光环，总算是有惊无险，后来还在怡保买了石山，在 淡岛

设立造船厂，奠定了成功的基础。	

（撰稿：南洋亚答子）

陈源
（1941年-）

远见卓识

陈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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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兴邦、兴春二人为兄弟，籍贯为福建省同安县集美岑头社，

但从小于新嘉坡（现新加坡）生长。其父亲陈报华，于18岁时南下

至新嘉坡谋生，起初工作辛苦收入不多，但家中还有白发年长者要

照顾，必须极其节俭才能按月寄钱回家孝顺母亲。陈报华多年来辛

勤工作，在年四十余时，用汗水累积下来的积蓄在老爷宫山（菲立

街）创立了荣和号，主要从事油漆铁绳铁器等货品买卖的生意。创

业初期生意惨淡，在陈报华苦心经营下，皇天不负苦心人，其事业

逐渐好转，正当苦尽甘来可享天伦之乐时，民国二十五年（1936

年）夏初报华忽然逝世，享年59。陈报华在世时，虽然生活过得勤

俭，但社会上每有慈善活动定会有所赞助，故侨界听到陈报华逝世

的消息无不惋惜。

	 陈报华留有子女共10人，长男陈兴邦及次男陈兴春可说是光耀

门庭，一同继承父亲的事业，且善于经商，使得业务因其扩展，更

与妹夫叶大春合股，在小坡美芝路设立顺和号，也是专门从事油漆

铁绳铁器等买卖事业，由陈兴春负责掌管。兄弟两人友爱恭敬和睦

相处，社会上之公益、教育、慈善等事都能慷慨解囊。1941年，中

陈兴邦、陈兴春兄弟 

饮水思源  思乡情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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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对日抗战，对于筹赈金，如特捐、公债、沽花、游艺、月捐等，

兄弟二人无不踊跃参与，积极捐款。对于家乡有创办改革或是照顾

孤儿等活动，时常捐助帮忙，为国家家乡尽心尽力。

	 陈兴邦幼时攻读英文至第五阶级。16岁时曾担任雇佣，精通

中英文。三年后，受父亲之命，开始经营事业并娶钟氏为妻，两人

育有子女各一，长男陈前荣，长女陈桂花。陈兴春年三十二，娶林

氏为妻，育有二男三女，陈桂凤、陈前裕、陈桂秀、陈前源、陈桂

丽。

	 二人母亲曾氏太夫人生兴邦等兄弟姐妹共10人，为兴邦、兴

春、瑞枝、瑞梅、兴炎、兴成、兴发、瑞娘、兴庆、兴祥，而瑞枝

瑞梅二人曾受过教育，已前后嫁人，夫家为薛景禧及叶大春，且各

有子女。而兴炎与荣和共同处理事务，且均学习中英文肄业。兴春

与兴炎二人曾随父亲回同安观光。至于兴邦虽长期生长于海外，但

他爱国爱乡至深，平时的言语谈吐与行动皆与其他侨生不同。对于

社团如中华总商会、福建会馆、同安会馆等都有加入为会员。一家

繁盛多口，再经历数代后，陈氏必多一大族。

（撰稿：南洋亚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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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水文先生，籍贯为闽南同安县，但自幼于石叻坡（现新加

坡）生长。父亲陈文齐，在石叻坡从事商业活动，母亲为苏太夫

人，兄弟四人，陈水文排行第四。由于父亲事业小有名气，家中生

活条件富裕，父母为了陈水文的学业，便在他8岁时送至英文学校

就读，随后因父亲事业需要人手帮忙便肄业当学徒，乃至后来才复

读，18岁时英文程度至第八级，之后又学习中文三年。同时陈水文

的兄长创立万德成商号，陈水文便决定辍学接理其商号，此商号最

大的贸易为烟枝杂货等，事业根基深厚不易动摇，颇有声望。

	 水文平日里乐于助人，忠厚老实且与乡里友人关系融洽相互合

作，他的行为举止贯彻古者荀子勉励仕官立身爱国之道理。1937

年日寇侵略，如平地一声雷，百姓一时恐慌四处逃难，城里一片刀

枪火海，残暴行为举凡禽兽所不做的，日寇皆做，盗贼所不忍实行

的，日寇尽实行，此次不共戴天之仇令当时身为4亿5000万的同胞

无法释怀。

陈水文

忠肝义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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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水文得知此事，怒发冲冠咬牙切齿，到处鼓励同胞一同合作

抵抗日寇直到胜利为止。水文早已竭尽所能的购买公债1500元，平

常的月捐也因此多捐200，杂捐也是。陈水文身为中等资产阶级，

所做之事已远多于上等资产者，可谓精神可嘉。至于国内外的公益

善举，没有不尽一份力的，乡里都称赞陈水文尽忠爱国。当时发生

国难，时间紧迫危急存亡之际，水文四处奔走筹集资金，为国内抗

战贡献力量，其爱国爱乡之情切，令人感动。

	 他自幼便有着远大抱负，为人言出必行，正道不固执，做事不

死板。有学识者皆认为陈水文具有才能，可担大任。	陈水文曾担任

南窗阁名誉经理，其余同安会馆、福建会馆、中华总商会、同德书

报社、陈氏保赤宫皆曾为会员。他娶叶女士为妻，育有一子三女，

长男启泰、长女锦月、次女锦梅、三女锦香。

（撰稿：南洋亚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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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文确为福建省同安县集美人，父亲陈光怜，母亲为藩涂乡林

氏。文确共有兄弟七人，长为以文，二为文寝，文确为三，四为科

斗，五文知，六为六使，七为文章。文确8岁时入乡里私塾读书，

当时十二诸叔父相继离世，父亲光怜每日忧虑长叹，萎靡不振，于

是文确便决定辍学跟随父亲兄长工作。几年后，家里存有积蓄，长

兄娶张氏为大嫂。文确年16时，母亲已卧床五个月，请了大夫诊治

也不见好转，随后父亲也因常年辛勤工作而病倒。辛丑年（1901

年）十二月廿二日酉时父母同时离世，大嫂隔几日也不幸逝世。家

中顿时悲惨凄凉，幼弟文章由婶母孙氏照顾。文确与兄长共同经营

父亲留下的事业，不到几年，积蓄已累积至数千元，随后兄长娶

妻，胞弟入学校学习。

	 文确21岁时远赴南洋新嘉坡（现新加坡）之淡津律（汤申路）

，任职陈嘉庚初成立之新立川黄梨罐头厂理事。一年多后，陈嘉庚

委任他至柔佛的黄梨罐头厂担任经理兼财政，直到庚戌年（1910

年）陈嘉庚开始发展树胶园，文确亦兼任之。后家中兄长传电信催

迫文确回同安，但事业正值上升期的文确，遂缓至才返家娶张氏为

妻，居家多月，心系南洋事业，便返至星洲，即辞其黄梨厂工作专

陈文确
（1886年-1966年）

开疆拓土  鸿业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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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陈嘉庚树胶田之事业长达15年，期间经理了福民、三合、大同、

大庆、大成等树胶园，1925年时树胶园已达1万5000	 	 	 	 英亩，前

后任职了22年，所得的劳资除了平日开销之外，尚存了数千元积

蓄，文确将其积蓄纳入陈嘉庚树胶厂作为股份。随后创设树胶制造

厂、黄梨罐头厂，直到民国十三年（1924年），此股份之面额利润

极高，本利已达数万元，随后将其股份抽出并离职，与诸弟及友人

合力开设益和公司树胶厂，六弟六使为其经理。联和公司专做树胶

生意，七弟文章为其经理。同和公司树胶园，占地达千英亩，五弟

文知为其经理。建德公司，汇兑信局，已有十余年，四弟科斗为经

理，获利数万元。

	 1911年辛亥起义时，文确捐助月薪。民二年（1913年）陈嘉

庚于家乡创办小学，文确赞助月薪。民七年（1918年）陈嘉庚赠

与文确大成树胶园50英亩作为报酬，文确将凭据手续归还作为集美

校舍的基本金。民十四（1925年）捐助资金建设厦公医院、漳华英

校、南洋各校及各捐款，前后已达数万元。1928年山东济南发生惨

案，旗下益和公司、联和公司亦捐助千元。文确有子有女颇多人。

兄长以文、文寝二人于中国去世，留有多名侄子侄女。

（撰稿：南洋亚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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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延郎为闽南同安县澳溪人，父亲陈仲 ，母亲叶太夫人，兄

弟四人，陈延郎为第二。14岁那年，便熟读《论语》、《大学》、《中

庸》、《孟子》等四子书。不久后，南下至石叻（现新加坡）复入

道南学校苦读，至18岁时，开始从事商业活动，最后在仔细思考

下，决定开间米店，名为裕和。

	 陈延郎做事认真勤奋，在短短的创业时间内，所遭遇的经历

以及事业的发展一波三折。他思想合乎道德，理想合乎法律规

范，行动时会思考是否合乎礼仪，办事时会思考是否合乎道义。

他与轻佻无理的年少者，绝不相同。故陈延郎适合创立事业而不

荒废。陈延郎为人谨慎，在与乡里友人往来接触上讲求信用，

曾说“真正讲信义者是不在乎是否订约盟誓，但在小事情上的约

定必定要讲求诚信，国人的本性经常立约定而不诚信，以社团

上的集会或是吉凶宴会来说，很难依照所订时间到达，可责怪谁

呢？”

	 陈延郎极为爱国，中国抗日时期，他捐助二千余元予星华筹

赈会，其他教育方面的捐助、社会上的慈善活动，都会尽自己一

陈延郎

通书达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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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心力。陈延郎为人热心，故筹赈会被推选为交际股股员、同德

书报社历任职员，尤其担任歌咏队副主任、国民党第十分部党

员、同安会馆董事。1928年，山东发生惨案，购机寿蒋（当时华

侨购飞机送蒋介石当生日礼物），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友人莫不

对陈延郎为国家贡献的心力表示难能可贵。

	 延郎娶张女士为妻，后因病逝世，继娶王女士为妻。共有

二男三女，长男陈笃义、次男陈篇坤、长女陈楚明、次女陈清

淳、三女陈清娇。

（撰稿：南洋亚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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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再兴，又名陈荣成。籍贯为闽南同安县，由于父母很早就移

居至石叻（现新加坡），所以他从小于新加坡生长。小时候家境并

不富裕，但父母还是希望他接受教育，于是将他送进私塾读书，后

因父母长期辛勤工作，导致身体出现毛病，家中经济发生困难。为

了减轻父母负担，陈再兴才读了五年就决定辍学出去赚钱补贴家

用。由于陈再兴年纪还小只能四处打零工赚钱，所幸一枝草一点

露，天无绝人之路。在陈再兴将成年时，透过厝边的介绍，找到驾

驶牛车来运输货物的工作，在当时的社会，驾牛车是个委屈的出

路，但无鱼虾也好，为了家里人的生活，他甘愿辛苦一点。谚说人

两跤，钱四跤，陈再兴每天从天光到暗暝不停在外头奔走，一个月

的收入也只有二三十块钱。但陈再兴对自己勤俭节约。做了几年，

虽赚有一点积蓄，但陈再兴打算买一块土地用来兴建属于他们自己

居住的板屋。俗谚说小富由俭，大富由天。财富是靠勤奋节俭而

来，陈再兴就是这种人。

	 陈再兴为人公平正直，愿意舍弃自己的想法并顺从他人的意

见，遇到不公平的事就会主动帮忙，当看到有人被欺负的时候就会

陈再兴

一枝草一点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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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打抱不平，甚至是会挺身去争斗。陈再兴在乡里人的眼里是有一

定地位的，并且在下港也有声望，大家看到他的做事态度与行为都

以行侠仗义来称呼他。

	 父亲陈夜，母亲为洪氏，后娶妻孙氏，两人育有五子，分别为

陈文根、陈朝桃、陈朝明、陈朝胖、陈朝和。长子陈文根受到父亲

陈再兴的影响决定放弃读书，并跟随父亲的脚步改从商做生意，有

家名为永发的酒店。

（撰稿：南洋亚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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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妙娘，福建省同安县蔡店人，父蔡缘，（缘上声）嫁予同乡

林世兑先生，两人育有五子三女。长男林祐，次男林进财，三男林

天炎，四男林泽恭，五男林高尚，由于林祐五岁时因病逝世，故林

进财视为长男。长女林縀，次女林花，三女林血。蔡妙娘嫁给林世

兑后，林世兑曾告诉蔡妙娘他家境清寒坎坷，无法雇用仆役来帮

忙，即所谓男主外女主内，家里以外，举凡商业贩卖耕种田地都是

丈夫所做之事，而家里洗衣做饭养育子女，自是妻子的责任。家内

外同心协力，各司其职，不至于挨饿受冻。林世兑以航海为业在厦

门源雨行工作，起初出海时收入微薄，而后林世兑便自行带货物去

各港口贩卖，获利颇多，再加上蔡妙娘擅长操持家务，富有程度宛

如当官的人。

	 蔡妙娘兼备四德，以教导子女最为出名。子女皆外出向老师学

习，除了林泽恭外。林泽恭不擅读书，专门从事农田耕作。其余子

女，像是林进财、林天炎、林高尚皆精通书写书件算数。林高尚更

曾在书报界担任总经理或是负责编辑文书的人。子女们在南洋侨民

界里颇有声誉，都是蔡妙娘教导有方的功劳。

蔡妙娘
（1835年-1892年）

温良恭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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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妙娘一生从没对人表现出发怒的模样，就算是儿女有过错，

也不曾以棍棒作为惩罚，反而和颜悦色地细心引导。至于乡里百姓

或是妯娌姐妹之间任何矛盾与争斗，都会来请教蔡妙娘评断是非，

蔡妙娘便会诚心地评理相互规劝，直到双方心服口服为止。

	 蔡妙娘儿女虽多，但家务缝纫等事绝不假他人之手，多半亲自

操持。她曾说过她无身怀绝技，只有勤劳与节俭而已。如果勤劳而

不节俭，收入再多也会败在奢侈浪费上。节俭而不勤劳，也会毫无

收入来源，而我是勤劳再加上节俭，况且天生具备手脚必有其作

用，否则长期不使用导致气血不畅通，要小心肢体丧失感觉。

	 蔡妙娘珍惜自己的福分，她认为天赐的福禄不得贪得无厌，每

月的初一及十五，便会禁食早膳，有人听闻此事，便说这是为儿女

子孙们增加福分寿命。

	 蔡妙娘擅救济布施，每当邻里百姓或是家中亲戚有所求助，虽

不能如他们所愿，但都会表达慰问。有乞丐登门乞钱或是乞米，必

会亲手送至他们面前，从未嘲笑看不起他们，更是禁止儿女子孙以

乞丐来称呼。年老者称为阿伯或是阿叔，女乞者则称为阿婶或阿

姆。蔡妙娘曰流落乞者也是人，只不过是命运罢了。佛教之人谓之

平等，基督教之人谓之博爱，而蔡妙娘两者兼具。

	 蔡妙娘生于道光乙未（1835年）正月十四日未时，卒于光绪

壬辰（1892年）三月初五辰时。享年58岁。与夫林世兑先生合葬

于渐前社白古井墩山，坐乙向辛兼辰戌，分金辛卯辛酉。

（撰稿：南洋亚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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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耀明先生，原祖籍福建省同安县后城巷人，由于父母定居于

石叻坡（现新加坡），因此蔡耀明从小就在石叻坡生长。父亲在他

3岁时亡故，其母为了维持家计因此将蔡耀明送至荷属占碑（现印

度尼西亚占碑市）靠近码头的伯母家寄宿。十几岁时，母亲也因长

期辛劳工作病逝。伯母为其水君夫人，细微的声音就能传四处远，

对蔡耀明视如己出，只要他的衣物及食物稍有与其他小儿不同之

处，便会严厉责备，她曾经说过“既然蔡耀明已经失去父母，那么

养育他的责任就在老身我身上，倘若不与其他小儿一样，外面的人

会如何说，我的良心又如何。”此话一出，传遍了整个码头的妇女

界，没有一个不视蔡耀明为侄子甚至是不视为亲儿子的。耀明长大

后也谨记伯母的恩情，他曾说：“我能有今日，全都是出自于伯父

伯母的功劳，我不知道要拿什么作为报答，只能将对他们的情感表

现在言辞当中了。”

	 蔡耀明自少年时攻读中西两外语，而后他发现对经商有兴趣，

便在他20岁成年时，买下了一新船并担任船主.蔡耀明透过在石叻

与占碑之间做带货贸易，其利润不容小觑，在短短10年间，存有不

菲的一笔资金。蔡耀明为人正直诚信，淳朴老实，说话言而有信不

马虎，对别人有恩时，都不会放在心里，但当受人恩惠时，没有一

蔡耀明

知恩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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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遗忘的，时常谨记在心以便报答，所以有许多善良敦厚的人，多

以与蔡耀明为友为乐。蔡耀明是个见义勇为，充满正气，毫不吝啬

拿出钱来帮助别人的人。

	 1938年，为了支持中国抗日，蔡耀明捐款予南洋筹赈会，月

捐、特捐、买花、什捐都有，捐款项目不计其数。其次叻占二坡，

只要是能够对社会大众有意义的事或是能够帮助到弱势群体的事，

蔡耀明二话不说，立即捐献，没有一次拒绝。蔡耀明年才36，做人

稳重老练，通达事理，在处理事情上宛如年高有德望有体面的人，

受人尊敬。在年40后，智慧与思虑深远，事业方面也有贵人借助，

有如王安石诗中提及之锦上添花。其父亲蔡海神，从事航海业务，

母亲为袁太夫人，娶黄金吉翁之女为妻，其富有女子品德，众人称

赞的大家闺秀。育有一子，名为蔡天福，后又生二女（名不详）

。金吉翁为人忠厚老实，谦逊恭谨，被人尊为长者，深受尊敬。

蔡耀明有许多出名的兄弟，如德成先生，曾为占碑当地于汝船局的

总经理，为人敦厚，颇有才能。

（撰稿：南洋亚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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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壬癸先生，字有陇，闽南同安县马拦山后张人。1875年，

生于马来半岛英领之槟城。父亲杜锡助在棉兰为著名商人，母亲丘

氏。鲜少兄弟，因家中生活优渥，幼时受命就读槟城之色仔乳英

校，虽因帮忙家中生意中途肄业，而后复学读了七年卒业。年18时

被聘任某洋行，不久就任职位于太平之德和商号总司理。其为人处

世很认真，不敢有一丝贪图享受。

	 几年后，杜壬癸的才华与名声渐渐被看见，他欲想结束在别人

手下做事、离乡背井的苦难，不久便集资返回槟城开张锦裕春公

司。但初期创业困难重重，不久就因经营不善而歇业。随后又返至

太平开设宝仇汽水公司，其事业如期顺利，除了制造各种上等汽水

行销至马来亚一带外，还从事生产当地树胶贸易及胶树种植。而后

又与妹婿王康恩合资创立宝康公司，主要经营摩托原料及车油铁器

等，家中资产丰富。杜壬癸生性坦率直爽还特别好学，不管在家中

还是外出，手都不停翻阅书籍，尤其特别偏好报纸文章，关心祖国

的消息，至于社会公益慈善等事，杜壬癸乐于捐助，以帮助所需之

人。杜壬癸为太平侨商别墅总理、树胶公所职董、CRA俱乐部及论

文阁董事。年51，体格及精力依然健康，娶妻高氏，育有三子一

女，长男天荣，辅佐杜壬癸治理事业，次男天意及三男天远均专读

英文肄业，女儿名不详。	

（撰稿：南洋亚答子）

杜壬癸
（1875年-）

兢兢业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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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庆财祖籍厦门同安禾山，出生于新加坡叶姓大家庭。由于叶

家无法养育众多子女，就把最小的他交给没有子女的何源德、郭亚

顺夫妇领养，成为他们的长子。何源德夫妇在领养了何庆财后，

陆续生下了六个儿子和五个女儿。何庆财的这些弟妹过半都生活

在厦门。

	 何庆财生性叛逆，养父何源德担心他学坏，就在他16岁时把他

送回厦门，顺便帮他找一门亲事。1946年，19岁的何庆财迎娶了

杨彩女为妻。当时国

共内战打得激烈，国

民政府到处抓壮丁，

新婚的何庆财被迫逃

离厦门，跟堂兄何华

秀辗转南下，最后又

回到了新加坡。

	 由于没有接受什

么教育，何庆财只好

何庆财
（1927年11月29日－2017年10月23日）

卖鱼养家  勤俭一生

何庆财和妻子杨彩女白头偕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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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父亲学习卖鱼，在小坡的美芝路铁巴刹当鱼贩。1954年，何源

德变卖了在新加坡的财产，回去厦门养老。何庆财则留在新加坡继

续卖鱼，并且在同一年把还在厦门的妻子接过来团圆。杨彩女在厦

门上船，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抵达新加坡。

	 1955年，何庆财升为人父，接着又生下了五个女儿和一个儿

子——何江耀、何爱珠，何爱群、何爱琴、何爱月、黄晓燕（后来

给了黄家收养）、何伟民——一家九口就住在小坡 梭拉街17号二

楼的一个小房间，一直到1979年才搬离到菜市的组屋。搬离 梭拉

街之后，何庆财在丹戎巴葛巴刹又继续卖鱼约20年，之后转到勿洛

北巴刹卖鱼20年，在69岁时退休。

	 何庆财性格内向，不善交际，一生所交的朋友不多，所以平时

很少应酬。约半个世纪的鱼贩生涯，让何庆财培养了有规律的生活

习惯。他平日在凌晨一两点钟就开始工作，到中央鱼市场采购鲜

鱼，然后准备在清晨5点左右开档，所以他一般晚上9点就上床就

卧。卖鱼到下午收摊后，他回家会有午睡一两个小时的习惯；午睡

过后，就是他在家养鱼养鸟的个人时间，这时他不喜欢被旁人干

扰。

	 因为早年生活艰苦，何庆财勤俭持家，对人生也有他自己的心

得智慧。他常说，养坏孩子好过养呆孩子，坏孩子还可能浪子回

头，呆孩子就没有什么希望了。当何庆财的幼子工作后第一次买

车，他以“有三寸水就划龙舟”的比喻，表示新加坡车子太贵，没

有必要浪费钱养车，反映了他反对浪费的人生价值。

（何伟民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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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允森是同安澳头人，以跑船为生。他在家乡认识了未来的妻

子苏良猜。苏良猜随母亲南来新加坡依亲哥哥苏釰水，洪允森借跑

船之便，时常到新加坡探望苏良猜。在新加坡与苏良猜结婚继续跑

船，每月只回家几天。

	 婚后洪允森一家搬到樟宜九条石的椰子园。洪允森夫妇在1932

年生下长子洪忠克，后来又生了二儿子洪红毛和三儿子洪培英。洪

红毛后来病逝，苏良猜接受不了而精神崩溃，住进庙堂生活后精神

才逐渐恢复正常，但从此就不回家了。洪允森也搬离了椰子林，每

次跑船回来就在章芳林街（俗称八间仔）的亲戚家住。偶尔跑船回

来，洪允森会带洪忠克坐车夫拉的黄包车到大世界游艺场的舞厅，

找俗称“咖啡女郎”的舞女聊天。

	 二战结束后，洪允森也结束了跑船的生涯，在苏釰水的桥顺公

司驾货车为生，后来在公司名下独立经营。桥顺公司主要客户都是

同安乡亲，专门运输从同安入口新加坡的土产。因此，洪允森跟客

户都是根据信用做生意，几十年来都没有向客户开单据收账，虽然

他每天送货后都做记录，可是要隔了很久才去收账，几十年从来没

洪允森
（1910年-1999年）

业务往来中看出同乡互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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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发生任何的不愉快，显示同安乡亲之间互信的精神。

	 因为受不了第二个孩子夭折的打击，苏良猜出家为尼，在樟宜

的青莲寺修行，是新加坡著名高僧宏船的师妹。担心丈夫无人照

顾，贤惠的苏良猜介绍了王顺宇给洪允森为妻。两人成亲后就在妈

祖宫对面的店屋租了一个房间住。王顺宇为洪允森陆续生下了苏英

国、洪贵宝、洪宝玉，也抱养了洪瑞宝。

	 再婚后的洪允森继续在苏釰水的桥顺公司驾货车，洪忠克则继

续住在樟宜舅舅苏釰水家，一直到1947年因为报读爱同学校，才搬

到坡底跟父亲同住。

	 洪允森厨艺不错，喜欢自己炒面吃，也爱吃家乡的卷薄饼。他

一生热爱自己的工作，一直开车到70多岁，因一次意外断了腿才

退休。

	 虽然洪允森没有接受教育，他的儿子洪忠克后来考上了华侨中

学，并在成人后报读厦门大学函授班。洪忠克的儿子与孙子也毕业

自华侨中学，出现了三代人同为校友的佳话。

（本文由洪忠克口述，叶鹏飞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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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允赏，又名洪允德，闽南同安县马巷镇下后边乡人，父亲洪

淑水，母亲许氏。自幼读书聪明，擅长书写诗词文章，极其适合负

责记账等重要的工作。十17岁时因国内发生战争，各地动乱四起，

民不聊生，不得已只好辍学并跟随家人南下至马来亚的槟城去讨生

活。当时正值海外移民潮，槟城已经人满为患，他的家人四处向人

探听住处，随后至槟城的过港甲抛 抵（Kepala	 Batas）这地方

居住，他在甲抛 抵的合发栈工作并努力学习如何做生意，学了

八九年后，累积了不少做生意的经验，加上存了点积蓄后，决定自

己出来做生意。于是创立了合德振号，主要经营布匹杂货等买卖的

事业。赚了些钱后，他发现树胶产业开始盛行，于是又买了好几亩

田地来种树，卖价钱较好的树胶来增加一些收入。做人很认真，做

事爱顶真。洪允德做事勤奋，努力经营从不偷懒，不管刮风下雨，

他都会去合德振工作。

	 晚年时期，他终于把财富存到中产阶级的程度时，也开始树立

功名回馈社会，洪允德孝顺母亲敬重兄长，深受邻居们尊敬。其极

为爱国，在闲暇时，他会阅读报纸，只要是有关国家大事或民间发

生疾苦，他都会不停地认真研究也会和厝边探听，从不走马看真

洪允德

脚踏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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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平常信奉由孙中山所提倡的三民主义，1926年听闻蒋中正等

人率领军队北伐至武汉后，欣喜若狂，他把这件事讲给厝边头尾知

道.他认为这是有生之年以来的两件喜事，辛亥革命的时候将清朝的

皇帝制度推翻，建立共和制度为第一喜事，国民革命军成功攻下武

汉为第二喜事。

	 除了关心政治，洪允德也极为重视教育，为了让更多人接受教

育，他创立甲坡（马六甲）育华学校，并任职副总理。对于甲坡育

华学校已捐了数百资金，在公益上，如国内外发生灾害，他也会捐

助资金帮助受苦难的人，也会定期捐助资金给各个组织公会，大家

称他是东南亚中遗漏的宝物、海曲上的明珠，做善事绝不落人后。

因父亲性格刚毅，即使家中贫寒也会孝顺父母给他们好的生活，做

事也让父母感到欣慰，洪允德耳濡目染下也极为孝敬父母。后娶妻

谢氏，两人育有一子二女。

（撰稿：南洋亚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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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金钻，字及逢，为福建省同安县古宅后埔人，自幼时为基督

教信徒。父亲黄国夏为工商企业大家，母亲为吴太夫人，育有二

子，黄金钻排第二。家境富裕，幼时就读鼓浪屿英华书院三年。而

后因父亲事业所需，便南下至新嘉坡（现新加坡）生活，并再读于

东方英文学校。黄金钻自小资质优异，在语言方面颇具天赋，中英

二文自会融会贯通。年升23，在商界受雇于人，18年来克勤克俭，

努力打拼，累积了些许积蓄后与人合股创办新松发板锯厂。而后又

购置空地，种植椰子及树胶，因此园地位于后港临大路，许多华侨

皆居于此处，更以黄金钻豁然大度及正直的为人，无人不获仁德的

庇荫，此园成乡成村之后，路边之路名更采用黄金钻之名，流传至

世世代代。

	 黄金钻对于国家及社会上发生的事最愿辅佐帮助，1937年中国

抗日，黄金钻尽心尽力，捐献物资予筹赈会，此会住后港另有组织

夏龙组分会，黄金钻在此分会任职财政，于中华基督教为长老会会

员，其他事迹就不列入此书。娶林淑静为妻，育有一子七女，长男

黄瑞坤、长女黄清幼、次女黄清绸、三女黄清雪，以上三人皆已出

嫁，四女黄清祈，五女黄清涵，六女黄清珠，七女黄清玉，四人皆

幼，入学读书。

（撰稿：南洋亚答子）

黄金钻
（1939年9月17日-）

恢宏大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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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秋明，福建省同安县锦宅人，自幼父亲常年在外经商，家

中大小事主要由母亲操持。14岁那年，黄秋明独自远赴重洋，南

下至巨港（现为印度尼西亚Palembang）寻找父亲并于父亲身边

学习从商。父亲事业逐渐发达后，黄秋明决定拿先前存的积蓄在

码头附近自行创业，开设合源公司，专门销售欧美罐头食品类及

国内杂货。黄秋明因其事业获利良多，随后又决定另外聘请专员

辅助处理公司事业，除经营合源公司外，黄秋明还担任中华公司

轮船新陇船主，此船主要来往巨港及石叻（现新加坡）两地，黄

秋明通过将两地货物来往贩卖，收获良多，因此致富。

	 黄秋明爱国心切，1911年，革命四起，黄秋明立即于巨港入

会同盟，后因长期处于同盟会中，政府有所监视，黄秋明并未因

此放弃，进而改组成中华书报社，开始专注于革命推翻袁世凯，

对此事尽心尽力，没有错失任何能捐助资金与做事的机会。1937

年中国抗日，捐资予筹赈会，每月必捐10元，其他零捐数百元。

轮船上的工人也借由黄秋明之手捐助，每月可捐90余元。从船上

职员至报社社员，纷纷捐款相助，无一遗漏，可谓爱国之心是不

黄秋明

浩气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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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随时间而消逝。父亲黄茂戽为巨港名商，母亲为李太夫人。娶

妻谢氏后因病逝世，几年后，再娶蔡氏为妻。共有六子：长男黄

文祥、次男黄文山、三男黄文兴、四男黄汉兴、五男黄锦兴，及

六男黄源兴。

	 黄秋明能有一番成就与名誉是靠自己的实力所得，他曾担任

过多次巨港中华商会之董事、财政、副总理，中华学习也任多期

正副主席，又是中华书报社发起人之一，后任职为干事长。他一

生刚正不阿，忠心义胆之精神深值后世学习。	

（撰稿：南洋亚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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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锦西是同安美山西柯镇洪塘头村人，六代人都在台北迪化街

生活发展，他的父亲来新加坡做生意并定居，黄锦西就在新加坡出

世，不幸6岁丧父，母亲李芙蓉扛起一家生计，养育一对儿女。

	 黄锦西从小就有好奇和寻根究底的精神，在天主教中学就读初

中时，虽然很喜欢学校里教堂肃穆的环境，但是对于学校的宗教教

育却提出诸多疑问，如圣母玛利亚如何怀上耶稣基督的故事，虽然

考试成绩平均80分以上，品行却被师长评为丙下，并因此被学校开

除学籍。由于成绩不俗，他后来在答应“上课不得捣乱”的条件下

（尽管他并不是个顽皮的学生），被华侨中学接受，完成高中教

育。

	 因为家里经济条件不好，黄锦西在高中毕业后的19岁就进入

社会工作，第一份工作是在《南洋商报》担任法庭记者五年，这影

响了他日后的发展方向。当记者期间他觉得有必要继续进修，于是

报读了新加坡国立大学经济学系，前两年半工半读，后两年全职读

书，考获学士学位。之后他又考到伦敦法律专业文凭，并在国大考

获法律研究生文凭，最后在香港城市大学考获中国法律硕士学位。

黄锦西
（1939年9月17日-）

处世五道总结美满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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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黄锦西在63岁当上执业律师之前，长期在报业服务，

历任《南洋商报》董事经理、新加坡新闻与出版有限公司董事兼集

团经理、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报集团总经理。这期间他大力推动新

加坡的华文文化活动，包括华文文艺营、各种书画展，也配合国家

剧场俱乐部，邀请来自中国的31个各类文化艺术团体演出，包括

总政歌舞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夫人彭丽媛当年也因此到新加

坡来演出）、东方歌舞团、上海杂技团、山西歌舞团、敦煌歌舞团

等。他也参与策划大型文化活动，比如春到河畔迎新年，并安排两

岸的文化表演团体免费在河畔演出，然后再到国家剧场售票公演，

社会反应热烈。

	 在黄锦西27年的报业生涯中，有九年是在香港发展。应香港胡

文虎家族传人胡仙博士之邀，黄锦西在1990年代初担任香港《星

岛日报》总经理。亲国民党的《星岛日报》有意到中国大陆发展，

黄锦西于是改变胡仙博士的想法，促进她和香港新华社和大陆方面

的联系，并且改变《星岛日报》的风格，特别是让社论更为客观中

立，也取消了报头的民国纪年，改用公元。

	 为了让《星岛日报》系在大陆出版报纸，黄锦西用了三年时间

奔走于北京和深圳，终于获得在深圳出版《深星时报》的发行权。

这是至今唯一可以在大陆公开发行的合资报纸，有香港式的电影

版、赛马版，在1990年代改革开放期间可谓一大突破。

	 在《星岛日报》期间，黄锦西也协助中国改革开放的国际宣

传，海外版的《星岛日报》开始每周有一版的大陆新闻，由于受到

海外华社重视，特别是有意投资大陆的华商，遂改为每周两版、

三版，到每天都有专版。新闻在深圳编辑，电传到世界各地的《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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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报纸。

	 黄锦西在担任新中友好协会副会长期间，继续这方面的文化

交流活动，例如每年与国立大学、中国大使馆联合举办中国电影

节，让国大师生、校友和教职员有机会接触最新的中国电影。他

也同新加坡管理学院开办两年制的中文班工商管理大专文凭课程

（diploma），前后培训了4000多人。1986年，黄锦西因致力推广

文化活动，荣获政府颁发公共服务奖章（PBM）。

	 作为执业律师，黄锦西主要专注在知识产权法律，特别是处理

知识产权的注册、纠纷和侵权等。他也负责处理一些新加坡人涉华

纠纷、在华投资所碰到的问题等，因为他修读了中国法律的相关课

程。此外，他也关注本地的社团法律，并撰写了好几篇相关文章，

并义务担任本地22个社团的法律顾问，如中国商会、善济医社、居

士林、黄氏总会、天府会、华源会等。

	 黄锦西一生读书工作有不少起起落落，但自认大致顺利。他总

结人生经验时指出，自己的为人处世之道有五点：一、诚恳待人，

真心做朋友，所以在有需要时总会得到很多人的帮助；二、努力学

习求进步，规划长期。作为华校生，他报考以英文上课的国大经济

系，半工半读，并且也半工半读考取律师资格，因此通晓双语，

熟悉英国的普通法和中国法律；三、为人坦白讲真话，无论是对

政府、对上司老板都说心里话，尽管有时候会碰到问题和麻烦，但

始终问心无愧；四、大胆去闯，在香港期间，为了《星岛日报》开

拓中国市场而数十次反复北上，了解市场、建立关系；五、愿意分

享，把所学所知贡献社会，特别是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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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锦西家庭生活美满，育有两女一子，他们中学都在注重华文

的特选学校就读，分别是南洋女中、圣尼各拉女中和公教中学。如

今大女儿在香港当律师、儿子在新加坡的一家跨国公司当法律顾

问，儿媳妇是法官、二女儿从事保险业。

（黄锦西记述）

黄锦西的岳父把当年他当上《南洋商报》总经理的新闻框起来作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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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竹三君，原名黄章砰（又为閛），字竹

三。1879年出生于福建省同安县新圩镇古宅

大乡37号，祖父永谬及父亲国超世代均以务

农为生，母亲为陈氏，育有章底、章理、章砰

兄弟三人及二女（名字不详），从小念过几年

私塾，勤奋好学擅长于公文写作。

布袋乾坤大  掌中悉经纶

 年少15时，因家贫而无法上学，只得跟随父兄下田耕种，但

所属耕地贫瘠，面积有限，无法养活一家九口，如果碰上旱、雨季

节，全家更是有一顿没一餐。因此在农闲之时，父亲便让他跟随戏

班拜师学艺，期盼他日生活能另有转机。历时数年戏班班主也只让

他打个副手（即打杂工作），但聪明伶俐的他却在一部又一部的布

袋戏演绎中，洞悉了人世生存的真理，从此改变了他传奇的一生。

	 1899年，正值满清末年，中国社会动荡不安，天灾人祸不断，

而兄弟三人都已经到了成家立业之时，但呆在村里却一筹莫展，为

突破困境，便与父母商议过番出海，在当时大规模的海外移民潮才

黄竹三
（1879年－）

草根儒商——竹三传奇

黄竹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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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开始，由于番边无人可依，父母只希望他们一起过埠后能够相

互有个照应，兄弟三人谨记父母再三叮咛嘱咐，挥泪告别，踏上难

以预测的不归路。	

茫茫人生路  殷殷图前程

	 南来路程惊险异常，顺利上岸后面对的却是与家乡完全不同的

生活风貌，幸得幼年上过几年私塾，算是小有才学，在同乡的介绍

下给他安排寄宿于拿豆巷（现美芝路一带）的苦力宿舍并在长春号

找到一份当书记的工作。公司以经营小型的板材物料为主，自此跟

随东主学习经营之道。

	 除了处理日常流水账目营销买卖外，货品的质量辨识丶来源及

用途，都是他迫切了解学习之事，竹三君更发现与家乡不同的是，

在这里看似同文同种的原乡人却使用不同的语言，更甚有当地的土

族所使用的马来语及殖

民地统治管理者所使用

的英语。为了能与不同

族群沟通，增强商务能

力，以便在异乡求存，

他在工余休闲时开始努

力自习各种籍贯方言，

同时也入境随俗努力掌

握异族及殖民地统治者

语言，奠定了他日后成

就事业的第一步。

新瑞兴枋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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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相本无种  男儿当自强

	 历时七年的韬光养晦，让他在等待时机的同时，也做足了冲刺

的准备，终于在机缘巧合下将自己多年来省吃俭用的积蓄伙同好友

林惯熟、黄奕怀合资开设了一家长林公司，专门买卖板柴物料，自

己亲手打理业务。由于他做事勤勤恳恳，终于在业内崭露头角，赢

得了顾客与供应商的信任。

	 但他并未满足于此，1912年左右独资在美芝路创立了新吉林

号，自行进口板柴物料批发于市埸，相隔数年又开设两家吉林分号

于芽笼路，生意十分红火。过后把公司行号更名为新瑞兴枋廊杉

厂，总部设于四马路（现已拆除重建为福禄寿大厦），自海外引进

机械设备为木材加工，同时也亲自到马来亚及印度尼西亚的森林地

带挑选上等树桐原料，运回新加坡进行加工销售，在当时已经发展

到四家木材加工工厂，同时拥有13台送货罗厘（卡车），员工人数

高达两三百人，成为当时星洲五大板柴供应商之一，俨然形成集团

公司。与此同时，他又分散投资于皮鞋制造厂、肥皂及清洁剂制造

厂，并在当时最繁华的直落亚逸街拥有物产进行名牌烟草代理及投

入巨资于华侨银行，事业拓展速度及获利都有如神助，令许多同行

望尘莫及。

点点赤子心  悠悠同乡情

	 竹三君向来为人言谨，行事作风低调，凡事亲力亲为不苟言

笑，但慈怀公益不落人后，提携同乡更是有求必应。他深信身处境

外南洋，若能团结宗亲、乡亲必能更有作为，因此在1924年他以

45岁正值壮年之龄，捐资叻币500元并招聚同乡黄章增（同安东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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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金柄后亭乡人）

、黄宗朝（字友

山，同安李林社

人）与一群来自南

洋各地区的江夏宗

亲在星洲发起成立

南洋江夏堂，并成

为第一届24名董

事之一，旨在联系

散居于南洋各地的

黄族宗亲情感，并

建立江夏商贸联络

网。本着对宗亲事业的热诚，他在南洋江夏堂任职董事时不间断地

连续服务了18年（1924-1941），直至二战开始时社团停止活动为

止。

	 与此同时，由于同安乡人南来谋生当苦力劳工者众多，且多为

目不识丁的文盲农民，时有乡人磨擦冲突的事件发生，生活困难走

投无路事件也时有所闻。竹三君虽然个子不高，但说话一言九鼎，

处事公正不阿，对同乡在经济上的困难更是慷慨解囊，常被宗人请

为评议，被评者无不心悦诚服。因此同年又拉拢来自同安江夏宗亲

成立文和阁（注：1932年注册更名为江夏平心阁），旨在为同安宗

人排解纷争，资助生活困窘的同乡宗人，因此被宗人冠以“同安十

英雄”之一的雅号。

古宅大乡3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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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他还资助国内外的慈善义举，例如鼓浪屿清华学校受惠

200元，原籍家乡金山学校、泉州培元学校、厦门青年会，福建水

灾和星洲各个学校各善团等都捐了巨资。	

生命有尽时  英名传后世

	 好景不常，1942年日军铁蹄南下，捣毁了竹三君一生的心血，

战后虽有心重振旗鼓，但他已年近古稀，由于一生操劳加上二战的

摧残及丧妻之痛的双重打击下，使得身体再也无法承受。1948年与

五房儿、媳（思恭、陈

玉兰）及未滿周岁的五

房嫡孙——献政的陪同

下返乡静养，1950年

9月20日长眠于古宅凰

钟山，享年71。

	 竹 三 君 2 9 岁 成

家，娶妻陈氏冷娘共育

有八子三女，依次为思

问、思务、思聪、思

仁、思恭、思敬、思

忠、思归、玉瓦、玉

袍、玉凤。逝世时因时

政的变革，只得五子思

恭陪伴在侧，实属遗

憾。目前只有五房思恭

后裔一脉入籍中国，五 古宅大乡37号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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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嫡孙献政先生现定居厦门市为退休教育家，一生从事教研工作，

原厦门市槟榔小学校长，厦门市思明区教育局视学官。其弟建社先

生亦在竹三君故乡担任古宅小学校长一职，黙黙传承竹三先生对教

育的理念以及思恭先生对教育的执著。其余支派多定居新加坡。

	 （整理：黄蔚	/	撰稿：南洋亚答子）

	 	 	 2019年秋

老家正厅。



同安同根
90

	 黄思恭生于1924年

的石叻坡，出生时正值

壮年的父亲竹三，事业

正处于人生的颠峰。石

叻坡在英殖民政府的统

治下，与马六甲、槟榔

屿一并归属三州府，是

南洋地区的经济重镇，

长袖善舞的黄竹三捉住

机遇，在商场上大展拳

脚，投资有如神助，使得思恭一家过着高门大家户的士族生活。

从小家中长工无数，丫鬟成群，家中三个兄长也曾回归厦门游

学。思恭虽自幼就有丫鬟服侍，衣食无忧，但生性热血的他并未

因此而矫情，更非一般纨绔子弟，一经懂事便拒绝丫鬟侍候，凡

事亲力亲为，坚持奉行世俗平等主义。由于天资聪慧，自就读于

工商小学时，不但成绩优越，更展现其通晓华英巫三种语言的才

华，因此在毕业后就被送入当时的海外华校的最高学府、石叻坡

黄思恭
（1924年－1989年）

热血才子

奕棕到同安探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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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华侨中学就读，深受

现代化思维的影响，逐渐建

立了自己的反封建思维，对

于社会上重此抑彼之事心中

总会愤愤不平。	

扬翼高飞才子落难

	 1942年日军南侵石叻

坡，年满18岁正值血气方

刚的思恭，见证了日军铁蹄

的残暴以及殖民地守军的无

能，族人朋友不断地被虐

杀，而自己却无能为力，心

中在悲痛之余也激起了阵阵

的震荡，鸣起了“怨人不如

自怨，求诸人不如求诸己”

的自主思维，大丈夫自当有

所为有所不为的意念更是刻

骨铭心。机缘下认识了当时

在吉隆坡的马共区委书记，

深受其抗日理念的影响，

立即加入了马共抗日组织，

并在组织内结识了发妻陈玉

兰。由于思恭文采斐然笔翰

如流，就被调配出任马共控

思恭夫妇与子女孙儿合影。

黄思恭与陈玉兰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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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马来亚《星洲日报》首席

记者，宣传抗日主张。

	 有惊无险地渡过三年零八

个月后，石叻正从残砖断瓦

中重建，殖民统治者在二战

的表现，已经令石叻居民十分

不满，战后的重建更是只顾统

治阶级利益，以弥补战争的损

失。这时候的思恭已然蜕变，

时常站出来为弱势群体在殖

民统治者面前发声，并且急公好义好打不平，一时间声誉鹊起，

他的博闻多识加上出言有序、言之成理，大有成为反殖民地统治

的领导之势，对殖民地政府当局造成了很大的困扰。不料他遭出

卖而被追捕，只得与妻子陈玉兰在马来亚高原四处躲藏（冠称山

老鼠），最终落入殖民地政府手中，殖民地政府以一纸《特别法

令》将他和妻子连同上千有激进倾向的华裔驱逐回国。父亲竹三

也只得放弃好不容易建立的商业版图，跟随着思恭夫妇及刚满周

岁的孙子——献政在1949年回到祖籍家乡同安。

鸿鹄百折乡情难舍

	 回到家乡后的生活也并不太平，国共内战后的新中国刚刚成

立，时局动荡沧海横流，虽有乡音乡情，但未经接触尚有疏离，照

顾父亲及妻儿的重担也使他瞬间成长，父亲的逝世令他哀伤不已，

但火耕流种的田野生活使他安定了心性，也放下了士族的身段，回

忆起大文豪雪莱所说：“过去属于死神，未来属于自己”，他终究

黄思恭（前排左二）一家人合影。



同安同根
93

放下一切，重新规划自己的人生。由于受教育程度高，曾被同安

县政府聘为法庭书记官，期间仗义执言为人申冤，挽救了疑犯的性

命，也曾任同安县委代表，同时十分了解南洋习性，许多乡邻都会

请求他书写及解读番批，除了古宅村附近的大路、下铺、涵头、芹

内、后埔、金柄，连较远的东寮、诗坂、云头、辽野村的村民都慕

名而来，他都来者不拒，为海内外亲人搭起了互诉亲情的桥梁，也

赢得乡民对他的爱戴。然而命运的戏弄却如影随形，渡过了朝迁市

变后却又迎来旱魃为虐，使他计穷势蹙陷入困境，幸得远在新加坡

的堂兄奕棕得知信息，立即采购帛菽粟帛柴米油盐等生存物资前来

救济，方得渡过难关。1972年时局改变，奕棕堂兄立即返回同安老

家，一别经年，加起来超过百岁的兄弟俩，再见面时恍如隔世涕泗

滂沱，眼见自家族弟生活朝趁暮食箪瓢屡空，便准备把他接回新加

坡，然则思恭不假思索，坚定地指出这村里也都是他的家人，需要

他留下来守护，兄弟会心相顾无言，遂而把从新加坡带来的物品分

发给左邻右里。

九层之台起于垒土

	 国之发展教育为本，他知道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因而最终

选择贡献基础教育。由于师资匮乏，他被聘为教师后分配至同安沿

海的一所单人校任教，承担“校长兼戛钟”的工作，1960年代才调

回古宅任教。期间他竭尽心力自编教材，甚至跨科任教，还得四处

说服乡民让小孩到学校念书，也时常补贴贫困学童的餐费，期望能

为乡里培育人才。奈何古宅地处偏远农村，资讯落后，师资严重不

足，村中小孩在念完小学后，大都出外工作补贴家用，难有大成，

思恭也只能徒呼负负未可奈何。在生活极端困难之时，思恭夫妇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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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辛茹苦，节衣缩食培养膝下七子女，退休后还主动要求受聘于新

圩中学任英语教员。所幸长子献政、次子献治及幼子建社，不负父

亲所望子承父业，三对夫妇皆为人师表，献政、建社更先后续任古

宅校长，献治也曾任沙县贮木场中心小学校长，默默传承思恭对教

育的执著。献政随后更是调任厦门市名校，任槟榔小学校长，后调

任厦门市思明区教育局视学官。退休后被厦门一所民办学校聘为教

育顾问。

	 思恭逝世于1989年，享年65，遗孀陈玉兰，并遗有献政、献

治、建设、建社四子及海英、海娃、海双三女，均已事业有成。

（整理：黄蔚	/	撰稿：南洋亚答子）

	 	 	 2019年秋

	

	

思恭四子建社当校长时与学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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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奕棕君，外号“菜圃棕”，祖

籍福建省同安县新圩镇古宅村，1906

年（清光绪丙午年）出生于石叻坡，

父亲黄章理君（1875年-1924年），

出生于福建省同安县新圩镇古宅大乡

37号。章理祖父永谬及父亲国超世代

均以务农为生，然而家中仅有的一亩

三分地，耕地贫瘠家道消乏，根本无

力养活一家近十口人。

	 他于1899年随兄章底、弟章砰

拜别家中高堂，携手南来希望能开辟

一个新天地。登陆石叻坡后举目无亲，在同乡的协助下暂居拿豆巷

苦力宿舍，由于目不识丁因而只能干起了拉土车的苦力活。数年后

成家娶妻白氏，育有奕棕、玉花一对儿女，置业于樟宜“八块石”

（樟宜八英里），在辛勤工作下生活倒也小康。但不幸于1924年6

月5日因病不治而遗憾逝世于石叻坡（其骨灰辗转寄存于勿洛福泉

寺），留下孤儿寡母三人，天见可怜，只得向胞弟托孤寄命。

黄奕棕
（1906年-1982年）

火爆好汉——菜圃棕

奕棕卖鱼画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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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生牛犊不畏虎  浪子火爆称好汉

	 18岁丧父的他，尚在懵懂之间，二话不说毅然负起养家之责，

当时居住在樟宜八英里（俗称樟宜八块石），家中也无田地可耕，

幸得靠近海边，常见异族渔民在岸边等待渔贩前来收购鱼获，便兴

起了卖鱼的念头。向亲戚凑了些小资本，每天狗未吠鸡未啼，便开

始到海边等待向渔民购买新鲜鱼获，然后利用父亲遗下的唯一可生

财遗产——“土车”，把数百斤重的鲜鱼从樟宜海边行走两个小时

推到市中心销售，获利丰厚。收档后就在市区内干起帮商家送货的

苦力活，直至傍晚才又拉着“土车”回家休息，如此日复一日，不

过几年，终于让他赚到他人生的第一桶金，安定了母亲与妹妹的温

饱，也给自己讨了房媳妇。	

	 奕棕君，格牲火爆生性急促，但好打不平责任心重，虽念过几

年私塾，但不善读书可对数学异常敏感，常常一点就通。1920年代

英殖民统治者管辖下的石叻坡，华人的生命财产并没有得到很好的

社会保障，激起了民众自我保护的意志，组帮结派的想法在满清政

府倒台后，随着新

一波移民浪潮的到

来，加上1920年代

末世界经济萧条，

人浮于事的情况

下，矛盾更加浮上

台面。奕棕君的成

功也侵犯到其他渔

贩的利益，被挑衅 奕棕与妹妹玉花及亲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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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恐吓时而发生，单挑、械斗与群殴伴随而来，力大无穷憨厚正直

的奕棕君从未为此皱一皱眉头，因而被乡人冠以“同安七好汉”之

一，也因此得罪了不少土豪劣绅。数次犯事都蒙其族叔“竹三君”

出面调解，才免于牢狱之灾。

祖训犹耳不曾忘  英雄慧眼识好汉

	 族叔“竹三君”了解了事发原由后，喜其正义勤奋憨厚耿直，

故而未多加责备。有心传授其经商之道因而将他收归门下。入门后

为了要先磨其脾气，阻断其旧日生活，因而要求他返乡一年，侍奉

未曾谋面的年迈祖母，允诺照顾其妻小寡母。1930年初春奕棕告

别母亲与孕妻幼女，独自背起行囊回乡侍奉祖母，由于未曾到过中

国，在“竹三君”的安排下先到“厦门江夏堂”暂居，再由同乡带

启化三校筹建洛阳迁校委建工委会、顾问邓思沾（左）暨全体工作委员敬献贺礼给
名誉主席黄奕棕老先生（中），右是启化三校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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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引见年迈祖母及堂弟媳（注：竹

三君早已安排其未过门儿媳在家乡

照顾年老双亲）。

	 甫一进门，但见恶邻欺此家老

妇幼媳，霸占他家的三合院前庭，

用来磨碾自家的稻谷，把原本清悠

的住房变成残破脏乱的谷场仓库。

奕棕君火冒三丈，火爆性格再也按

捺不住，立即大声叫嚷，引来左邻右舍围观，当场徒手高举碾磨稻

谷的石磨器具，猛力往地上一摔，约数百斤重的石磨器具立刻断裂

成两半，大声吆喝道：谁敢与此家过不去，下场就如此石磨。恶邻

见状立即逃走，时至今日此事尚成为村里流传的佳话，大家都知道

此家的番客不好惹。

	 此后，奕棕君便定下心来，尽心侍奉年老祖母，亲手整修房

子，把房子还原到清幽住房，同时结识乡里，把自己火爆的脾气按

下了大半。直到一年多后老祖母过世，才把房产托附乡里宗亲看

管，护送堂弟媳回返石叻坡成婚。

	 重返石叻坡的奕棕君果然收敛不少，脱离以拳议理的生涯，开

始跟随竹三君学习经商之道，从森林的货源到工厂加工，从客户销

售到公司管理，一切从零开始，他都积极参与。竹三君的业务在他

的努力下，更是突飞猛进犹如决堤的洪水，叔侄俩更计划发展建筑

产业，奕棕君也在闲暇时，努力了解房屋营建知识，等待时机的到

来。

奕棕与同安友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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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汉心碎为哪桩  临别赠语系宗谊

	 奈何造化弄人，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惨痛的三年零八个

月，不但摧毁了竹三君一生的心血，也粉碎了奕棕君的梦想。战后

虽然侥幸生存，但面对着满目疮痍的残破场景，心也碎了。一切回

归于零，只能带着妻小落户当时的贫民区之一，38号亨德申路中段

（Henderson	 Rd），（俗称：“粪扫坡”玻璃厂后）。堕落在人

伤心时总是无声无息的到来，慈母病故和偶像竹三君的远离及爱妻

因操劳过度亡故，更是令他痛不欲生，纵横在悲伤的深渊中无法自

拔，几乎忘了尚有年幼子女需要照顾，幸得大伯母（陈绸）的及时

出面帮助，才不致让数子流落街头。1950年底乡里传来了竹三君的

死讯，忆起竹三君种种的教诲，才令奕棕君痛定思过。

	 犹记得临别岸边，晚风萧瑟铁汉无语，只竹三君道：“大丈夫

须有所为，天下无难唯要有心；成功无他唯要勤俭”，说完头也不

回就上船去了。奕棕君再度细细的品味其中，心中似乎有所领悟。

隔天重新整理出扁担鱼箩，再度干起了卖鱼的老本行，由于驾轻就

熟获利不难，收档后则到处寻找废弃板材，经整修后运用战前所学

的营建知识，自己动手设计与建筑房屋，房内部一房一厅并拥有个

人卫浴设备，然后以每个月十多元的价格出租给他人，不过数年前

后建有五六十间，多了租金收入生活逐渐改善，同时也开了一家什

货铺交由儿女打理，一方面压低全家人的食品开销，一方面让孩子

有活可干。

复业大计凝胸中  四虎出闸定天下

	 由于卖鱼须靠天吃饭，风浪一大就无鱼可买，营建房屋则资本

不足，忆起在乡下时老祖母所教的同安豆干制作法，本小利大但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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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而且是每日必须的消耗品，便在杂货铺后方办起豆干制造厂，

全家劳作，遣派长子次子骑脚踏车分点销售，增加豆干销量也压低

成本，同时也兼卖向工厂批来的粿条面。1958年为扩大生产规模，

便四处向亲友借贷、标会，典当儿媳嫁妆等，尝尽了人间冷暖，终

于买下了裕廊16块石（英里）场地，开始进行大规模的豆干及粿条

面制造，同时也圈养家禽。

	 奕棕君育有四子三女，以文为辈依序为财、福、荣、贵，三

女为水仙、水锦、亚碹，除长女出嫁外，其他六人都得在家里干

活。他很清楚年近半百创业，将会有许多困难，为在最快的时间累

积财富，他采取了家长式集资法，遣四子在外营生，但每日收入都

要缴交，每人每天也只领个零用钱，媳妇负责全家及帮工的伙食，

米粮及果菜由他统一购买，在能省则省的前提下，常常以量及现金

向供应商压价，因此被讥以“咸”（吝啬）冠以“菜圃”的称号，

但也因为如此，很快就结集了大量的财富。1970年为了发展的需

奕棕与孙子们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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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再度搬迁到190H林厝港（Lim	Chu	Kang）梁庙路（Neo	Tiew	

Road），同时以四子之名成立了顺源农场，摇身一变成为养猪大户

1980年代更扩展至惹兰加由，直至政府宣布因环境问题禁止养猪为

止。

万里追思同安情  魂牵梦绕古宅心

	 1960年代中国发生了历史上的大饥荒，日常必需品都严重匮

乏，早前尚有定期汇款资助，但此时政策变更，家乡音讯全无，令

奕棕君忧心忡忡，担心堂弟一家的生存，四处向同乡打听也只得知

需要输送物资前往，于是着手准备各种物资用品，甫一开放，便立

即乘船到香港辗转广州，然后再由广州坐卡车到同安祖家大古宅

村，兄弟再见时恍如隔世。随即将所带物品分发村内宗亲，锅巴、

猪油、腌肉、衣物、药品等来者有份，并接济困难宗亲，一时传为

佳话。相聚十余日，但见祖居残破不堪，后因签证到期只得依依不

舍，泪泣离开返新，并允诺会再回来修建祖居，可惜回新后一病不

起，1982年逝世，享年76。临终嘱咐四子回乡探望，修复祖居。

	 奕棕君一生大起大落，虽然不善言谈脾气火爆，但为人真诚、

好学、耿直、意志坚定、心地善良。在迁居到林厝港后，当时那里

可算是开发较落后地区，基础设施严重不足，于是无论是造桥、修

路、修校、建庙等社会公益活动都有不少捐资，对于林厝港的建设

实是功劳不小，同时遣派四子分别参加各宗乡团体（包括南洋黄氏

总会、江夏平心阁、江夏公所、黄氏炽昌联谊社、同安会馆等），

期盼他们参与集体力量以对宗、乡亲做出贡献。

	 	 （撰稿：南洋亚答子）

	 	 	 2019年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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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文财篇

	 黄文财君，河洛话外号“哑口财”（é-káu-cái），1936年出

生于石叻坡的樟宜八块石（英里），父亲奕棕跟随叔公竹三从事营

建实业，母亲彭桃在家带着两个姐姐，侍奉家婆相夫教子，生活还

算小康。不料在文财年仅6岁时，日军强占石叻坡改名昭南岛，一

时间风云变色。父亲的营建事业瞬间付之东流，三年零八个月的苦

难，更是渡日如年，好不容易等到战火停息，正值重振家业之际，

不料祖母挨过战火却斗不过病魔，拉拔父亲成长的竹三叔公因故返

回唐山故乡定居，母

亲也因操劳过度而亡

故。连番的打击使得

原本在重振家业并不

顺心的父亲奕棕，突

然之间感觉天塌地陷

万念俱灰，自哀自怜

抱怨苍天不公，心如

黄文财、文福昆仲
黄文财（1936年-1996年）
黄文福（1937年-	2010年）

负重前行家天下

在裕廊家用餐。



同安同根
103

槁木萎靡不振，从此恋酒迷花荒淫无度，原本在文财眼中的伟大形

象，一夜之间荡然无存，心中巨人从此倒下。

憨憨天公仔三尺当家忙

	 诞辰于农历正月初九，俗称“天公仔”的文财，生性木讷憨

直内向，二战前后都失去入学的时机，注定今生与书包无缘，由于

未曾有过陶熔鼓铸，更不识弦歌之音，词汇认识有所不足，句组结

构常常难以言表，只有憨憨以对，因此被周边长辈戏谑“哑口”，

然则心中对于振家兴业却意念磅礴。虽然年仅十13，但慈母已经

室迩人远，父亲却如坠云雾，路柳墙花鹊巢鸠占，长姐燕燕于归，

二姐与三弟送养大户，家中支离破碎。身为长子嫡孙的文财，望着

三个幼弟及足不出户的三姐，心中滴血不已，但他知道自己责重山

岳，任重道远。多次与父亲因闲花野草盎盂相敲拌嘴斗舌，甚至被

赶出家门流落“五脚基”，幸得大伯母陈绸收留，姐弟几个才不至

于冻死街头。虽是如此他依旧对父亲不离不弃，他深知若椿萱皆

无，家当无以为家，因而期待父亲能早日幡然醒悟，同时他也深知

玉琢成器的道理，护

弟如护子，再苦也要

把幼弟们送入工商学

校，以期未来能改善

困境。

	 战后的文财一家

已至山穷水尽之境，

无奈搬去“粪扫坡”

贫民窟。为挣点零钱
文财六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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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家用，文财也不舍昼夜外出觅衣求食，夜半则到“同济医院

前”的煮炒摊“吃头路”，由于“估喱工”不足以养家糊口，心

中搜肠刮肚希望早日堆金积玉。每天面对着人客留下的残羹剩饭，

刹那间想起若把这些馊水（泔水）残渣收集喂猪，将可省下养猪成

本，于是便在夜市打烊后，挑起收集到的残羹，夜路蹒跚一个多小

时自牛车水走回亨德申路住家。眼见此计可行，更向离家不远的中

峇鲁民宅要求收集馊水，不料却被地痞流氓诛求无已，无奈下只得

啸聚山林结党自保，结义七小，单凭群威群胆“不求独步后巷，只

求无人敢欺”，彼此遥相呼应。

雏鹰初展翅越鸟巢南枝

	 1950年末，家乡噩耗传来，偶像思恭魂归梦源，父亲奕棕得

知刹那间地老天昏，隐隐发出变徵之声闭门自审，吞刀刮肠洒心更

始，父子俩自此尽释前嫌不存芥蒂。孤蓬自振的奕棕竖起脊梁重操

旧业贩卖鱼鲜，文财为免父亲根孤伎薄再陷枯鱼涸辙，也加入贩鲜

行列，父子俩每天丑时出门收购鱼货，寅时到老巴刹及牛车水湿巴

刹销售，辰时过后则会由文财在中国街及厦门街等住宅沿街叫卖，

由于文财忠厚老实，因而楼阁台榭居民若有所需，听到叫卖声后就

会主动从楼上吊下竹篮，任由文财为自己挑选物超所值的鱼鲜，父

子俩以量压价获利颇丰，然则靠天吃饭终归有险，于是父亲再拿起

压箱绝活在住家制作同安豆干，并开设杂货商铺销售五谷杂粮及豆

干豆腐，生活至此才算安稳。

	 一幌数年，父子俩虽无外援，却也把一盘营生做得有声有

色，脱离了长久以来邻里亲友藐视鄙夷不屑的眼神，文财勤奋忠厚

的阳光青年形象，也让他在小众市场上声名鹊起，并且得到大䑩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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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苏家千金的青睐，于1950年代中期与苏永爱共结连理。正值人

生起步的他，准备大展拳脚，奈何宅地有限不可逾越，只得另寻裕

廊16英里以做积基树本的自然村。1959年底终于立足于创业垂统

之地，除了扩产豆类制品，增加豢养家禽，也开始生产粿条、面、

豆芽等各类食品，自己与二弟文福及父亲则每天骑脚踏车分别到裕

廊、武吉知马七英里，10英里等地的巴刹边销售。

袅袅炊烟长豪雄气节高

	 一条龙的亚答屋，准备了让兄弟几个结婚时也不愁新房，隔

邻的豆干及粿条面生产间，除了让全家一起劳作，也开始聘请长工

帮忙，芭内临近河边的猪寮可容纳数百条猪，全家连长工在内三十

文财与古宅亲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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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口的伙食由妻子苏永爱一人包办。购买了现代化罗厘大大提高运

输能力也促进盈利增长，生意可说是做得红红火火。有了自保地位

的文财，豪气依旧不减少年，护短护幼不在话下。听闻因丈夫海难

失联的二姐瑞英为养育六孤在大巴窑经营茶水摊时，却被地痞欺行

霸市勒索榨取，文财得知立即聚众成势，越界赶赴大巴窑与对方折

冲尊俎，保护了孤儿寡母的安全。又一次配送生面粿条到武吉巴督

小学的食堂，因饥饿在食堂小摊购买“咖喱卜”果腹，却发现咖喱

卜已经变质，面对着售卖食品的小贩老躯，一脸真诚地表示咖喱

十分美味，希望能全部买下让家人分享，老躯欣然给予折扣，然则

文财在出了校门就把整包咖喱卜丢弃。1968年家中首购电视，他

也广邀乡邻夜夜聚乐观赏。乘搭了国家发展的列车，使全家迈入小

康，但文财却依旧是赤脚、短裤、白衫、榴梿头的形象，只是由于

生活日夜颠倒，身体机能失调逐渐引发肥胖之症。

	 1970年代初，裕廊宅地被征用为发展工业区，兄弟几人相继

而动，有意另寻林厝港通和村为新的起点，但投资深渊薄冰令兄弟

们裹足不前。最终由父亲拍板求亲告友，虽受尽白眼依然不足，尔

后转向媳妇永爱求

助，典当嫁妆方可

勉强成事。至此全

盘规划的发展终于开

启，兄弟四人开创

了“顺源农场”，从

事大规摸的猪只养殖

事业，高峰期共有

9000多条猪，尔后 为中华医院义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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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注册“黄顺源私人有限公司”投资产业。果条面厂也应政府要求

注册了“顺兴粿条面厂”，采取双线发展以备相互支援，豢养业务

由两个幼弟打理，文财与文福则忙于粿条面厂，并于“美世界”巴

刹设摊零售批发。每天下午制粿条半夜产面，过后就直接到巴刹叫

卖，中午回家午睡，过后就开始另一天的日程，周而复始日夜操

劳。文财唯一奢侈也只有在每天晚上听一听“李大傻讲古”，由

于他大字不识，平常记录也只能以图形表示，但他从不抱怨，只

期盼自己所有孩子都能就读华校、听懂华语，同时也时常对学校

进行捐输，并为南洋大学义卖筹款。

奉亲千金尽宗谊系百年

	 自中国相关政策调整更替后，父亲奕棕便迫不及待地回到祖

籍福建同安家乡，见故乡村民百姓生活仍不富裕，即将带回的所

有财物、药品全都分发给左邻右舍。慷慨之善举，族人无不交口

称赞。回来后忧心忡忡，交代文财需大力捐输支援堂弟及村里的困

境，未及几年奕棕因中风导致半身不遂而卧床五年，从住院到回家

请私人看护疗养，文财栉风沐雨几乎耗尽所有，妻子永爱也只好衣

不解带身心交瘁地兼做护工，照顾家翁护理复健直至1982年逝世

为止。

	 守孝三年后，文财便只身飞往同安古宅，探视族叔堂弟并汇

报父亲病理点滴，眼见族叔住所穷阎漏屋不蔽风雨，也不顾自身裘

弊金尽，毅然聚资为族叔重建门庭。不过几年，为支持发展家乡的

教育事业，文财君建议当地政府派时任副校长的堂弟献政到新加坡

筹措资金扩建学校，整整一个月两人走亲访友，不但促进了彼此间

的了解，也让新加坡的同安乡亲对家乡有了深度的认识。文财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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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包揽建校尾数，深得乡人感激。历时两年终于在偏僻的山村建

成一幢两层标准教学楼，改善了乡下娃读书的就读条件，此义举让

家乡人没齿难忘，土墙瓦片终被现代化的钢筋水泥所代替，同时也

紧紧牵住了两地的联系。1996年，文财因突发性心脏病，享年一

甲子，除遗孀永爱，尚有和字辈遗孤：添、丁、发、达的四子及品

华、品芳二女，皆已成人。

	 （撰稿：南洋亚答子）

	 	 	 2019年秋

学校落成后回校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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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文福篇

	 出生于1937年与文财只隔一岁之差的文福，却有着不同的生

命历程，在兄长的坚持下，虽然面对落魄的家境，但依然能够毕业

于更生小学，不仅让他有了立世之本，更在后来对于家族的发展产生

了重大的影响。然而有着木讷暴躁又肯为姐弟出面而昂立于前的兄

长，与父亲的争执他就只能站在一旁呆着，一切听从兄长调度，虽然

有幸念完小学，改进了些许的沟通能力，但依然时常沉默寡言。

	 小学毕业后，兄长文财正全力辅助父亲奕棕重振旗鼓，文福也

加入振兴家业的行动，每天清晨与父兄一起出外贩卖鱼鲜、豆干、粿
条面等。由于懂得书写，也因此包办“财副”的工作，父兄才有了

完整的盈亏记录，也更好地掌握了市场，增加盈利，让家族顺利从

文福与亲属于翻新后的新家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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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廊过渡到林厝港，一家几口才逐

渐安定生活努力拼博。然而命运却

没有停止恐吓他们，独立前后的动

荡社会和族群的冲突，迫使文福及

家人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过着日子，

正值青年热血的文福也会在风声危

机时，主动到蔡厝港尾海边协助守

卫码头，幸得每次都有惊无险。

	 文福略通文理而且写得一手

好字，因此与家乡的侨批联系及

汇款基本上都由他包办，同时他

也爱好研究，林厝港农场使用的

大型电动饲料混合机及电动豆芽

生产机，便是出自文福的设计，

使农场大大地提高产量节省人

力，更使顺源农场一跃成为养殖

大户。文福一生未娶，因而在父

亲奕棕逝世前，几个兄弟商议每

户过继一子在其名下以慰百年，

过房子女有和丁、和彬及女儿美燕。文福生活十分勤俭，生前对

众侄儿女疼爱有加，对桑梓亲人也时时关心，2010年不幸因癌症

逝世，享年73岁，众兄弟姐妹以其名汇捐新币20万元重修桑梓老

宅，以资怀念。		

（撰稿：南洋亚答子）

	 	 2019年秋

文福与友人寿宴上合影。

文福与侄儿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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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景顺（1893年-1955年），出生于同安县嘉禾里（期间曾分

拆为思明县，现为厦门市）。父亲在岛上经营出入口行业，虽值满

清末年，家中环境还算小康，与家中兄长景介皆乃饱读诗书之士，

不料未及弱冠，父亲在一起同行的冲突中，因出面做“公亲”调解

纠纷，不幸被冲突的双方失手刺死。兄弟俩虽学富五车，但却未曾

有过经商经验，一时间无法撑起父亲遗留的商务，家道也无奈地就

此中落。时值清末民初，社会动荡不安，移民大潮涌现，景顺为突

破眼前困境，在与家人商议后决定留下大哥照顾母亲和景升、景

辉、景安、景寿、景全五名年幼的弟弟。自己则跟随移民大军过番

开创新的出路。

初露锋芒展宏图

	 初到南洋，先到槟榔屿登岸，很快就找到一份足以维生的教书

匠的工作，但景顺并未满足于此，开始在槟榔屿的工商界活动，在

许多宗亲与乡亲的帮助下，终于逐渐了解南洋的经营生态，掌握了

经商技巧，最后决定迁居到石叻坡，重续父亲的经商生涯。初时他

从事酱油零售兼营报纸生意，但由于生意不佳而转行。1928年，黄

黄景顺
（1893年-1955年）

南州冠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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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顺设立南顺公司，以生产罐头食品为主，这就是当今南顺集团的

前身。他在生产和经营罐头食品后不久，便开始试验制造食用油。

当时的生产设备十分简陋，用一种简单的机器将花生和椰仁制成花

生油和椰油，并用其副产品制造肥皂，同时也生产咖喱粉和包装锡

兰（即今斯里兰卡）茶叶等，畅销马来亚与暹罗。业务发展后销售

至欧美各国。该公司总办事处设于马里士他路，在金泉路建肥皂

厂，于监光新哇律开设酱园，而油厂则设于罗勿申基，其椰油大宗

销往欧美各国以及南洋群岛，所生产食用油和肥皂在当时的南洋可

算是最早的一批生产商。1932年该公司产品参加石叻坡制造品展览

会，受到当时的总督金文泰的赞扬。

救饥拯溺终有报

	 日寇南侵时，南顺公司损失惨重，马里士他路住家附近的工厂

被驻新加坡的日本海军部队占据了。每天都看到英、澳战俘从家门

口往工地去，由于不忍战俘相继因饥饿而死亡，于是偷偷地用食物

接济他们。战后重新恢复业务，尽管黄景顺从事的食用油和肥皂生

产还可以维持，但他认识到，生产设备简单，生产技术落后，将大

大限制公司进一步发展。黄景顺决定让儿子大椿到英国学习先进生

产技术，购买先进机器，在申请到英国的许可证期间，刚好碰到曾

经被他救助的英军战俘，在他的帮助下顺利登上回英国的军舰，顺

利抵达英国。除了采购新式机器、招聘专家、运用新技术改进其产

品，如酱油制造及咖喱粉的制造和装罐，同时增设椰油制造厂，并

从事树胶、椰干等土产出入口贸易。还派出长子大椿赴欧美考察、

次子大樑到美国大学攻读化工专业，为今后的事业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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鞠躬尽瘁江夏情

	 1947年，有鉴于南顺的快速发展已经到了一定程度，需得本固

枝荣方可再度前行。一向爱好文艺、艺术的景顺在友好的邀请下，

投资了无党派的《中南日报》，可惜只经营三个月就被收购。1949

年受南洋江夏堂理事之邀，出任“江夏堂”第15届常务主席并连任

七年，直到1955年逝世为止，余下大椿、大樑、大奎、大鹏、大黄

五儿及丽华、端正二女，皆已长成。期间发起会务改革，整合了江

夏宗亲事业，以“南洋江夏堂”为基础成立“南洋黄氏总会”，同

时也发动募捐，获得宗人赠予四脚亭义山地段，立即成立黄氏兄弟

私人有限公司，分拆坟地销售，所得收入全数归入黄氏总会，购买

总会位于芽笼35巷16号的房地产，使“黄氏总会”在时代的洪流下

屹立至今，对总会可谓鞠躬尽瘁，他同时也受委为新加坡厦门公会

监察主任。

（整理：黄上哲	/	撰稿：南洋亚答子）

	 	 2019年秋

黄景顺于后辈的婚礼上与亲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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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大椿，1921年出生于新加坡时，父亲黄景顺则尚在摸索经商

之道，一路跌跌撞撞，好不容易才在1928年设立了自己的南顺公

司，开始经营一家二流的酱油庄，兼营小规模中文报纸零售业务。

大椿的童年就跟随着父亲事业的变化而到处迁移，家居无定处，令

他难以指望固定于任何一所学校好好接受教育。直至14岁那年，

才成为“欧南路学校”（1939年改称为欧南中学）的全日制寄宿

生，过后毕业于华侨中学。由于文化基础不好，加上几乎是没念过

英文，因此学业成绩从未有杰出表现。不过，在课外活动方面却十

分有天份，在校际演讲比赛、中文写作及书法等方面获奖不少。从

高中中文学校毕业后，他深刻地体会到在商业社会里使用英文的重

要性，因此便报读了教会学校，奈何入学未够两年，日本便占领了

新加坡，使得学校及家中事业全部停顿，大家都过着提心吊胆的生

活，然而大椿一家虽然缺衣少食，但在机缘下依然冒险救济战俘，

由于语言互通，大椿也为这些战俘提供了不少实质性的帮助。

抓住机遇展翅高飞

	 二战结束后，家中工厂重新开业，身为长子又是高材生的大

黄大椿
（1921年-2007年）

雄才大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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椿，无可推脱地成为父亲重振家业的左右手。他了解工业革命，知

道机器设备对于生产的重要性，更意外地受到前所救济战俘的帮助

下，乘搭军舰	 Capetown	 Castle	 号远渡英伦购买设备。大椿深知

自己的基本科技知识严重不足，因此抵英后就立即到实验室内学习

生产肥皂和食油的技术，最终让他掌握了最新技术，并购买了让品

质与产量足以傲视南洋地区的设备回新设厂，并获得新加坡中国银

行的大力支持，事业自此突飞猛进。

	 1956年，大椿在父亲逝世后接手公司业务，开始把南顺带上

新的征途。除了新加坡外，也在马来亚、香港、泰国、中国内地，

开设新厂房，不但把业务国际化，同时也把业务多元化。业务涵盖

有食用油、花生油、玉米油、面粉、洗洁剂、洗衣粉等，也获得最

具权威的“香港优质产品标志”殊荣。然而他并不以此为满足，前

后收购和新建了不同行业的15家公司，其中他以战略家的眼光，敏

锐地洞察着大陆的这一市场形势，并作出了投资创立“美特”的决

策，开始进军制造及销售铝质罐（包括罐身及易拉盖）、塑料瓶及

塑料包装容器，成为“南顺”的三大支柱产业之一，已形成一个庞

大的多元化的综合性大企业。	

学画经商孜孜以求

	 在商场拼博了半个世纪，从未有闲暇时间认知自己的嗜好，步

入50岁之初，黄大椿开始以绘画作为个人兴趣，除了给自己陶冶性

情，也当成在工作之余的修身养性。他先后师承钟四宾、黄明宗。

虽然起步较晚，但他学画如经商一般认真，画作皆是发自心灵感悟

的抽象画为主.20年的努力使他成为一位颇具匠心的油画家，并在

新加坡大华银行举办的第14届绘画比赛的抽象静物项目中获得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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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1995年2月16日至27日，他在新加坡文物馆展览厅举办了“黄

大椿油画展”共展出他近20年来的70幅作品，开幕式由新加坡名画

家刘抗主持，参展售出的作品全部捐助新加坡宗乡基金。现在，他

还任兰亭画会的永远名誉会长。

	 2007年大椿不幸逝世，享年86岁，遗下妻子张如意（社会闻

人张淑源四女）及三个孩子。南顺集团当时的核心领导除了弟弟大

梁，尚有大椿的长子上哲、幼女慧玲皆在南顺担任重要职务，长女

慧容则为著名的癌症专家，然而仅仅几个家族成员，不足以管理庞

大的南顺，因而聘用人才成为南顺十分重视的事。诚如长子上哲所

说：“南顺能够成为一个跨地区的集团企业，成功的要素是‘人’。

我们非常重视人才选拔和人才的培育。”相信在现有机制下，南顺能

再次提高企业的层次。

（整理：黄上哲	/	撰稿：南洋亚答子）

	 2019年秋

	

黄大椿与孙儿合影。 黄大椿夫妇与儿子上哲及孙儿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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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正是章谊先生所追求的处身立世

人生哲学，江海不择细流故而成其大，

山川不辞土壤故而成其高，哲理中深

具包容性、博爱性、渗透力、亲和力、

不拘束、不呆板、不僵化、不偏执，有

时细腻、有时粗犷、有时妩媚、有时奔

放，巧妙地与生活相结合变成他生命的

一部分，但他从不彰显自己且奉献而不

图回报；他贵为埃塞尔比亚联邦民主共

黄章谊PBM 
（1950年-）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中国古代思想家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

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

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

争，故无尤。” 而《周易》中：君子以厚德载物，意

即以深厚的德泽育人利物。

黄章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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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名誉总领事和曾任澳大利亚昆士兰州政府驻新加坡名誉工商

大使，却未曾以国家功臣自许；他曾受委为太平洋区经济合作组

织新加坡国家委员会执委、新加坡国际企业发展局属下新加坡印

尼工商联会指导委员会委员、阿拉伯新加坡商会副会长、亚细安

工商总会理事、新加坡辽宁经济贸易理事会理事，却以自己的责

任而为之；他管理淘化大同跨国企业而且身兼新加坡制造商总会

会长等数十个本地组织领导，却虚怀若谷谦虚低调，仅仅以一个

传统文化与道德的传递人及家训的奉行者自居；他可谓上善若水

厚德载物。

书香门第光耀南洋

	 黄章谊（George	Huang），乃马来西亚著名慈善家丹斯里拿

督黄琢齐次子，中国著名企业家黄廷元之孙，可谓出身于名门书

香世家，为江夏紫云同安衍派纶公的第45世孙。

	 祖籍福建同安县马巷镇西炉村（现为厦门市翔安区），1950

年时局变化之际出生于台湾，后随家庭定居马来西亚，17岁时（约

1967年）出国就读于新西兰大学并荣获学位，尔后整整十余年工作

于新西兰和印度尼西亚。1980年移居新加坡，开拓自己的事业。

正当事业有成时，1991年奉家族企业淘化大同有限公司董事局之

令，接掌家族生意协助处理新加坡、马来西亚及澳大利亚等地的

业务。

	 提起淘化大同得追溯到1907年7月，由黄廷元等人发起共同

组织成立的淘化有限公司，后合并大同公司更名为“淘化大同”

，设厂于鼓浪屿内厝澳燕尾山麓，专门生产酱油、酱品等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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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产品是散装瓶装，1913年起开始制作罐头，主要客户群除国

内各省市外，尚有许多当时移居美属菲律宾的“吕宋客”，这是

中国最早的罐头食品企业之一。

	 1930年代因日军侵华而移植香港，过后由黄琢齐兄弟分植于

新加坡、马来西亚、澳洲等地。产品分销世界各地，成为不折不

扣的环球企业。

百年信约世代传承

	 其中办报兴学的企业家——黄廷元老先生，号复初，乃章谊

先生祖父，1861年2月27日诞生于同安县马巷厅西侯乡.他是辛亥

革命强而有力的支持者，也是福建工业的先驱人物。自幼失怙，

随祖母来到厦门，只念两年私塾，便辍学当商店雇员。后与友人

赴台学医，回厦门后自开牙医诊所，开始发迹，积极参加福建厦

门各种公益事业。先后

在厦门参与创办《博文

日报》、《厦门日报》

、《福建日日新闻》等

报社宣传革新理念。历

任淘化公司董事长达

20余年。同时兼任自

来水公司、电灯公司、

福建药房、江东制冰公

司等10多家企业的董

事。对社会福利和教育

事业非常热心，捐输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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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在福建各地兴办医院和学校，荣膺光复一等勋章。组织群众向

英国政府无条件收回所强占的厦门“海后滩”，显示了大义凛然

的民族气节，1936年5月11日因积劳成疾病逝于厦门鼓浪屿安海

路8号“荔枝宅”，长眠于同安区马巷镇西炉村西一公里处的崎山

头，1993年其墓园被列为厦门文物保护单位。生前亲自撰写五联

遗训后人：

他乡即故乡随处立纲常

	 其子琢齐烙守家训，1918年出生于厦门鼓浪屿后。少年时虽

因当时政局与环境的变化，但丝毫不影响其学习之路，先是就读

于杭州清波中学附小，后到香港求学，肄业于圣约瑟书院，1941

年荣获广州岭南大学农业学士学位，烙守了家训第一条，“欲成

家国事，须读圣贤书”。

欲成家国事，须读圣贤书。
    ——警戒子孙努力学习，

物我皆无尽，死生宁有殊。
    ——阐释了精神与生命的意义，

痴骨归大块，雄心还太虚。
    ——告戒子孙需虚怀若谷，

一场名利浮云外，百载光阴转瞬间。
    ——告戒子孙珍惜时光，

需尽人间子孙职，勿贻泉壤祖宗羞。
    ——留给子孙烙守的家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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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时期，受聘任福建省政府外事科科长、福建省盟军联络

处处长。其后曾暂居台湾、香港，1955年移居吉隆坡管理淘化大

同（马来亚）有限公司，多年来的坚心拼搏，未曾打击其守业与

行善之心。

	 1960年代中期，受马来西亚政府委托为黄梨管理局委员，做

出不少贡献，促进了当地黄梨种植和加工的发展，不但解决了独

立初期的农村就业问题，也为国家赚了不少外汇，先后获得政府

当局赐封的	J·M·N	和	K·M·N	勋衔。

	 同时还曾任马来西亚政府劳工部店员工资评议会委员、标准

局常务委员、工商部物价控制委员、巴生港口局咨询委员会委

员，并前后数度组织商业考察团前往缅甸、德国、日本、台湾等

国家和地区考察。

	 1966年9月，琢齐先生被马来西亚内阁选派为贸易考察团成

员，前往莫斯科与前苏联谈判商约。1968年春，应英国政府邀

请，到英国各地作工商业考察，促进了两国之间的贸易发展。

	 1978年任马来西亚政府工商发展署理事、马来西亚日本经

济协会总财政，1979年任吉隆坡市咨询理事会成员等，除此之

外，对社会及华社捐款无数，深得马国各族群所爱戴。最终受

封“拿督”和“丹斯里”勋衔，2013年辞世，一生严守着父亲

的遗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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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道酬勤虚怀若谷

	 或许是在这样的光环下成长及严父的家教使然，与先辈们相

比较，章谊先生对自己的功劳从不认为值得一提，恰似冥冥中自

有安排，多少年来再忙再累的繁琐工作，遇顺境时他总是处之淡

然，遇逆境时他依旧处之泰然，对于先辈遗训也从不敢忘怀，时

时告戒家族后辈，甚至对于一位远祖“良公”遗训，在每年的

大年初一，第一口下肚的必须是蕃薯汤，以告勉自己“如果你

穷，想想你自己还有一碗蕃薯汤可喝，如果你富，想想你自己

可能会有一天只有蕃薯汤可喝”，都一直身体力行至今。2007

年更拉队到厦门祖居制作廷元公专辑，以便永久保存训示后

辈。

	 章谊先生好友、好动、好玩，能顺应时代与年轻后辈打成一

片，但是却从不逾越家训，无论在学业、事业、家国、家园、公

益、慈善等各方面都依循着父辈们的脚步，不敢居功，但从他身

上的言行举止，不难看到父辈们的身影，家训已经融入了他的生

活与生命，他已不仅仅是个不折不扣的家训潜行者，更是微言大

义的梯值者，而他的上善厚德也得到肯定，先后获得马来西亚和

新加坡政府当局赐封DSM和PBM勋衔，大哉！章谊。	

（撰稿：南洋亚答子）

*资料转载自《江夏风云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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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宗朝君，字友山，福建同安李林社人。7岁外出就学，到

16岁开始到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上的三宝垄，跟随叔叔仲函学习经

商。大概三年，叔父看他聪明坚强，精打细算，随机应变，做事

有条有理，很器重他，就让他担任三宝垄建源棧总司理一职，兼

任日惹、巴城（雅加达）、泗水、星洲等几个分店的总管。

	 大约用了16年的时间，协助他叔父黄仲函先生成为东方糖

王，并成为中国第一富豪，他的功劳很大，从此声名远播。也使

先生所任职的建源栈生意更加红火。

	 与此同时，他在巴城（雅加达）自己开了一家同安號，在三

宝垄开了承源号，都是经营土特产。可不到一两年，因为羔啡（

咖啡）降价而赔本，于是停业。叔父在这个时候也想缩小营业规

模。于是他就转而被他姑父郑泽源聘请，担任位于星洲丝丝实得力

（丝丝街）14号的美源号九八商行总司事。因为先生久在商场历

练，深谙世道，因此在美源号也没什么困难能难倒他，生意扶摇

直上，鹏搏万里。

黄宗朝

造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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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十分重视教育及培养人才。石叻坡爱同学校、南洋女子

学校、道南学校、南洋工商补习学校等，他不但自己捐资，并为

之筹款奔波，经济上不断给予资助，各学校都推选先生为董事。

	 他最明显的功绩在于对厦门多年来各个学校的建设，凡是与

教育有关的，都会派人去请先生帮忙规划，他都会一一为这些教

育事业奔波募捐，比较明显的是。鼓浪屿同文书院、华英书院、

思明县劝学所，大概筹到3万多盾元。厦门华侨女子学校筹4万多

盾元。厦门教育会，筹3万多盾元。思明义务学校，筹2万多盾

元。鼓浪屿普育学校筹3万多盾元。恩惠教育界。

	 先生为人温和，讲信用、重情义、系宗谊。他答应过的事情

一定会做到，且没有丝毫差错。凡是碰到孤苦贫困的，都会尽力

帮助。	

	 1924年更联络南洋各地宗亲在星洲发起成立“南洋江夏

堂”，并获选为第一届董事局董事，连续为江夏堂服务了13年

（1924-1936）。南洋各地华侨都对他称赞有加。父亲仲潛，是

名商人。母亲莊氏，妻子林氏。生有一子一女，儿子叫文耀，就

读于南洋工商补习学校。女儿叫玉娇。

（撰稿：南洋亚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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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章增君，福建同安东门外金柄后亭乡人，18岁出国到南

洋暹属（泰国曼谷）通扣埠做矿工。不料只做了大概六个月，矿

主因经营不善，导致矿场亏本，漏夜逃走，使得先生劳而无获。

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能寄宿在朋友家，想要离开通扣埠到槟

榔屿，却苦于没有路费，碰巧又遇上通扣埠城中瘟疫盛行不能出

城。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好偷搭帆船离开来到槟榔屿，期间因

船只在海上碰上大风浪，粮食缺乏几天，船上人几乎都饿死了。

帆船抵达槟榔屿港后，偷偷停靠在日落洞口，又被巡查发现，船

主和先生都被抓到官府里去，船主被判罚款就没事了。而先生也

庆幸碰上钦兄（忘记姓什么），把他介绍到椰园中锄草，每月仅

得5元生活费。后来移到槟城打铁街，做起了建筑小工，日晒雨淋

下挑砖搬瓦，每日也只得到几角钱，因感到生活压力太重，所以

就决定移居到石叻坡。

	 上岸后就寻访一位开了家瑞春号的亲戚，请求收他为打杂

的。亲戚见到他以后，就认为他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刚开始让他

打杂，后来看他办事勤快谨慎，就让他担任店铺的买卖要职。大

概苦干了两年，积蓄了90块钱。约1897年，有朋友邀他合资入

黄章增

麻袋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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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开店源春号于亚峇实得力87号，从事牛乳袋行业，每年利润可

观。一共合作了五六年后，因伙伴要退股返乡，而把整个产业股

权都让归先生所有，源春号开到至今已有三十一二年，让他获利

不少。

	 先生在石叻坡信用极好，特别喜欢做好事，对囯内不但捐了

不少款额给国事局，1924年还参与在星洲发起成立“南洋江夏

堂”，并被推选成为第一届董事局成员，同时也捐了不少钱给法

定团体，并成为它们的成员。父亲卓柄，母亲李氏，育有先生兄

弟三人，先生是长子。祖父宽如，从事农业，妻子陈氏，生有四

子二女，依次为有福，有财、有宝、有道，女儿为明月、明灯。

	（撰稿：南洋亚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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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文水，槟城同安人，是同安鼎尾（鼎美）人胡坤助两男两女

的老幺。胡坤助在1910年代20几岁时离开家乡，到马来半岛的槟

城谋生，经营脚踏车买卖和修理的生意。

	 胡文水小学在华社创立的华文小学就读，因为日军南侵，他没

有机会接受中学教育。战后，胡文水接过了胡坤助买卖和修理脚踏

车的生意，负起了照顾全家的责任。胡文水在20出岁时同谢碧珠成

婚，在1950年生下长子胡家财，之后陆续又生了四个儿子和三个女

儿。

	 胡文水勤勤恳恳营商，从脚踏车生意拓展到买卖和修理新旧摩

多车，并在1960至1970年代生意兴隆，蒸蒸日上。但是因为工作

繁忙，操劳过度，没有好好休息及养生，健康在1980年代开始出问

题。1988年，胡文水患上肺癌逝世，享年61岁。

	 胡文水喜爱的食物是炖十全鸭汤。他为人很热情、好客。他

对英国和欧洲一些名牌摩多车都很感兴趣，对它们的性能也了如指

掌，只需听到引擎发动产生的声音，他就知道摩多车到底出了什么

毛病。平时他只要听到摩多车驶过，不必看就能辨认出是哪种牌子

胡文水
（1927年-1988年）

从脚踏车起家的“脚踏实地”家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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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型号的摩多车，或者是哪个街坊邻居的摩多车。

	 胡文水在孩子眼中是个严肃的父亲，平日因为做生意和应酬，

并没有太多时间管教孩子，教育孩子的重担就落在妻子谢碧珠身

上。身为祖父的胡坤助也帮忙教育孙子女，特别是灌输他们待人处

世的道理，勉励他们要有进取心。胡坤助让胡家财印象深刻的一句

话是：做人要脚踏实地，好好做人，生活虽然不容易，却要奋发图

强，努力坚持，才能出人头地。胡坤助在1960年代病逝，享年78

岁。

	 胡文水的长子胡家财在1971年离开槟城，南下新加坡就业，

并就此落地生根至今。胡家财在新加坡警察部队服务了36年，退役

后在圣淘沙名胜世界又工作了七年，之后自己出来经营旅店生意。

他和公务员吕丽珠结婚，育有两个儿子，大儿子胡秉杰成家后生下

一个男孩胡瑞峰；二儿子胡秉和就读博士学位。

（胡家财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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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维笼出生在民国初年的中国福建省同安县马巷镇曾林村，外

号“乌笼”，家中共有五名兄弟，他排行第四。上世纪30年代初，

和多数早年下南洋的人们一样，因家中生活困顿，他随大哥和二哥

一起到新加坡打工谋生。

	 当时在新加坡的不少同安人都经营驳船业。于是，经乡亲介

绍，他加入了位于驳船码头（Boat	 Quay）一带经营橡胶和咖啡的

隆发私人有限公司做苦力，负责将停靠在河岸边驳船（大 船）上

的货物搬上岸。这是一份十分辛苦的工作，每天从天亮一直忙到黄

昏，几乎从不间断。而这也是他一生唯一的工作。

	 从事苦力工作不仅辛苦，有时还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危险。那是

1960年的某一天，当时正是退潮的时候，新加坡河水位下降，船

不能靠岸，便用罗厘车把船拉近岸边，因绳子承受不了拉力突然断

开，站在岸边的蒋维笼就被断了的绳子卷到河里去，幸亏有同伴相

救，只受轻伤。

	 不过由于他聪明能干，力大无比，每次可以搬比别人更多的货

物，他得到了公司老板的器重，被升为工头，并且逐渐在社会上有	

蒋维笼
（1911年-1995年）

南洋苦力  心怀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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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名气，当时许多在新加坡的同安人都认识他，连在马六甲同美公

司的老板也是他的好朋友。

	 他对来新加坡谋生的同安乡亲和朋友经常慷慨相助，安排那些

刚到新加坡又无处安身的乡亲到咕哩间安顿，并帮他们介绍工作。

	 1945年二战结束后，他回到中国结婚成家，并领养了长

子。1947年次子蒋黎金出生，1950年又喜得三子蒋援朝。然而由

于工作忙碌，难以经常回家乡探望家人。他心系家乡和亲人，时常

寄钱和装货柜箱托运给家人，1955年还寄巨款建造了全村最美的一

所大厝。

	 1959年，由于中国的大跃进运动，设立公共食堂人人吃大锅

饭，造成粮食紧缺，到处饥荒，人们生活困顿。于是蒋维笼便申请

让妻子带着次子黎金和三子援朝乘船下南洋与自己团聚，大儿子因

为超龄而无法一起同来。

	 1963年前后，由于新马合并，作为当时新加坡最大贸易伙伴

的印度尼西亚与新成立的马来西亚联邦断交，并与之在政治经济上

进行对抗，使得新加坡经济遭受严重损失，当时包括驳船业在内的

许多行业都遭到较大冲击，蒋维笼一家的收入也受到影响，那是一

段全家人的艰辛岁月。

	 到了七八十年代，考虑到新加坡河繁忙的船只往来和贸易活动

导致河道受到严重污染，政府发起了清河运动，沿河商贩和房屋逐

渐迁往别处，河上的船运活动也渐渐停止。随着新加坡河的驳船业

走入历史，蒋维笼忙碌了一生的工作也步入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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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休后的蒋维笼除了带孙子外，喜欢骑着脚踏车到处逛，看看

这座城市、这个国家日新月异的变化。

	 尽管定居星洲，他始终挂念着同安的老家，除了经常给老家寄

钱和生活物资，他还资助一个孙侄子到杭州去读书。1980年代，退

休后的他多次回到家乡看望亲人。家乡一直是他魂牵梦萦的根之所

在。

（本文根据蒋维笼儿子蒋黎金先生及蒋援朝先生口述，由林进展整理成文。）

图为战后蒋维笼（右三）和一群来自同安各地的乡亲们一起回家乡和家人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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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黎金，原名蒋丽金，1947年年尾

生于中国福建省同安县马巷镇曾林村，家

中三兄弟中他排行第二。小时候由于父亲

蒋维笼长期远在新加坡工作，主要由母亲

照顾抚养。他曾在位于桐梓村的翠英小学

就读到五年级，1958年毛泽东发动了大

跃进，学校组织学生上山采矿并在校园里

炼钢。人民公社也设立了公共食堂，大家

一起吃大锅饭，结果粮食很快被吃光了，

到处发生饥荒，生活陷入困顿状态。1959

年，他的父亲就申请了准证让母亲带着他

和弟弟一起乘船南来新加坡，大哥因为超龄，无法一起同来。	

	 1 9 6 8年他高中毕业，随后加入民事服务成为一名公务

员。1969年至1974年他任职于海关总部，1974年8月转入环境发展

部，并先后在环境部属下的流行病组、小贩局、环境卫生署，以及

海港与机场卫生处等部门工作，直至2010年退休。其中在小贩局是

他任职最长的单位。

蒋黎金
（1947年－）

图为蒋黎金先生（右一）2
岁时与堂哥和堂侄合影。

 认真改善环境卫生的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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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0年代，新加坡面对着小贩随意摆

摊所带来的困扰，管理仍处于规范化的过程

中，有时候在值勤时还会遇到袭击。1976年

开斋节期间的某个晚上，他和同事在芽笼士

乃夜市取缔无牌小贩时遭到围攻，当时的情

况非常危急，幸好大批警员及时赶到才能解

围脱险。

	 1978年他被派去受训一年，并考获了英

国皇家医学会公共卫生专业文凭。他被调去环境卫生署工作，因工

作认真，表现突出，被委任为牛车水和金声选区的环境卫生主管。

但是在环境卫生署的工作一点儿也不轻松，经常会接到五花八门的

投诉，如环境卫生、食物卫生、噪音、蚊虫、鼠患等大大小小的问

题。有些投诉甚至令人哭笑不得，例如有一次，一名私宅的屋主投

诉屋后沟渠有蛤蟆叫，要求把蛤蟆抓走。又有一次，一名金店租户

投诉店铺附近的公厕有异味，他派人检查后发现并无异味，后来才

了解那租户是为了压低店铺租金而使出的伎俩。

	 1986年蒋黎金回到小贩局担任高级例常事务员直至1999年。

期间，他曾提出一项有关改进小贩摊位卫生设计的重要建议。因为

在1990年代以前，每个小贩摊位的前面都有一条小排水沟，小贩

为求方便喜欢在小沟里洗碗盘，因而造成摊位前经常积着一滩潮湿

油滑的水，既不美观又不卫生。于是他建议取消小贩摊位前的排

水沟，这项建议后来被采纳并实施，小贩中心的卫生环境得到明显

改善。正是有了许许多多像蒋黎金这样兢兢业业的环境工作者的努

力贡献，新加坡的环境卫生才能不断改善，成为世界著名的花园城

蒋黎金先生1959年到新
加坡前的个人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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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他的努力也得到

认可和嘉奖，1990年

代他先后荣获总统颁

发两枚国庆日勋章。

	 蒋黎金是一位老

实谦和的人，他曾为

妻弟补习功课而与妻

子相识，但两人后来

失去联络。不过在当

国民服役特警时，某个晚上，他在值勤中又再度与她相遇，两人交

往几年后就结为夫妇。他们有一名出色的女儿，名叫蒋惠敏，从小

非常自觉用功，大学毕业后就在莱佛士初院任教，升为科主任后被

调往教育部协助设立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责任完成后被派去安德

逊初级学院担任经济部门主任至今。

	 蒋黎金于2008年第一次回到阔别

了近50年的福建同安家乡探望那里的

兄长和亲戚，他深深地感觉到家乡的

变化实在太大了，那个曾经贫穷落后

的家乡已经旧貌换新颜。此后，他还

多次回中国探亲。

	 2010年退休后，他也积极为同安

乡亲服务，并于2013年成为新加坡同

安会馆理事至2019年6月，期间曾任

副文教股长。在会馆服务期间，他曾

图为蒋黎金先生在小贩局办公照  。

图为蒋黎金先生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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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将会馆互助部占用的11楼两个单位出租，使会馆每月增加数千

元的收入。

	 在回顾自己一生的时候，他谈到有关自己名字的原由。读书期

间，因原名“丽金”的“丽”字而被同学讥笑，认为他取了个女人

名字，他就把“丽”改为“黎”，不过仍然因谐音而被同学取了个

外号叫“奖励金”。直到最近查看字典，他才发现“丽”其实是个

至刚至阳的字，完全没有女性的成分存在，“丽”的意思是形容雄

鹿的角非常的美。这个发现太迟了，因为如今他已经七十多岁了，

用回原名对他的命运也起不了作用。他笑称，当初如果知道这个字

的原意，他就不会随便改名，今天可能就大富大贵了。

（本文根据蒋黎金先生本人口述，由林进展整理成文。）

图为2008年第一次回家乡与亲人们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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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丕显1951年在香港出生，父亲江国昌和母亲郭芍药是同安马

巷人。江丕显下有弟妹丕星、丕友和美英。由于父母不时都会讲述

家乡的故事，江丕显从小就知道自己是个同安人。

	 江丕显在香港上学至17岁，便到美国念大学和研究院，之后

在美国的电脑公司实习。1975年他24岁时移民加拿大并入籍，

在当地的电话电讯公司和电脑软件公司工作。1979年江丕显回到

香港，先后在香港生产力促进局（电脑顾问部）以及美国狄吉多

（Digital）电脑公司的远东区总部工作。

	 1984年8月，33岁的江丕显受聘到南洋理工大学（当时叫南洋

理工学院）的工程学院任教。同年，他认识了后来的妻子、新加坡

人黄秀琼女士，两人在1988年结婚。

	 1987年，经同安乡亲江考怡先生（已故）介绍，江丕显加入新

加坡同安会馆。1993年大女儿江曦文诞生，1996年生下二女儿江

倩瑜。

江丕显
（1951年－）

奉献会馆  全家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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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江丕显和黄秀琼

夫妇开始带着两个女儿参加会

馆活动。由于成绩优秀，江曦

文和江倩瑜每年都获颁会馆的

奖学金。她们积极参加会馆举

办的各项活动，更向会馆的前

辈学习讲同安家乡话。

	 2011年，江丕显和黄秀琼

夫妇鼓励还在念中学的江曦文

和江倩瑜姐妹，参加会馆举办

的回乡活动，到翔安区的翔安

古宅小学义务教导学生英文，对同安故乡有了具体的认识。之后，

她们还加入了会馆青年团，每逢会馆有重大活动，都会前来帮忙。

黄秀琼女士也投身会务，在2015年获选为会馆理事会理事，先后担

任副财政、副总务等要职。她也在2019年成为会馆妇女组的首任组

长。

	 江丕显在2015年退休，偶尔还到大学兼课。闲暇时候，他喜欢

打网球健身打网球、研究财经信息，也不时跟朋友喝咖啡聚会，或

者一起看球、唱卡拉OK，并与家人出国旅游。或许在香港长大，

江丕显喜欢喝汤，特别是母亲家里煲的汤。

	 他认为人生就是一个旅途，要珍惜每一段风景线，每一个旅

站。假如每一位旅客都能发挥正能量，互相扶持，尽一份力，这旅

途终必顺利美满到站。

（江丕显记述）

江丕显的家庭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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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地基，又名林建堂，闽南同安县人，世代家族都居于距离城

外往西十几余里的亨涂社。父亲忠厚老实，赤诚无私，母亲卓氏，

幼时随先生读书，在校学业优良，获先生表率。因有顾客南下至马

来西亚之太平坡做生意，获利良多，林地基便弃书跟随家人移居太

平，辅佐父亲打理生意。在经营不久后，林地基与父亲在资金上有

些许的理念不同，于是他自己到槟城创办鸿发号，主要经营木板木

柴等兴建房屋材料的事业。事业刚起步，林地基不分昼夜地辛勤工

作，努力经营从不偷懒，在当地颇有名气。

	 林地基生性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做人谦虚低调，善结人缘，

故许多亲友人客喜欢跟他交关，在短短10年间，获利资金极多。林

地基极为爱国，时常关心国家大事而忘记其自家家事。1911年，辛

亥革命发生时，他参与同盟会和大家做伙参详，一起为国家尽一份

心力，也会提供资金给同盟会，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林地基做事

打拼，做人谦虚从不自夸这是他的功劳，不彰显自己的能力。别人

有怨言时他会将过错怪罪于自己身上，认为是自己的责任。人说食

果子拜树头，食米饭拜田头，他还会将赚来的钱捐给国家，帮助国

家发展。他对人宽仁厚礼但对自己却极为严厉。

林地基

赤子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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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年，林地基与吕毓甫等人共同讨论并集结资金在槟城创办

同安会馆，并亲手撰序以及向从同乡来的侨民募集资金。除经营商

业买卖以外，林地基也打算将这些离开故乡出外讨生活的心情流传

给后人。于是他到福建女校、槟城阅书报社、钟灵中学等地，任职

总理或担任职员上司，并将这些人的故事记下来发行出刊。林地基

做事尽心尽力忠诚老实，厝边头尾呵咾甲会触舌。娶妻方氏，育有

二名子女，子名林振汉，女名林良珠，他们后来受到父亲林地基的

影响，各自在事业上都有很高的成就。

（撰稿：南洋亚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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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世兑先生，父亲为兴正公，母亲为曾氏腰娘，世代家族居住

于同安县小西门以外12里之官浔乡。三四十岁时从事航海业务于厦

门源雨行，此店主为姐夫陈锦翁。厦门源雨行以大帆船为重心，往

来厦门与沪、杭、平、津等各大商港。林世兑为人忠厚老实，得到

姐夫信任。工作二十多年，直到厦门源雨行歇业，才改从事耕农养

家。当时林世兑已年近半百，儿女众多，家计逐渐陷入困境。陈锦

翁为厦中慈善家。在离世前，特意交代让林世兑先生移居于离官浔

乡三四里处之渐前社，并将薄田卢及曾与叶德水先生等人于巴邑厦

门等地组织之育婴堂，交由林世兑管理。时在前清同治丙寅（1866

年），林世兑居于渐前社，除耕种外还担货去市集贩卖，一家10口

才得以过活。

	 林世兑性格刚强正直，不苟言笑，善喝酒，凡是与林世兑熟识

的人都知道其生无二色，平津杭沪人称花锦地，林世兑先前往来商

港30年从不踏入花界。曾举此事告戒儿辈，凡人沉迷于邪色，没得

到好处，反而有四件亏损的事：消耗货财、损害身体、丢失自身名

誉、破坏道德，不可不慎重当心，此为林世兑先生之格言。

林世兑
（1829年－1898年）

古道热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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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世兑面对钱财不随便求取。曾说，非正义所得来的钱财皆视

为浮云。曾有一次自沪返回途中遇飓风巨浪，船遭翻覆，船上的伙

伴及乘客共溺毙七八十人。林世兑在洋海中漂泊七天七夜，遇难前

被及时救上，身上无物件，唯有臂上的一对金钏尚在，此物价值百

金，是受沪客所托带至厦门，交由其家人。

	 先是船误期又传海上风浪勐烈，已有许多船只沉没，全家人心

惶惶，躁动不安。旧有北帝庙，祭祀玄天上帝，接连发生灵异事

件，家人前往此庙祈祷并求得无恙之签，终见林世兑平安无事归

来。隔日，便立即将金钏送至客家，客家惊骇以为船翻覆无人幸

免，如今看到林世兑实属奇迹，便急于询问有留下何物。这次同

船，委托交付的货物颇多，而大多因货物笨重随船沉没，手钏虽重

值但轻细便于携带，趁临危之时束于臂上，才得以保存。客家说道

若林君稍改口便无人得知此手钏下落，纯属灾害，谁敢向君询问。

林世兑说道的确如此，但愧于良心而不做。客家便再三感叹林世兑

的为人，后便收下手钏。

	 林世兑为人慷慨又富有胆识，遇到不合乎道理的人便会当面指

责其过错使他人信服，如遇到蛮不讲理之人亦曾挺身而斗。同事陈

红毛同邑丙洲乡人，性格蛮横仗势欺人，经常欺压朋友，林世兑轻

视他的所作所为，陈红毛对此感到愤愤不平。一日，因小事而发生

口角，陈红毛手持利斧呼林世兑出船舱决斗，林世兑认为陈过于夸

张便赤手跳出舱门说道，挟刀枪来抵挡你的人不是好汉，来，来，

我空手来对斧。两人距离尚近，陈忽然略带生气地笑道，你竟敢

来，不怕死吗，是个好汉。而后与林世兑互挽手臂，便至酒店狂饮

而为莫逆之交。



同安同根
142

	 林世兑有个内侄女嫁予泉州苏瑞真。每至泉州探视内侄女，走

至过马巷纪姓的后谢乡被纪某截下，并称道要以勒赎来报仇。先前

官浔与后谢二乡互有不满。林纪二氏互相掳人勒赎的事已经不是第

一天了。林世兑被囚禁于密室，日渐昏暗深感愁闷无聊，因与纪某

说道，何不携带酒来，酒钱我出，绝不让你花费。纪某便提酒壶去

买酒，不久便将酒放于林世兑面前。林世兑又说，独乐乐不如众乐

乐，纪先生不妨同饮。纪遂就席共饮，互说各自的身世，斟酒三次

后关系逐渐融洽，林世兑知纪某为人刚直正义，又说道纪林二姓之

间的仇恨皆是无知者所造成的，纪先生有才德和名声的人，也认为

是这样吗。纪某一听此言满脸通红，突然起身并拍桌说道，今日的

行为是想借机会来寻求朋友而已，我在此谢过，相见恨晚，今晚结

为兄弟，明日备好礼物与君一同返家，登门拜访母亲（当时曾太夫

人尚健在）。此后两人情如手足。

	 林世兑天性仁慈，见到遭受困难的人会启同情之心，尤其是钱

财救助，他也绝不放心里。曾有林厂有意去北平天津发展，向林

世兑借贷八金，随后林世兑回乡务农，厂家位于厝仔前社，与渐

前社相距不远，二十几年来从未说出口，就连家人也从未知晓。当

时林厂已发达，有日，林世兑与子进财在田间忙农事忽见厂子，林

世兑问进财此为谁家孩子。进财说道厝仔前胡须之子。林世兑感叹

当年在北洋从航时还未娶妻，如今孩子竟长这么大了。林世兑又问

其家经济状况，进财说道听闻稍微富裕。林世兑说道要不是我今如

此贫穷，否则我不说的，厂在北洋时曾向我借八金，如今居于距渐

前社仅一里处，未曾到此嘘寒问暖，所欠又未偿还，情谊浅薄啊。

当时林世兑家境贫困，家人劝说林世兑向厂追讨贷金，并希望获得

利息，林世兑不得已之下，前去追讨但只收得本金，林世兑还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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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厂家并未真富裕而且真诚恳切，如是别人前去追讨可得20金，

但我内心柔和不能如此。林世兑一生慷慨，生活简易朴实，为人仁

慈，如此事只节录一二则而已。

	 林世兑娶蔡妙娘为妻，共育有五男三女，长男林祜早逝，次男

林进财、三男林天炎、四男林泽恭、五男林高尚。长女林长缎嫁予

坑朴郭厝乡吕光养，次女林花嫁予窑头乡叶趋，三女林血嫁予霞阳

乡杨材送。林世兑有亲弟林捷、兄林敢，皆为曾太夫人所生。

	 林世兑生于清道光己丑年（1829年）九月廿三日丑时，卒于光

绪戊戌年（1898年）五月廿九日辰时，享寿70。与妻蔡妙娘夫人

合葬于渐前社白古井墩山，坐乙向辛兼辰戌，分金辛卯辛酉。

（撰稿：南洋亚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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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水应（林彦应）
（1903年－1962年）

 恢廓大度

林水应侨民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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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水应君，公元1903年12月12日出生于中国福建省同安马巷

镇井头村，乃井头林氏五房后裔，家有兄弟俩人皆以务农为生，但

家中所分配到的耕地十分贫瘠，收成难以养家糊口。已过了而立之

年的水应，除了自己俩夫妻外，尚要照顾四个驹齿未落的孩子，可

谓是债多不愁阮囊羞涩，几乎天天都要等米下锅。兄弟俩同病相怜

却也无计可施，适逢移民过番的浪潮吹到井头，水应与妻子郭顺英

（注：领事馆登记项目中少了“英”字）商议，此番南下祸福难

料，家中三女金花、银花、添花都已经到了及笄年华，就此过番很

可能嫁杏无期错过姻缘，因而决定只身跟着同乡过番，等待女儿出

嫁后才让妻子带小儿子树南过番团聚。

	 1937年12月，水应跟随着移民大军在石叻坡落户，在同乡的

介绍下暂居于任美街8号的“宝兴估力间”，并在“宝兴”的安排

下在码头干起开船兼挑夫的苦力活，由于正值壮年，干活勤快为人

随和，很快就得到同行的认可，也获得“头家”的赏识，让他组班

负责大䑩船货的起御管理，虽然妻儿不在身侧，生活倒也过得餐云

卧石，等待着妻儿的到来。不料妻儿未见，日军就已经登陆，整整

三年零八个月里过着胆颤心惊的日子，直到儿子树南与妻子出现在

眼前。

（撰稿：南洋亚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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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树南，1933年生于马巷镇井头村，由于

父亲先到南洋拓荒，因而只五岁起就与母亲及

姐姐在老家生活，及至适龄也到私塾念过几年

书。由于是家中唯一男丁，父亲临走前交代他

需照顾好母亲及姐姐，这个嘱咐竟成为了他的

信念。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远在石叻坡的父亲音

讯全无，家中室如县罄，母亲摘胆剜心几乎天

天以泪洗脸。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年幼的树南知道他没有奢

侈的时间去悲伤，遥望天际暮夜无知，他只知道这一刻他必须长

大，必须要达成父亲的嘱咐担负起父亲的责任，首先要让家中能够

吹糠见米，年仅八九岁的他就帮母亲下田种地，闲休时到山里拾柴

拣菜，在季节时就跑到海滩上捉螃蟹销售补贴家用，不足10岁的他	

俨然就有当家的气势。

	 二战结束后，石叻坡传来了父亲的好消息，在安排好姐姐的婚

事后，树南在1946年跟随母亲到新嘉坡与其父林水应团聚，父子再

林树南
（1933年-2019年）

勤俭持家

林树南年轻时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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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恍如隔世，三人相拥热泪盈眶。

	 落户新嘉坡的树南，年已13岁有余，父亲在当时俗称“赌间

口”的豆腐街租了间小层楼为家，并安排树南到邻近的兴亚小学就

读，但只读了两年，因经济难以负担，只得辍学到新华簿记公司当

起杂事小弟。由于工作认真勤劳，很得“大财府”的赏识而罄其所

有。树南落户新嘉坡后，另外三个妹妹牵治、翠玉、翠娥也陆续出

世，家中逐渐增添了生机。

	 不出数年，学有所成的树南经渐渐独当一面，渴望事业有所作

为的树南，终于在多方鼓励下和友人合伙创立了“亚洲簿记服务

社”，专业帮公司宝号及个人处理账目细节，聪明如斯更从账目的

往来中透析了经商之道及商业需求，因也兼职亚洲保险，协助客户

降低经商风险。

	 他在1970年代投资了银会公司，帮助客户周转资金，过后也投

资风靡当时娱乐角子机、台球馆等业务，生意做得一帆风顺日升月

恒，由于业务日隆，长子建和服完兵役后，原本任职于保险公司，

事业前景大好，却在父亲树南的要求下到公司帮忙打理业务。

	 学有所成的树南，在创业前就已经和陈宝治小姐共结连理，有

公司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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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太太的整家奉亲，让他得以没有后顾之忧在商场上大展拳脚，长

子建和出世后，豆腐街的租赁房屋已经不胜负荷，得利于建国前的

住屋发展，树南于1960年代初就举家迁居女皇镇玛格烈通道的政府

组屋，全新的住屋环境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更可成为他事业的

根基，父亲林水应也在现代化的小贩中心经营油条生意打发时间，

遗憾的是只经营了两年便仙逝。	

	 事业有成的林树南，更在商余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除了长

期担任新加坡林氏大宗祠——九龙堂名誉主席，1972年以后，也先

后担任新加坡忠义庙董事会董事及主席，并在忠义庙举行重建25周

年纪念庆典时捐献大量资金给各种慈善事业。他也多次受邀向时任

新加坡劳工部王邦文部长等国家领导人反映社会民生问题，意见深

获首肯，得以让领导人调整国家政策。

林树南合家于生日宴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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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 9 1年，林树南

先生在老乡卢玉山的推

荐下加入新加坡同安会

馆理事会参与工作，贡

献于各股，2005年更

被推选为会馆主席连任

五届，直到2015年卸任

主席职务，并受理事会

委托担任会馆的会务咨

询。在为会馆服务的二

十多年中，林树南先生

在多个方面为会馆的发

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除

了加强与祖籍桑梓的联

系，发动乡亲为马巷同

民医院筹款添置设备，

创造良好的医疗条件，造福同安乡民，更稳固了会务的发展，在他

领导的理事会班底，为会馆累积了丰厚的基金。

	 而他个人也无私地捐出巨款投入重建井头学校。为此，1996年

9月受到厦门市人民政府的表彰奖励，获奖牌匾一块、铜牌一枚、

荣誉证书一本。1996年11月受到同安县人民政府表彰奖励。2019

年，享年86岁的林老先生逝世，遗下建和、建成、建名、建权及一

女美利，皆事业有成。

（撰稿：南洋亚答子）

由厦门市人民政府所颁发的捐款证明书及牌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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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建和，1958年出

生于新加坡牛车水豆腐

街（原英文名为Upper	

Chin	 Chew	 Street，

现改为	 Upper	 Circu-

lar	 Road），是个不折

不扣的第二代移民，出

生在家境小康的他，由

于自学成功的父亲树南

对于教育十分重视，因

此他和弟妹几个都有机

会排队上学，离家较近的华义小学、中学、高中部，12年来成了

建和难以忘怀的童年及少年游乐场。服完兵役后，原本想自己出

来开创事业，无奈父亲的公司也在进行拓展，因而被父亲要求回

公司帮忙，生性孝顺的他，在母亲过世后，就负起照顾弟妹及父

亲的责任，因而在事业与亲情的战斗中，最终以亲情做为首选，

放弃事业成就父亲。然而在就职的同时，他也在工余兼任保险从

林建和
（1958年－）

 继往开来

林建和夫人生日与父亲及孩子们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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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员的工作，凭着

自己的努力很快就

在业界闯出一片天

地。

	 1 9 7 0 年 代 中

期，刚加入亚洲簿

记的建和，就努力

学习簿记这行，原

本是门外汉的他，

在父亲细心的指导

下很快就成为行业翘楚，承继了树南的刚毅与正直，在父亲进入

从心之年时就已经接手公司业务，不但把“亚洲簿记服务社”成

倍拓展，更跟从父亲的脚步贡献于社会社团，对同安会馆及忠义

庙的事务尽力不少，对家乡的井头小学更是捐输巨款，承前启后

为家乡、为族裔贡献己能。2019年初春，父亲树南寿满天年，建

和与妻子朱凤明亲率已经成家立业的儿子俊刚、俊生伙同众弟妹

亲友送别安详离世的树南。

（撰稿：南洋亚答子）

林树南、林建和父子与陈振声部长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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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福海，中国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县马巷井头村人，生于1930

年。其父林金铁是一位勤劳节俭而又乐善好施的人，经常帮助乡邻

族亲。林福海少时有位好友，也是他的远房堂兄弟，因其父亲当时

在新加坡打工，与母亲相依为命，生活困苦。林金铁不仅时常资助

他们，更为其购买了船票，送其下南洋与其父团聚。

	 青少年时期的他先后经历了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在此期间，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帮一位地下共产党员送信立了功，使他在新中

国成立后得以成为一名党员。1951年他参加了当时的土地改革工

作。1960年起他担任马巷公社麟凤大队（今马巷井头村、陈新村及

城场村）大队长，一方面主持大队的日常工作，尽力完成上级指派

的任务，另一方面秉持公正处理乡内村民遇到的各种问题。

	 1969年他担任马巷公社企事业负责人，管理企事业各项事

务。1973年调任马巷巷东农场书记兼场长，主持农副产品生产工

作。两年后又调任马巷公社建筑队驻厦门负责人，为厦门的建设添

砖加瓦。1980年以后他又转任围垦盐场场长，负责食盐生产及盐场

工人的组织管理事务直至1990年退休。

林福海
（1930年-2005年）

走过动荡与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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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一生经历了动荡与变革的年代，但他始终脚踏实地、谦谨

为人、勤恳做事，在家乡的各个基层单位恪尽职守，贡献心力，同

时也默默见证了家乡数十年来不平凡的变化历程。

	 林福海共育有四名子女，其中长子林其昌早年在马巷公社农具

厂当木匠，后担任采购员。1980年代起先后经营木材及建筑材料等

生意。在他事业有成之时，也不忘回馈家乡，为井头小学校舍重建

和家乡的发展慷慨捐资。同时他十分重视子女的教育，即使后来因

生意经营不善经济拮据之时，仍然坚持供儿子林进展（即林福海长

孙）读完大学，并送他到新加坡国立大学攻读博士。如今其子已长

居新加坡并从事华文教学研究工作。

（本文根据林其昌先生口述资料，由林福海长孙林进展整理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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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焕熙是同安厦门禾山高林人，是家中长

子，1918年跟随母亲在厦门五通码头下船，南

来石叻坡与早过番谋生的父亲林文骞团聚，之

后家里又增添了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

	 林焕熙的母亲心地善良，通情达理，见林

焕熙的远房伯父（廷伯）一房人丁单薄，就

劝林文骞把林焕熙过继给他。林焕熙七八岁

就懂得帮助母亲照顾弟妹，9岁才去报读丝丝

街的兴亚学校，但读了三年书就退学，为帮补家用随着廷伯四处打

工。他并没有因为白天打工劳累而疏懒学习，报上夜校后风雨不改

勤奋向学，十三四岁自学珠算，算盘打得滚瓜烂熟；唐诗宋词背诵

如流，又写得一手好书法，深受长辈夸赞。

	 林焕熙求知欲强，关心时政，想方设法与书贩摊做朋友，免费

阅报。他不只爱读书，也好运动，曾与好友侯深湖（侯老后来成为

新加坡著名京剧票友）结伴组成南洋工商学校篮球队去各区打友谊

赛。

林焕熙
（1913年－1994年）

长袖善舞的儒商

林焕熙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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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8年15岁的林焕熙在山仔顶咸鱼郊当学徒，19岁时东家杨

公就让他当家长（头手），负责销售兼记录流水账，咸鱼郊从安南

（越南）与仰光进口鱼干来石叻坡销售。东家一年几次往安南、仰

光办货，一出门就十来天，看林焕熙忠厚勤奋，出门前总叮嘱交代

一番，把店交给他打理。咸鱼郊待遇不错，一日还管三餐，林焕熙

的收入总算安定下来。林文骞和廷伯的头路也顺利，家庭生活逐渐

改善。

	 林焕熙21岁时，廷伯看他受东家信任和器重，就对他说：石叻

坡是水域转运中心，货物上岸后重新装箱再转运去各州府，造木箱

定有生意可做，于是出资3000元给他做本钱租店做木箱。林焕熙兴

奋地连夜翻字典为店取名“悦源”，店设在漆街（今华侨银行总行

后街）。

	 林焕熙为人稳重，不贸然放弃在咸鱼郊的职务，店东答应他不

减工钱，每天午后咸鱼郊停市就去木箱厂，傍晚再来店里吃饭和记

账。经过一年的勤恳经营，“悦源号”生意渐有起色。1937年中日

战争全面打响，林焕熙捐出自己的储蓄及箱厂的分利，积极响应陈

嘉庚先生的“南侨总会”筹赈工作支援中国抗战。他十分敬仰这位

同安集美前辈，时常向后辈讲述嘉庚先生热爱民族同胞、倾资兴学

的故事。

	 日据时期时局混乱，咸鱼郊因货源短缺而关门，“悦源号”

也休业。凭多年广交朋友圈，林焕熙开始当起印务经纪，经过一

年多摸索，他学懂了纸张知识。从印务行业也认识更多报社的朋

友。1946年陈嘉庚创办《南侨日报》，社长为胡愈之、总理张楚

琨。为了详细知道祖国的发展动向，林焕熙与《南侨日报》朋友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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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密切。1950年，

《南侨日报》因言论

激进被英殖民政府查

封，胡愈之、张楚琨

等都被驱逐回中国。

随后林焕熙加入闻人

李玉荣接手的《南洋

商报》（由陈嘉庚在

1923年创办）编排工

作。林焕熙始终想自

己做生意，第二年离

开《商报》，拉了二弟重振老本行，恢复“悦源号”，经兄弟里

外配合，木箱生意渐渐兴旺。

	 林焕熙总觉得兄弟应分开各创事业才有出路，趁木箱生意有点

起色，便让二弟独当一面，全权打理“悦源号”，自己则与刚考

获英国会计师函授文凭与公司特许秘书学位的三弟，创办“高林

公司”专门代理北欧纸张。北欧森林资源丰富，造纸工业发达，在

世界纸市场占有重要地位。“高林公司”同时取得日本三合板代理

权，并开展印刷业务，充分展示林焕熙在商场长袖善舞的一面。

	 1956年6月，英殖民政府新加坡首席部长马绍尔律师卸任。应

中国国务院邀请，华商组团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察访问，随行的

新加坡工商业考察团，团长是新加坡中华总商会高德根会长，马来

亚黄梨制造会主席、四海通银行董事经理叶平玉为行程组织秘书

长，团员及随团记者一共23人，多为新马两地华商领袖，同安会馆

1976年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前会长林荫华为他的东
风机械有限公司进口中国机床做宣传发布酒会，林
焕熙（右）应邀出席，他的右侧面是林荫华（背镜
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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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孙炳炎也是考

察团成员。考察团

一行走访了北京、

天津、哈尔滨、沈

阳，长春、上海、

杭州、广州等多个

城市。

	 行前林焕熙从

早前回国故友来函

知悉：新中国对传

统中药剂型进行改

进相当成功，他开

始对中药业务产生兴趣，逐以“中药提炼业促进会”代表人身份随

团。在考察访问期间发现，新中国不只生产传统的丹、膏、丸、

散，并推出从传统古方提炼的复方合剂、单方药材提炼药剂，还有

素片、糖衣片、薄膜衣片、胶囊丸、颗粒剂，甚至中药注射剂，林

林总总，包装也应剂型跟着改进。中药已一改传统，从内到外的革

新面貌给林焕熙留下深刻印象。

	 回到新加坡后，林焕熙立刻与二、三弟商议，他信心满满要把

改进后的中成药引进新加坡与马来亚市场。随即成立“星马药业公

司”，开始与中国广州、汕头药厂洽谈代理“广州星群药厂”及“汕

头星群药厂”中药产品（目前上海A股上市的广药集团控股的“广州

药业”，其前身就是创建于1950年代的“广州星群药厂”）。	

	 林焕熙引进广州、汕头“星群牌”单味药剂、复方合剂，引起

1970年代新、中未建交，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在银行
大厅举办中国国庆节庆祝酒会。林焕熙（图右）应邀
出席，与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行长张纪歆暨张夫人（
背向镜头）欢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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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马中医药界的回响，随即中华医院的常驻中医师谢斋孙及数十

位中医组建“中国提炼药有限公司”，代理湖北武汉、湖南宜昌

生产“中联牌”单味药剂与复方合剂。因林焕熙带头引领新剂型中

药合剂进入新马市场，颠覆了整个中医界与病黎一贯采用传统煎煮

草药治病的习惯，中药合剂让中医界与广大病黎省却煎煮药材的麻

烦，也间接促成更多年轻人开始热衷学中医。

	 自1957年中国对外贸易部每年在广州海珠广场举办春秋两

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交易会对面的华侨大厦专供接待华侨

外宾。林焕熙每次到广州足足要住上三个星期，有时一个电话来就

安排去北京又要再延长四五天。在广州，林焕熙故友特别多，每当

到广州刚一住进宾馆客房，电话就连续响个不停，接着不断有朋友

来访。胡愈之、张楚琨、胡伟夫、吴柳丝、吴广川、郭键成等都是

当年《南侨日报》故友，前新加坡光华公司经理归侨黄复康、统战

部的石启明、大华国货李总，中银赵总……总之朋友满天下！每届

交易会几乎新加坡商人都回新了，林焕熙总磨蹭到最后才走。

	 1959年林焕熙参加春交会，行前受好友蔡得炎之托，到广州顺

道探望帮助蔡得炎的外甥女刘丽娴。刘丽娴与夫婿朱奇卓是《南侨

日报》的归国故友。林焕熙在华侨大厦见到刘丽娴，得知他们夫妇

在1950年底带一对儿女回国，被安排在北京中新社工作。1957年

反右运动时遭到不幸，朱奇卓死于北大荒，刘丽娴带着生病的弟弟

与儿女被下放到广东惠来乡落户。林焕熙听完后即刻带她去找胡伟

夫，请胡即刻打电话给北京中新社领导反映：因刘丽娴与其弟必须

留在广州休养一段时间，难以下农村。这通电话后不久，刘丽娴接

获北京批示不用下乡，留在广州，儿女也可以在广州上学。（见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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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娴女儿朱亮亮著作《追虹》第

259-260页）。

	 林焕熙从来不缺席广州交易

会，他代表公司与各出口公司洽

谈与签订下半个季度的销货。当

时中国和新加坡没外交关系，林

焕熙参加交易会必须由新加坡移

民局审批。自1969年，林焕熙每

次从广州回新，一星期后某部就

派人来找他“谈天”，最初来两

人，后来换成一人，从早上公司

开门到接近中后才离开。后来他

与他们结成好友，每次都留他们吃饭边吃边谈。从不跟家人提起谈

话内容，相信是涉及新、中两国的事。

	 因业务发展需要，1961年把“星马药业公司”改组为“星马

有限公司”，相继在吉隆坡、槟城，古晋、诗巫建立分公司。除

代理广州、汕头“星群牌”单味药剂、复方合剂、古方成药200多

种，同时代理中国省、市各种名牌中药药酒，成为新、马、婆代理

中国成药第一代经销商。

	 同时也经营土产如辣干、八角、良姜、云南咖啡豆，因经营面

扩大，公司经济实力大增。见洋行代理英国鸡精，在市场上面对多

个竞争者如美国鸡精、丹麦鸡精、新加坡产鸡精的竞争，仍然站稳

市场经历半个世纪而不衰，总结英国鸡精竞争对手失败主因是：鸡

精主要消费对象是华人，华人向来有取鸡肉配药材炖补习惯。想在

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历经1969年与
1989年事件，张副理为感谢林焕熙给
予关怀与协助，特赠予意义深重“友
谊长存”纪念瓷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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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占一席之地，唯有含药材鸡精才能凭市场潜能出奇制胜。把握

十足地建议广州生产“虫草鸡精”来新马销售。

	 1967年初广州“虫草鸡精”进口到新加坡后，在中药业界激起

极大波浪，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滋补保健品，其所造成的震荡，引

起英国鸡精代理商及本地鸡精厂家恐慌，导致刚建国的新加坡政府

经济发展局（贸易部）以保护本国工业考量为由，在1967年中颁

发鸡精限量进口令，新的入口商应以当年进口量为准不能增加。从

1967年到1973年，为打破“虫草鸡精”限制进口令，不断地向新

加坡经济发展局呈函上诉，但始终未获当局批准。

	 1967年与经营中国商品各行业商家，向邵氏机构租借金声路大

世界一大片地，设立中国商品长期陈列展卖馆，建筑设计由当时

在“郭兄弟”任职的好友林楷先生担任总设计师。馆名定“友谊

园”，用于长期主办中国商品展卖活动。因成立“友谊园”，而

跟经营中国货商家连系紧密。当年新中还未建交，中国货轮不能

靠岸，只能停泊在岸外卸货，再由驳船运载进入海港。因驳船公司

无理抬高收费，中国货商家认为应有组织，才有能力与驳船公司交

涉，同时也可以与政府对话，建议允许中国货轮靠码头卸货，减低

中国货商家成本。

	 1970年与其他五位中国货商家创立“新加坡中国商品进口

商会”（新加坡中国商会前身）。随着与中国贸易业务发展迅

速，1970年中国国家外贸部门找“星马有限公司”洽商帮北越出

口越南咖啡豆到新加坡销售，欣然承诺。出乎意料，越南咖啡豆运

到新加坡海港还未提货，就有买家下订单。非常高兴，一连进口了

好几批咖啡，满足了北越所期望的销售量。北越贸易部门为了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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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要求发邀请

函，想派两位代

表来新加坡实地

考察市场。

	 由于当时新

加坡与北越没有

邦交，这个建议

在当时看来是毫

无可能的事情，

大多数友人都认

为，这对新加坡内政与外交部门是一件棘手的事。但还是按照实际

情况呈函移民厅，没想到一个星期内就收到当局的批准信，足见新

加坡政府亲商政策的灵活性。

	 1972年想带儿子林蔼能去广州参加交易会，当时新加坡对青年

人要去中国卡得很严，坚持叫林蔼能去申请看看，随后他要了林蔼

能的移民局收据，想不到不出一周就获得批准去中国。此事从来不

说破，但林蔼能心里明白应该是幸得那位好朋友的帮忙。那些年中

国的生活是单调和枯燥的，一到晚上广州街道灯火零稀，房间没有

电视，吃晚饭后大家都聚集在宾馆湖边藤椅上摇蒲扇纳凉聊天。

许多洋人半躺在草地斜坡上喝啤酒观夜空。有时主办方招待看演

出，除了杂技表演有看头，八套样板戏翻来覆去都看腻了。若不

是为了学习与人打交道做生意，林蔼能一想到要去广州就提不起

劲来（建国总理李光耀在1976年5月完成12天第一次访华后回新

说：我应该让更多青年人去中国看看）。

林焕熙（右）出席好友汪国成之子汪家裕的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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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3年和几位朋友吃饭，席间讨论到中国当时缺糖，是否可

找海外华人协助，说：新加坡香格里拉酒店郭氏家族是马来西亚糖

王，中国或许可以找他解燃眉之急，席间决定托回新路经香港时，

找大华国货李总联系华润公司作好准备。一返抵国门，当晚就打电

话给好友林楷先生转达给他老板，中国需要郭家帮忙，香港华润

公司将直接联络。后来事情的发展，郭鹤年在电视访谈“替中国买

糖”中有详细忆述。

	 1973年6月间，新加坡品质信任公会（Singapore	 Quality	 &	

Reliability	 Assoc）主席陈永年博士接受报纸采访，对本国产品品

质与出口的信任问题发表观点。新加坡英文报《海峡时报》就陈博

士的讲话主题《共同利益	 Mutual	 Benefit》	 撰写社论，批评为保

护本国工业，令厂家过度依

赖，无力在世界市场竞争的做

法。认为陈博士的谈话及《海

峡时报》的社论，是打破限量

进口广州“虫草鸡精”的有力

论据，于是再提呈并附剪报上

诉。同年7月间，终获经济发

展局复函：允许“星马有限公

司”进口含药材鸡精。经过九

年苦耗，终于可以名正言顺从

中国广州进口“虫草鸡精”

。从1974年一直到1980年代

末，广州“虫草鸡精”在新
林焕熙与子、孙三代人乘坐游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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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坡市场创下年销售量高达两百多万瓶的纪录，挤得英国鸡精厂

商不得不也生产英国“虫草鸡精”来分庭抗礼。

	 1975年连同新加坡多家中成药、药酒经销商，相继在“新加坡

中国商品进口商会”前会长林日顺在珍珠坊创办的“中侨百货有

限公司”内，主办两次“中国成药药酒展览”，展出千种中国成

药、保健品、药酒、饮料酒、新药和新型的针灸仪器等。两次展览

吸引新马两地超过10万人次参观采购，场面空前热烈，大大提高了

中国生产中成药在新加坡的市场地位和声誉。

	 1979年新加坡中央医院黄学文医生发表孕妇服用中药黄连报告

指出：孕妇血液中若缺少G6PD者，服用了黄连会影响初生婴儿身

体发黄，建议孕妇不要服用黄连。随即新加坡卫生部颁发禁令，严

禁使用与进口黄连和成份含有黄连的中药。此事轰动整个新加坡中

医药界，一致认为卫生部不能以个别案例报告，削足适履禁止黄连。

	 适逢卫生部准备系统管理中药，与几位同业均认为，应发起组

织，经常与卫生部官员对话。1980年连同“裕丰参茸药行”的林再

钦，带头创立“新加坡中国成药药酒经销商会”（新加坡中国医药

保健品商会前身）。从此该会与新加坡卫生部协调，配合频密，对

新加坡卫生部成功管理中药注册做出不少贡献。

婚姻家庭

	 咸鱼郊东家杨公见忠厚上进，托人给三女儿杨玉鸾说亲。与杨

玉鸾遂在1937年缔结良缘。杨玉鸾是家中幼女，在私垫读几年书，

从小没受过苦，深得父母宠爱、兄姐疼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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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年底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1942年1月31日占领马来半

岛，2月15日大年初一英军投降，石叻坡沦陷改为昭南岛。这时

杨玉鸾四个月大的男婴因病延误就医不幸夭折！1943年生林蔼

堂，1946年生林蔼玲，1948年生林蔼能，1949年生林蔼杰（过继

给杨玉鸾的姐姐），1953年生林蔼贤。

	 夫妻偶有口角，皆是退让，两人一世恩爱，白头偕老。一生深

受儒家“中庸”、道家“无为”影响，朴实无华、安身立命、低调

做人、爱不挂嘴、胸怀祖国、心向住地、落叶归根、造福儿孙。

（林蔼能记述）

儿子林蔼能结婚全家福照，前排右起：林焕熙夫妇，林蔼能夫妇，林添泰（三
弟）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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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赴南洋之序幕

	 1914年的中国充满动荡与变革，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国内局

部战争也风起云涌，林文提就是在如此风雨飘摇的时代环境下呱呱

坠地。父亲林萃与母亲王粉抚养文提及其兄弟姐妹在同安县马巷镇

下沙溪，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一家人互相勉励祈求在乱世纷争中

能保全性命。如履薄冰成长到弱冠之年的文提，遇到随家人做豆干

生意的陈有，两人情投意合结为连理。

	 婚后的文提因当时战火纷飞，家中人口众多耕地不足，几经思

虑后毅然独自远赴南洋寻求生机。先后辗转于暹罗、马来亚怡保做

搬运工人等零散的粗工。

	 独守家中的陈有随后也同娘家一行人背井离乡远下南洋，几经

辗转海上漂流后，与阿哥一家定居马来亚。陈有陆续做着女佣、月

嫂等零碎的散工，靠做生意经济逐渐好转的阿哥，念陈有在中国家

乡时有做豆干的手艺，便提议赞助她本金供其重拾豆干生意，陈有

思量一番，便告知同在南洋打拼生活的丈夫文提，邀其前来共谋发

展	。

林文提
（1914年-）

崇文重教  始终不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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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苦与共谋发展

	 夫妻二人先在巴生打拼，后因时局动荡，政府为隔绝共产党的

影响而建立新村，文提夫妇随后同其他村民共同搬迁到仁嘉隆新村

居住。二人同心协力开始发展豆干生意。经济匮乏与科技落后的当

时，他们只能采用最传统的转盘手磨黄豆，每天不辞劳苦天未亮便

起床磨豆，为制作最新鲜的豆干送给客户。手工磨坏的豆干便放置

一旁作为当天的菜肴。节衣缩食辛勤劳作的夫妻二人，生意逐渐稳

定，文提也开始涉足畜牧业。渐入佳境后，文提夫妇的九个孩子瑞

珍、成福、成丰、文珠、成议、成机、成杰、宝莲、宝义相继出

生。骨子里崇文重教的文提，家中九个孩子无一不相继在学龄享受

到宝贵的教育机会，他们纷纷在当时新村里的政府学校——仁嘉隆

国民小学读书。其子回忆孩提时代父亲文提最常说的话便是：“你

们只要对上学有兴趣，想读书，就算我再辛苦劳累也一定支持。”

	 文提从最初圈养的四五头猪到经过不断繁殖最终接近上万头

猪，其间辛苦无法言说。猪的数量不断扩增，欣喜之余，扩大猪圈

场地刻不容缓。抚养家中众多孩子的日常开支与读书费用已让文提

捉襟见肘，他迫不得已向身边朋友等借款筹集资金。欣慰的是因文

提平日诚恳踏实的作风，朋友也都无比信任地将钱借予他。

	 即使生活辛苦繁忙，生性乐观的文提仍会苦中作乐，寻求乐

趣。他不仅喜欢研究学习各种乐器，甚至对节奏轻快语言通俗易懂

的单口快板也颇有研究。每当家人一番辛苦劳作后休息时，文提的

一场单口快板表演，总能让沉闷劳累的妻儿陡然间开怀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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祸从天降终隐退

	 原以为生活会就此安定，一家人彼此照应忙碌于豆干和养猪场

的生意，未曾料祸从天降，1967年爆发的大面积猪瘟犹如晴天霹

雳，打破了文提一家的宁静。上万只猪相继感染猪瘟死亡，每天看

着成批的猪倒下而束手无策的绝望，让文提备受打击，此事也成为

他心中永远无法抹去的记忆。

	 为维持家中生计，逐渐长大的子女们相继离家找工，因秉持父

亲勤劳踏实的本性，孩子们的事业也逐渐如日中天。深知父亲文

提念念不忘当年扩建养猪场欠下的百万旧债，子女便自发组织帮

文提还清全部债务。多舛命运终于要迎来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时，

与文提互相扶持劳累一生的妻子陈有却未能享受柳暗花明的幸福生

活，1982年仅68岁的陈有不幸溘然长逝，万分悲痛的文提也一夜

间憔悴了许多。

不忘初心重教育

	 历经漫长岁月沧桑磨砺的文提，晚年之际仍旧心系社会教育发

展，在孩子毕业多年后，仁嘉隆国民小学重建之际，毅然慷慨解

囊，捐献两间课室，让更多的孩子能顺利接受基础教育。其崇文重

教回馈社会的大无私精神深值学习。

（整理：林成基	/	撰稿：钟灵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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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永和自幼丧母，年幼时没有机会接受良好教育，然而，他像

许多同安子民一样，重情义、爱国家，有一颗赤子之心。

	 上世纪30年代，日本铁蹄践踏中国，国难当头，咱们同安先贤

陈嘉庚以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的身份，登高呼吁同胞回国共

赴国难。林永和当时已移居新加坡，青春正富，热血奔腾，二话不

说，收拾包袱响应号召，毅然投入南侨机工的抗战大队，回国准备

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

	 当年的中国，熟悉现代技术（包括驾驶和维修汽车）的人不

多，必须依靠南洋华侨的力量。南侨机工队的任务，是在云南与缅

甸边境的滇缅公路来回驾驶运输车辆，将战争物资从仰光运送到中

国战场的大后方昆明，支援前线的国军，与日军英勇对抗作战。

	 这是一项艰巨危险的任务，冒险的程度，不亚于上前线冲锋陷

阵的军人。因为滇缅公路是依荒山野岭的地势建成，全程1400公

里，山路崎岖险峻，只要稍微不慎，司机连人带车就要翻落深渊谷

底，粉身碎骨，尸骨难寻。

林永和
（1919年－1982年）

同安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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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日军为求断后，死命派出战机，日夜展开轰炸。当

时，车队为了避开临空轰炸，只能选在夜晚行军，这一来更增加危

险度。这条公路因而也被喻为人类史上最险恶的战争运输线。

	 林永和生前曾约略谈起滇缅公路的行军经过。他们车队是衔尾

开行，大家只凭着前方车后悬挂的一盏小灯，小心翼翼，摸黑慢速

前进。当有敌机飞近，大家立即停车下来寻求掩护，以免伤亡。

	 尽管大家提高警惕，但是不熟地势仍旧是致命伤，尤其是在夜

里开车，结果车祸频频发生，许多车子都失误撞入山下。这些义勇

军就此壮烈牺牲，尸骨永埋深山荒野。每有意外，人人都心情沉

重，士气低落，但又得振作起来，续程完成任务。

林永和（左三）是南侨机工成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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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档案，从新马等地组成机工队的这批义勇军，共有3200多

人，当中平安回归的只2000多人。那1000多名浴血殉职者，大部

分就是死于车祸，一些是被日军炸死，另一些则是患疟疾致死。

	 林永和复员后重返新加坡，多次赋闲在家。不过，他从没有怨

叹。后来他找到航海的工作，并一路学习，最后考上轮机长的职

位，生活在漂泊中的日子总算安定下来。

	 1982年，他惦念离异后移居在美国的一对儿女，孤身一人迢

迢万里飞往探亲，一了心愿。没想到，探罢儿女在香港转机，并要

继续在那里探访侄女途中，竟病倒在入境大厅。后来虽紧急送到医

院，但入院后宣告不治，享年63岁。

	 林永和生于同安，生活在新加坡，抗战时在云南，工作时四海

为家，最终死于香港。他一生坎坷，不过，遇到困难时从未退缩，

反而勇敢面对，展现的是同安人不怕艰苦的典范。

（余经仁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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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严老，福建省同安县下山头社人，幼年曾读书二年，后因家

境贫苦便弃书到外头赚家计。16岁时离乡背井南下印度尼西亚爪哇

吧城（现雅加达）的红牌坡经商，虽然林严老只读书两年的时间，

但他富有商业头脑，在红牌坡依序开了茂发与茂兴公司。茂发分公

司里的店铺生意兴隆，每日要批发的裙子（巫人下裳）达数万件，

因此请了数名工人帮忙制作裙子，以便顺利交货。

	 林严老的性格宛如江湖侠士，刚正而自行其意，从不为人所动

摇，尤其见到不公平之事，都乐意为人排除困难解决纷争，像是里

民们遇到鹅鸭等家禽或是田产之斗争者，都会请林严老来评理。林

严老一向能找出问题的核心，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处理纷争绝不

偏向任何一方，以郑重的劝说来平息事端，正直的评论都让大家心

服口服，双方都感受到林严老的忠诚善良，便放弃仇视重归于好。

至于有关财货之间杂乱不清的纷争，双方都难以退让时，林严老便

会暗中用自己的资金将缺漏填补上。

	 林严老的家乡地势贫瘠有所限制，能种植稻田的地方都属低洼

处，坝堰曾因河水泛滥的问题有所损坏，每当有焱风暴雨来袭便泛

林严老

行侠好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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滥成災。常年受到水患所苦，无稻米可种，百姓失去维持家计的能

力。林严老对此感到忧心，便决定自己出资三千余的金钱来当修整

费，等到堰顺利修筑完成后，乡人感受到林严老的大恩大德，便决

定立碑来感谢林严老的功德。

	 至于应该救济或兴建的，像是红牌维新学校、巴城智育会或是

红牌坡内造成国家耻辱的事物，都会尽自己的能力去救助。林严老

为人良善积于做好事，对于困苦的人也会加以帮助。他做事绝不是

别人在吃米粉，他在喊烧，而是会召集民众一起齐心协力完成。

	 母亲陈氏，父亲林棍因早年丧妻，后娶继母洪氏。林严老妻子

先何氏后再娶许氏，共育有四子，长男木全、次男木贵、三男木

熟，及四男木本。

（撰稿：南洋亚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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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顺墨，闽南同安县澳头人，由于他的父亲常年于星洲（现新

加坡）经商，故在12岁时便弃书南下至星洲与父亲团聚。由于家里

生活条件优渥，父母希望刘顺墨学习外语，便透过友人的帮助下，

得知一所在星洲著名的英国学校并让刘顺墨返回学校学习。学习了

两年，刘顺墨发现他对外语并没有太大的兴趣，中文与英文的能力

都只有粗略的了解，导致去学校学习的意愿兴致缺缺。但是每到可

以外出的日子，便不辞辛劳的跟在父亲身边学习做生意的技巧或是

在市场或店铺里奔走效力，于是在与父母商量后，决定弃书离开星

洲改至爪哇岛的吧城（现雅加达）码头生活。

	 初到吧城埠，人生地不熟，对于刘顺墨来说是极大的挑战，幸

亏得贵人帮助，在协吉号工作。不久，协吉号将总司理的大权给予

刘顺墨。在吧城埠生活的10年间，刘顺墨在商业学术方面阅历丰

富，通晓人情世故，对于里民与生活环境更加的熟悉认识，趁着天

时地利人和下，便决定辞去在协吉号的工作，自行在外建立了协成

兴号，主要经营当地生产的盐鱼白米等买卖事业，并与在星洲的各

行号直接交易，出入的产量皆是同行业里的大宗。开业以来生意兴

隆，于是在星洲另辟新店，名为源成兴，子母铺之间合作无间，刘

刘顺墨

才智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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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墨与别人之间的买卖生意从无间断，事业有如羽毛遇到顺风，巨

鲸纵横大海，其飞黄腾达的程度无可限量。

	 刘顺墨忠实厚道，活泼天真，吧侨界都视刘顺墨为泰斗敬仰，

在中华总商会以及福建会馆等均被推选担任重要职位，在叻商团中

被推选为总理，同时他也是智育会的倡办人之一。1912年，为解

决财政困难以及避免向其余国家大量滥借外债，中国政府在全国

各地倡导募集国民捐，刘顺墨一得知消息，便马上投入捐款。此

外，也号召吧中人士一同集结资金，积沙成塔集腋成裘。他对国

家的热爱程度，已经能得到一幅汗青了。

	 其父身强体健，母亲洪氏，育有三子，刘顺墨为长男，娶妻林

汤二氏，两人育有三子三女。刘顺墨遗传自父亲的强健体魄，身体

健康无疾病缠身。	

（撰稿：南洋亚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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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扰（1904年-2004年）	，

父亲名沈跑，出生在马巷顶后

寮村，可怜自幼丧父，只得跟

随养父沈墨胶生活，但环境亦

不如意，由于格性沉默寡言不

善言辞，很不讨人喜爱及至懂

事便得下田务农，未有机会读

书或与同龄村童交流往来，故

而幼年生活并不如意，智力的

增长也随着对社会动荡的反思

才略有所获。

	 及至壮年，日军开始侵犯，家乡天灾人祸民不聊生，番边有人

者都会想办法过番求事业，然则沈扰既无兄弟亲朋，也无知交好

友，而且成长至今未离乡土，故不知自己可何去何从。幸而上天待

他不薄，经人介绍迎娶了沈井乡的陈笑姑娘，虽然两人年龄差距了

一个轮，但却一见钟情，并在动荡的局势下完婚，没有亲友的见证

沈扰、陈笑伉俪
沈扰（1904年-2004年）

鹣鲽情深

陈笑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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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祝福，更没有丰盛的宴席，只有一颗已经相融的心。

	 婚后的夫妻俩商议，由于彼此皆未受过教育，也没有可以依靠

的亲朋戚友，更未有高瞻的见识，因而决定留在家乡以不变应万

变。走过社会动荡，走向新中国独立，也走过三年自然灾害的饥

荒，一路跌跌撞撞磕磕绊绊，虽有小伴嘴但依然相互扶靠，不离不

弃地一起守侯家中的一亩三分地。一生虽然勤奋耕种，但生活依旧

贫困，只得在节衣缩食下养大五个孩子，直至孩子成家立业，夫妻

俩才衣食无忧，肩上的担子才明显轻松起来，享受孙儿之乐。

	 2004年，沈扰魂归梦源，享年90，遗下寡妻陈笑及水池、来

福、武平、武卫四子和一女英柳，但心中毫无遗憾，他知道孩子们

绝对会给他最好的照顾和陪伴，因而安详离世。妻子陈笑如今已有

96岁高龄，但耳清目明头脑清醒，可算是行政村中的高寿者。

		（整理：沈武平	/	撰稿：南洋亚答子）

陈笑与孩子们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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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里先生是家中10个孩子中

的老大。他常以大傻自嘲，因为身

为长子，那种与生俱来的责任感，

担当与主动分享已经是他人格中必

然显现的品格。但这些特质，却常

让人取笑。这也是他为什么在繁忙

的工作与家事中，还致力于社团活

动，65年来从不间断。

	 日里先生生于1933年。幼年

因着父亲的工作，跟着父母弟妹闯南走北。从小就学会照顾弟

妹。1940年正值入学时刻，却目睹了日军对国人的侵害而力争成

为自律独立的人。因为战争，家中一贫如洗，他从小就得半工半

读，帮补家用。从罗厘车司机学徒到文具店学徒，从街边摆摊做

小买卖；到成立自己的文具批发公司；到自学发展原子笔厂，并

成为本地区首屈一指的原子笔制造与批发商。这一路都是边学边

做而来的。难得的是，在如此忙碌的事业发展路上，他却十年如

一日第在同安会馆、苏氏公会，书业文具公会等社团担任过交际

苏日里
（1933年-）

边做边学  成就事业

苏日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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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财政股、总务、主席等要职。

	 在积极服务会馆的时候，日里先生总是秉承着先辈们的幼吾

幼以及人之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情怀。他做人行事有两做与

两不做:

	 做力所能及的事：记得几年前从美国来了一位乡亲，说是应

父亲的交代，一定要亲自登门道谢。事因他们一家从越南做船民

被收留在新加坡难民营时，找到当时担任总务的日里先生。先生

不但帮他们料理好一切生活需要，还亲自为他们打点行囊、带他

们沐浴剪发，登上赴美的飞机。乡亲恳切地答谢，但日里先生却

早已忘了此事。

	 做敢说敢当的事：日里先生担任社团工作期间，总是直言不

讳地点出那些是我们需要尽力的事，那些是绝对不要敷衍或参与

的。在同安会馆倡导世界同安联谊会、在苏氏公会提议筹建世界

苏姓大会皆如此。

	 不做结党聚群之事：日里先生从小就有领导能力。小时候在

村里，就能领导小朋友一起保护家园，但对于在社团中的结党聚

群之类的事，他绝不参与，因为这类行为会破坏集体的团结。

	 不做中饱私囊之事：年轻时候的日里先生学过武术，行侠仗

义是师傅教导的，同样，对中饱私囊、假公济私的事，他是无法

容忍的。由于他平日沉默寡言，做事总三思而行，所以遇到这类

行为，他多采取主动退出。

	 日里先生行事做人，都让人钦佩。祝福他身体健康，心想事成。

（撰稿：苏小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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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小妹是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父亲苏连登最早加入同安会

馆，后来也影响了兄长苏日里先生参与社团活动并长期为会馆服务

至今。1990年，为了能够将国际知名的蒙特梭利幼儿教育引进我

国，并能向本地的华文幼教工作者分享新知，苏小妹主动到会馆请

求赞助。承蒙当时的会馆主席孙炳炎先生和全体理事的一致通过，

赞助台湾蒙特梭利基金会的董事长单伟儒教授、秘书长胡昌亚先生

和三位台湾知名的蒙特梭利教育导师到新加坡分享的经费。那两天

的大会，不但邀请到当年新加坡著名的幼儿教育大师前来主持，

还吸引了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华族幼师前来学习，总人数超过

1000人。

	 这场活动不但开启了新加坡第一场会馆主办的大型民间教育公

益大会，也打开了苏小妹的幼教事业。没有同安会馆的支持、鼓励

与赞助，就没有今天闻名海内外的幼儿教育大师。

	 那场大会也让苏小妹走进同安会馆，从担任妇女股和青年股开

始学习参与社团活动。与此同时，她也辞去了教育部的中学教师工

作，投身入幼儿教育的行列。1991年以母亲的名字，开办了新加坡

苏小妹

开创幼教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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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荫蒙特梭利幼儿园。1995年开

始，受马来西亚《南洋商报》的

邀请，连续两年为商报组织“好

孩子工作坊”，到全马各地分

享。1997年再到美国修读幼儿

教育硕士学位。回国后，继续奋

斗在自己的幼儿园，也同时担任

当时的新苗幼师培训中心等机构

的培训师。这期间也经常受新加

坡电台、电视台、马来西亚电台

和报章邀请分享新学。2000年以

后，开始受邀到中国各地分享、培训老师、辅导与筹建幼儿园等

工作。2018年，受中国建设银行的邀请，担任狗年春节压岁钱

活动“爱与陪伴”的代言人，当时随压岁钱附送的教育视频，

影响了300多万个中国家庭。

	 回望30年的教育工作，让小妹感动不已的还是那群相信我的

同安理事们，鼓励我的大哥苏日里先生和当年循循善诱的杨松年老

师。当年孙炳炎主席牵着我的手，要我一定为会馆服务的那个温度，

至今依然温热。真的，没有那一场大会，就不会有接下来在中国各地

和新加坡、马来西亚的20场国际学术交流会。自1991年以后，几乎

每两年，小妹就会主动自发地主办国际学术大会。2018年开始改以

公益大会的形式，先从家乡厦门开始，然后济南……接下来，还会有

北京、南京、深圳等地。当然，新加坡一定是优先考虑的。

	 正值同安会馆庆祝创会88年周年庆，我衷心祝福会馆业务蒸蒸

日上，族人安康幸福。

（撰稿：苏小妹）

苏小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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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朱弁（1890年-1968年）出生于同

安县集美后溪镇（天马山）的英村，幼年

时正处改朝换代前夕，时局动荡不安，家

中也就只有那一亩三分地，父母虽不辞辛

劳但依旧囊空如洗。到了适龄上学也只能

与那朗朗书声擦身而过，及至少年就跟

随移民浪潮，飘流过番到南洋讨生活，

最终落户石叻坡。由于番边无人可依找

工不易，所幸经在地宗亲引荐获得苦力

行收留，跟随他们也干起了苦力活，日

晒雨淋工作十分幸苦，收入也仅足以糊口。

	 不甘心人生就此浑浑噩噩的朱弁，在经历了很长时间克勤克俭

的苦力生活后，终于累集了足够资本，希望能做些小生意，以便早

日荣归故里衣锦还乡。回想起自己的苦力生涯，许多同行在工余

休息时总喜欢喝点自家乡带来的小酒，既可御寒，消除疲劳，又

可缓解乡愁，可惜酒馆里都以成瓶出售，一般苦力除非到了发薪

日，否则根本无法负担，朱弁灵机一动发现了商机。1925年他成

汪朱弁
（1890年-1968年）

梯山航海创前程

汪朱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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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汪隆发酒庄”，租了一

个小店铺，代理售卖来自国内

的五加皮、玫瑰露等药酒，然

后以小杯零售的方式，让忙碌

一整天的劳动阶级人士，能品

尝一下家乡味道，结果广受大

众欢迎，许多苦力行的宗亲老

乡也大力帮忙介绍，生意一下

子就做得红红火火。

	 事业稳定后的朱弁，并不

因此而自满，回想起一路走来

在身边帮助过自己的宗亲老

乡，适时认为今日他也必须有

所回馈，于是他开始组织同乡

宗亲，有系统地对“新客”宗

亲提供帮助，经过努力终于在1939年成立“平阳汪氏公会”，获得

宗亲老乡踊跃的支持，并推举他为第一任会长，使公会得以迅速地

发展，并在1954年发动捐款购置现有的会所，为宗亲老乡提供了聚

会交流的活动空间，深获后辈宗亲子弟所敬仰，同时也时常挂念着

家乡的种种，可惜因时局不允，至死未能回乡，只能嘱咐其子国成

若有机会一定回乡看看。

（整理：汪子经		/	撰稿：南洋亚答子）

汪隆发私人有限公司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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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为汪家长子的国成，早在上世纪

40年代，就到“汪隆发酒庄”店里帮忙。

受过良好教育的他眼见年过半百的父亲依

然在店里独挑大梁，不得不放下所有心思

入驻汪隆发酒庄，时值二战刚刚结束，百

业待兴，酒庄也须重新整顿。所幸自幼就

常常跟随父亲在店里走动的他，对于酒业

并不陌生，首先他感受到社会正起着重大

的变化，若继续跟从以前的经营模式，将

很难维持酒庄的生存，因此在与孩子家裕商议后，于1974年组织

了“汪隆发私人有限公司”大胆地从中国天津引进了大坛的五加

皮、玫瑰露，还拿到了由上海粮油进出口公司出口的大坛绍兴酒

和米酒代理。同时开发了“汪隆发”自家品牌，将大坛酒在本地灌

装销售。之后，汪国成又去到天津义聚永，请他们生产金花牌五加

皮、金花牌玫瑰露，把汪隆发业务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自幼就跟随父亲在宗乡社团及商场上走动的国成，很了解父亲

对于宗人乡亲的感受，因此在父亲逝世后，便主动参与会馆的宗亲

汪国成

俯首甘为孺子牛

汪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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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由于他为人十分低调，做事

不求名利，因此接任了一届的会长

后，便退居二线从中推动会务的发

展，期间担任了四届总务、五届财

政，也出资解决了会馆装修及活动经

费等问题，让会馆顺利运作，可谓是

会馆的“幕后推手”。

	 对于社区他也贡献良多，捐输颇丰，因而获得第一届由新加坡

政府所颁发的公共服务星章（BBM），同时汪国成对集美英村乡情

浓厚，只要有时间机会，便会带着儿子汪家裕等返乡谒祖，慰藉乡

情，更想尽办法对故乡的建设和发展出谋划策，慷慨解囊，且从不

谋求回报。其中有发动公会宗亲捐款翻建汪氏家庙、修建英村南岳

宫、募资捐资兴建英村小学及道路，同时也创建英村商业街等。经

过多年努力，英村小学的各项设施不断完善，现拥有校园面积4950

平方米，600多名师生，并获得了“文明学校”“平安校园”和“红

旗大队”等荣誉称号，为家乡培养了一大批人才。

							（整理：汪子经		/	撰稿：南洋亚答子）

左一外孙富强，中间内孙女伟
琦，旁边内孙男子经。

汪隆发私人有限公司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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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0年代初，汪家裕进入“汪隆发私人有限公司”接任父亲汪

国成的班。和父亲一样，他也有着强烈的品牌意识，公司自有的梅

花牌花雕酒在他手里经营了近50年，直到今天依然畅销，旗下酒水

品牌多达四五十种，在本地中国酒市场拥有相当高的知名度和占有

率。汪家裕也是新加坡零售酒商公会主席，他打通了本地的零售市

场，让产品以批发及零售并存，同时为迎合时代的改变也开始进口

葡萄酒，以及和酒店餐馆合作举办烹饪课程，以酒为谱烹调出一道

又一道香味扑鼻的佳肴，质量的展现更使汪隆发在2018年荣获新加

坡金字品牌奖。此后汪家裕涉足免税仓库等其他产业，更以父亲的

名字成立了“新加坡成裕实业私人有限公司”，还创立了“新加坡

富春私人有限公司”等，至此拥有近百年老字号的“汪隆发”已经

成为新加坡酒业的代名词。

	 百忙之余，汪家裕也没有忘记父亲的交代，他自1999年起就

担任新加坡汪氏公会主席，经常组织宗亲会员归国返乡谒祖省亲、

考察投资，还先后两次应邀参加“嘉庚论坛”。其本人坚持每年回

国，走遍祖国大江南北，并积极为集美区开展海外联谊牵线搭桥、

汪家裕

承前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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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便利，与市、区领导和乡亲保持着密切的感情联系。他同时也

是新加坡同安会馆会务顾问，对会馆时有捐输。目前他也跟随父亲

的脚步，不但把长女伟琦训练成商场女将，三个儿子子经、千森、

绥昌则带入公司，同时也把他们带入体制内社团，相信在不久的将

来，“汪隆发”将又会以一个崭新的高度出现在大家面前，而公司

厅堂抬头处悬有一块“朱弁厅”的牌匾及阁楼的“国成会议室”将

永远发光发亮，指引着“汪隆发”跨向另一个百年历史。

（整理：汪子经		/	撰稿：南洋亚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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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重机翻覆砸破洋房屋顶

翁山淑枝（坐着，右二）与维文医生（坐着，左二）一行人在锦茂巴刹与熟食中心逗留了超过一个小时，品尝了五种本地小吃。（陈斌勤摄）

锦茂巴刹刮起“翁山淑枝旋风”

　　李显龙总理昨天与美国候任总统
特朗普首次通电话，李总理恭贺特朗
普在美国总统选举中胜出，并邀请特
朗普与家人访问新加坡。
　　李总理昨晚在个人面簿上撰文表
示，他同特朗普谈到新加坡和美国之
间密切与长久的友谊，这包括经济、
防务与安全、教育以及民间等领域的
合作。李总理也期待与特朗普会面。
　　他说：“新美关系历经九任美国
总统，新加坡也会与即将上任的新政
府合作以进一步加强联系。”

　　美国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在11月
8日的总统选举中打败民主党的希拉
莉，当选美国第45任总统。
　　选举结果出炉后，李总理当时也
通过面簿贴文祝贺特朗普。
　　李总理当时指出，特朗普在每个
竞选阶段都超乎人们意料，这段旅程
最终带他走上通往白宫的道路。
　　他说：“美国选民选出一位觉得
最适合代表他们的总统。新加坡完全
尊重他们的决定。我们将继续与美国
合作，培养两国之间的坚固关系。”

首次通电话　李总理邀特朗普访新

This is a personalised copy. 
Source: Lianhe Zaobao © 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Limited. Permission required for reproduction.

汪隆发变化中寻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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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康玮／报道

张俊良／摄影

每个时代的社会局势变化不
一 ， 这 对 商 家 来 说 是 危

机，也可能是商机。对拥有92年
悠久历史的老字号中国酒进口商
汪隆发（Ang Leong Huat）来
说，两者皆是。
　　创办人汪朱弁早期和亲戚从
中国南来新加坡，与许多华商一
样当老板，开酒庄售卖五加皮、
玫瑰露等药酒，让忙碌一整天的
劳动阶级人士，能品尝一下家乡
味道。不过，第三代老板汪家裕
（68岁）发现，随着新加坡社会
结构改变，在上世纪80年代走向
工业，原有的顾客逐渐减少。
　　他在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
说：“当时的生意是有下降，但
这是我们的家传之宝，因此得继
续奋斗。”
　　担任董事长的汪家裕将目标
转向餐馆厨师和家庭主妇，让公
司代理的绍兴花雕酒走进全岛各
地的厨房。
　　他忆述，那时候每两三个月
会和酒店餐馆合作，举办烹饪课
程，教导公众如何烹调出一道又
一道香味扑鼻的佳肴。他也借此
机会推销产品，让顾客知道他们
的产品与市面上的不同，是不含
盐分的。
　　久而久之，生意有了起色，
花雕酒在大众的印象中，形成了
烹饪中缺一不可的调味料，也为
这品牌重新定位。

进口中国葡萄酒
　　汪家裕是于上世纪70年代从
父亲手中接过棒子。他说，父亲
汪国成继承祖父业务，为了让生
意进一步增长，还特地飞到中国
找酒商，引进各式各样的中国酒
到新加坡。
　　他说：“当时中国酒的质量
好，酒精度高，而且有香味。相
对来说，在新加坡酿制的酒在质
量上有所差别。”
　　汪隆发由此开始进口各类中
国酒在本地售卖，代理众多品牌
的中国酒，当中包括黄酒、米酒
和保健酒。
　　此外，汪家裕也把业务拓展
到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并在
上世纪90年代进口白酒。随着中
国近年来的崛起，越来越多食客
也在用餐时饮用这类酒，餐馆开
始向他们订购二锅头、五粮液、
水井坊等白酒。
　　汪隆发目前也进口中国葡萄
酒，他们相信，这类酒日后也会
逐渐受欢迎。

设立网络商店
　　汪家裕表示，三名儿子也加
入公司，与他一起打理生意。38
岁的大儿子汪子经是首席财务
官，二儿子汪千森（34岁）是首
席运营官，29岁的小儿子汪绥昌
则是业务拓展经理。
　　加入公司八年的汪千森告诉
记者，现在市场开始流行电子商
务，公司跟随大趋势设立网络商
店，在线上超市售卖产品。
　　为了加强公司品牌，他们在
获得政府津贴后，于两年前进行
品牌重塑计划。汪隆发的标志重
新设计，如今以英文子母和鲜艳
红色搭配。他们也在网站列出了
公司使命、愿景、价值观，以及
品牌定位。
　　汪千森说，他们也在社交媒
体面簿设立页面，进一步推广这
品牌，并打算锁定东南亚这区域
市场。他说，区域市场的策略已
看到成绩，有印尼顾客还特地飞
到新加坡来向他们买酒。
　　在新一代接班人加入公司
后，“汪隆发”这老字号以现代
的姿态展现，更能迎接新时代的
挑战。
　　汪千森说：“如今在家里烹
饪的家庭也有所减少，多数人会
选择到外用餐。”
　　公司也因此为配合人们的在
外用餐习惯作出调整，加强在餐
饮场所推广产品的力度。另外，
他们也寻找新商机，将新的顾客
群锁定在年轻一代消费者。
　　他说，有多家酒吧向公司订
购进口白酒，调酒师会利用白酒
调制鸡尾酒，据说顾客目前的反
应不错。“我们会继续带进更多
新的产品，吸引更多顾客。”　

　　拥有92年历史的老字号中国酒进口商汪隆发，代理售卖

各种不同的中国酒，展现现代姿态，迎接新时代的挑战。

　　在谈到参加新加坡金字品牌
奖的机缘时，汪千森透露，他们
今年在一个活动上听说了新加坡
金字品牌奖这个活动，大家在商
讨后决定报名角逐这个奖项的悠
久品牌奖，并很幸运的获颁了这
个奖项。
　　对于首次参加就得奖，汪家
裕感到高兴，并说：“这对我们
的品牌是一种肯定，也能让更多
的人认识这老字号。”
　　他说，经商的原则就是要在
信用、产品以及服务方面，都做
到最好。
　　“无论在烹饪还是小酌，我
希望汪隆发这品牌能够成为大家
生活的一部分。” 汪家裕（前排右）和三儿子汪绥昌（前排左）、大儿子汪子经（后排右）和二儿子汪千森一同打理生意，继续推广汪隆发这老字号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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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时代的社会局势变化不
一 ， 这 对 商 家 来 说 是 危

机，也可能是商机。对拥有92年
悠久历史的老字号中国酒进口商
汪隆发（Ang Leong Huat）来
说，两者皆是。
　　创办人汪朱弁早期和亲戚从
中国南来新加坡，与许多华商一
样当老板，开酒庄售卖五加皮、
玫瑰露等药酒，让忙碌一整天的
劳动阶级人士，能品尝一下家乡
味道。不过，第三代老板汪家裕
（68岁）发现，随着新加坡社会
结构改变，在上世纪80年代走向
工业，原有的顾客逐渐减少。
　　他在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
说：“当时的生意是有下降，但
这是我们的家传之宝，因此得继
续奋斗。”
　　担任董事长的汪家裕将目标
转向餐馆厨师和家庭主妇，让公
司代理的绍兴花雕酒走进全岛各
地的厨房。
　　他忆述，那时候每两三个月
会和酒店餐馆合作，举办烹饪课
程，教导公众如何烹调出一道又
一道香味扑鼻的佳肴。他也借此
机会推销产品，让顾客知道他们
的产品与市面上的不同，是不含
盐分的。
　　久而久之，生意有了起色，
花雕酒在大众的印象中，形成了
烹饪中缺一不可的调味料，也为
这品牌重新定位。

进口中国葡萄酒
　　汪家裕是于上世纪70年代从
父亲手中接过棒子。他说，父亲
汪国成继承祖父业务，为了让生
意进一步增长，还特地飞到中国
找酒商，引进各式各样的中国酒
到新加坡。
　　他说：“当时中国酒的质量
好，酒精度高，而且有香味。相
对来说，在新加坡酿制的酒在质
量上有所差别。”
　　汪隆发由此开始进口各类中
国酒在本地售卖，代理众多品牌
的中国酒，当中包括黄酒、米酒
和保健酒。
　　此外，汪家裕也把业务拓展
到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并在
上世纪90年代进口白酒。随着中
国近年来的崛起，越来越多食客
也在用餐时饮用这类酒，餐馆开
始向他们订购二锅头、五粮液、
水井坊等白酒。
　　汪隆发目前也进口中国葡萄
酒，他们相信，这类酒日后也会
逐渐受欢迎。

设立网络商店
　　汪家裕表示，三名儿子也加
入公司，与他一起打理生意。38
岁的大儿子汪子经是首席财务
官，二儿子汪千森（34岁）是首
席运营官，29岁的小儿子汪绥昌
则是业务拓展经理。
　　加入公司八年的汪千森告诉
记者，现在市场开始流行电子商
务，公司跟随大趋势设立网络商
店，在线上超市售卖产品。
　　为了加强公司品牌，他们在
获得政府津贴后，于两年前进行
品牌重塑计划。汪隆发的标志重
新设计，如今以英文子母和鲜艳
红色搭配。他们也在网站列出了
公司使命、愿景、价值观，以及
品牌定位。
　　汪千森说，他们也在社交媒
体面簿设立页面，进一步推广这
品牌，并打算锁定东南亚这区域
市场。他说，区域市场的策略已
看到成绩，有印尼顾客还特地飞
到新加坡来向他们买酒。
　　在新一代接班人加入公司
后，“汪隆发”这老字号以现代
的姿态展现，更能迎接新时代的
挑战。
　　汪千森说：“如今在家里烹
饪的家庭也有所减少，多数人会
选择到外用餐。”
　　公司也因此为配合人们的在
外用餐习惯作出调整，加强在餐
饮场所推广产品的力度。另外，
他们也寻找新商机，将新的顾客
群锁定在年轻一代消费者。
　　他说，有多家酒吧向公司订
购进口白酒，调酒师会利用白酒
调制鸡尾酒，据说顾客目前的反
应不错。“我们会继续带进更多
新的产品，吸引更多顾客。”　

　　拥有92年历史的老字号中国酒进口商汪隆发，代理售卖

各种不同的中国酒，展现现代姿态，迎接新时代的挑战。

　　在谈到参加新加坡金字品牌
奖的机缘时，汪千森透露，他们
今年在一个活动上听说了新加坡
金字品牌奖这个活动，大家在商
讨后决定报名角逐这个奖项的悠
久品牌奖，并很幸运的获颁了这
个奖项。
　　对于首次参加就得奖，汪家
裕感到高兴，并说：“这对我们
的品牌是一种肯定，也能让更多
的人认识这老字号。”
　　他说，经商的原则就是要在
信用、产品以及服务方面，都做
到最好。
　　“无论在烹饪还是小酌，我
希望汪隆发这品牌能够成为大家
生活的一部分。” 汪家裕（前排右）和三儿子汪绥昌（前排左）、大儿子汪子经（后排右）和二儿子汪千森一同打理生意，继续推广汪隆发这老字号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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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康玮／报道

张俊良／摄影

每个时代的社会局势变化不
一 ， 这 对 商 家 来 说 是 危

机，也可能是商机。对拥有92年
悠久历史的老字号中国酒进口商
汪隆发（Ang Leong Huat）来
说，两者皆是。
　　创办人汪朱弁早期和亲戚从
中国南来新加坡，与许多华商一
样当老板，开酒庄售卖五加皮、
玫瑰露等药酒，让忙碌一整天的
劳动阶级人士，能品尝一下家乡
味道。不过，第三代老板汪家裕
（68岁）发现，随着新加坡社会
结构改变，在上世纪80年代走向
工业，原有的顾客逐渐减少。
　　他在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
说：“当时的生意是有下降，但
这是我们的家传之宝，因此得继
续奋斗。”
　　担任董事长的汪家裕将目标
转向餐馆厨师和家庭主妇，让公
司代理的绍兴花雕酒走进全岛各
地的厨房。
　　他忆述，那时候每两三个月
会和酒店餐馆合作，举办烹饪课
程，教导公众如何烹调出一道又
一道香味扑鼻的佳肴。他也借此
机会推销产品，让顾客知道他们
的产品与市面上的不同，是不含
盐分的。
　　久而久之，生意有了起色，
花雕酒在大众的印象中，形成了
烹饪中缺一不可的调味料，也为
这品牌重新定位。

进口中国葡萄酒
　　汪家裕是于上世纪70年代从
父亲手中接过棒子。他说，父亲
汪国成继承祖父业务，为了让生
意进一步增长，还特地飞到中国
找酒商，引进各式各样的中国酒
到新加坡。
　　他说：“当时中国酒的质量
好，酒精度高，而且有香味。相
对来说，在新加坡酿制的酒在质
量上有所差别。”
　　汪隆发由此开始进口各类中
国酒在本地售卖，代理众多品牌
的中国酒，当中包括黄酒、米酒
和保健酒。
　　此外，汪家裕也把业务拓展
到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并在
上世纪90年代进口白酒。随着中
国近年来的崛起，越来越多食客
也在用餐时饮用这类酒，餐馆开
始向他们订购二锅头、五粮液、
水井坊等白酒。
　　汪隆发目前也进口中国葡萄
酒，他们相信，这类酒日后也会
逐渐受欢迎。

设立网络商店
　　汪家裕表示，三名儿子也加
入公司，与他一起打理生意。38
岁的大儿子汪子经是首席财务
官，二儿子汪千森（34岁）是首
席运营官，29岁的小儿子汪绥昌
则是业务拓展经理。
　　加入公司八年的汪千森告诉
记者，现在市场开始流行电子商
务，公司跟随大趋势设立网络商
店，在线上超市售卖产品。
　　为了加强公司品牌，他们在
获得政府津贴后，于两年前进行
品牌重塑计划。汪隆发的标志重
新设计，如今以英文子母和鲜艳
红色搭配。他们也在网站列出了
公司使命、愿景、价值观，以及
品牌定位。
　　汪千森说，他们也在社交媒
体面簿设立页面，进一步推广这
品牌，并打算锁定东南亚这区域
市场。他说，区域市场的策略已
看到成绩，有印尼顾客还特地飞
到新加坡来向他们买酒。
　　在新一代接班人加入公司
后，“汪隆发”这老字号以现代
的姿态展现，更能迎接新时代的
挑战。
　　汪千森说：“如今在家里烹
饪的家庭也有所减少，多数人会
选择到外用餐。”
　　公司也因此为配合人们的在
外用餐习惯作出调整，加强在餐
饮场所推广产品的力度。另外，
他们也寻找新商机，将新的顾客
群锁定在年轻一代消费者。
　　他说，有多家酒吧向公司订
购进口白酒，调酒师会利用白酒
调制鸡尾酒，据说顾客目前的反
应不错。“我们会继续带进更多
新的产品，吸引更多顾客。”　

　　拥有92年历史的老字号中国酒进口商汪隆发，代理售卖

各种不同的中国酒，展现现代姿态，迎接新时代的挑战。

　　在谈到参加新加坡金字品牌
奖的机缘时，汪千森透露，他们
今年在一个活动上听说了新加坡
金字品牌奖这个活动，大家在商
讨后决定报名角逐这个奖项的悠
久品牌奖，并很幸运的获颁了这
个奖项。
　　对于首次参加就得奖，汪家
裕感到高兴，并说：“这对我们
的品牌是一种肯定，也能让更多
的人认识这老字号。”
　　他说，经商的原则就是要在
信用、产品以及服务方面，都做
到最好。
　　“无论在烹饪还是小酌，我
希望汪隆发这品牌能够成为大家
生活的一部分。” 汪家裕（前排右）和三儿子汪绥昌（前排左）、大儿子汪子经（后排右）和二儿子汪千森一同打理生意，继续推广汪隆发这老字号品牌。

每个时代的社会局势变化
不一，这对商家来说是危

机，也可能是商机。对拥有92
年悠久历史的老字号中国酒进
口商汪隆发（Ang Leong Huat）
来说，两者皆是。
　　创办人汪朱弁早期和亲戚
从中国南来新加坡，与许多华
商一样当老板，开酒庄售卖五
加皮、玫瑰露等药酒，让忙碌
一整天的劳动阶级人士，能品
尝一下家乡味道。不过，第三
代老板汪家裕（68岁）发现，
随着新加坡社会结构改变，在
上世纪80年代走向工业，原有
的顾客逐渐减少。
　　他在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
说：“当时的生意是有下降，
但这是我们的家传之宝，因此
得继续奋斗。”
　　担任董事长的汪家裕将目
标转向餐馆厨师和家庭主妇，
让公司代理的绍兴花雕酒走进
全岛各地的厨房。
　　他忆述，那时候每两三个
月会和酒店餐馆合作，举办烹
饪课程，教导公众如何烹调出
一道又一道香味扑鼻的佳肴。
他也借此机会推销产品，让顾
客知道他们的产品与市面上的
不同，是不含盐分的。
　　久而久之，生意有了起
色，花雕酒在大众的印象中，
形成了烹饪中缺一不可的调味
料，也为这品牌重新定位。

进口中国葡萄酒

　　汪家裕是于上世纪70年代
从父亲手中接过棒子。他说，
父亲汪国成继承祖父业务，为
了让生意进一步增长，还特地
飞到中国找酒商，引进各式各
样的中国酒到新加坡。
　　他说：“当时中国酒的质
量好，酒精度高，而且有香
味。相对来说，在新加坡酿制
的酒在质量上有所差别。”
　　汪隆发由此开始进口各类
中国酒在本地售卖，代理众多
品牌的中国酒，当中包括黄
酒、米酒和保健酒。
　　此外，汪家裕也把业务拓
展到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
并在上世纪90年代进口白酒。
随着中国近年来的崛起，越来
越多食客也在用餐时饮用这类
酒，餐馆开始向他们订购二锅
头、五粮液、水井坊等白酒。
　　汪隆发目前也进口中国葡
萄酒，他们相信，这类酒日后
也会逐渐受欢迎。

设立网络商店

　　汪家裕表示，三名儿子

也加入公司，与他一起打理生
意。38岁的大儿子汪子经是首
席财务官，二儿子汪千森（34
岁）是首席运营官，29岁的小
儿子汪绥昌则是业务拓展经理。
　　加入公司八年的汪千森告
诉记者，现在市场开始流行电
子商务，公司跟随大趋势设立
网络商店，在线上超市售卖产
品。
　　为了加强公司品牌，他们
在获得政府津贴后，于两年前
进行品牌重塑计划。汪隆发的
标志重新设计，如今以英文子
母和鲜艳红色搭配。他们也在
网站列出了公司使命、愿景、
价值观，以及品牌定位。
　　汪千森说，他们也在社交
媒体面簿设立页面，进一步推
广这品牌，并打算锁定东南亚
这区域市场。他说，区域市场
的策略已看到成绩，有印尼顾
客还特地飞到新加坡来向他们
买酒。
　　在新一代接班人加入公司
后，“汪隆发”这老字号以现
代的姿态展现，更能迎接新时
代的挑战。
　　汪千森说：“如今在家里
烹饪的家庭也有所减少，多数

人会选择到外用餐。”
　　公司也因此为配合人们的
在外用餐习惯作出调整，加强
在餐饮场所推广产品的力度。
另外，他们也寻找新商机，将
新的顾客群锁定在年轻一代消
费者。
　　他说，有多家酒吧向公司
订购进口白酒，调酒师会利用
白酒调制鸡尾酒，据说顾客目
前的反应不错。“我们会继续
带进更多新的产品，吸引更多
顾客。”　　　

在谈到参加新加坡金字品
牌奖的机缘时，汪千森透露，
他们今年在一个活动上听说了
新加坡金字品牌奖这个活动，
大家在商讨后决定报名角逐这
个奖项的悠久品牌奖，并很幸
运的获颁了这个奖项。
　　对于首次参加就得奖，汪
家裕感到高兴，并说：“这对
我们的品牌是一种肯定，也能
让更多的人认识这老字号。”
　　他说，经商的原则就是要
在信用、产品以及服务方面，
都做到最好。
　　“无论在烹饪还是小酌，
我希望汪隆发这品牌能够成为
大家生活的一部分。”

拥有92年历史的老字号
中国酒进口商汪隆发，
代理售卖各种不同的中
国酒，展现现代姿态，
迎接新时代的挑战。

汪家裕（前排右）和三儿子汪绥昌（前排左）、大儿子汪子经（后排右）和二儿子汪千森一同打理生意，继
续推广汪隆发这老字号品牌。

汪隆发变化中寻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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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viVelloor

Seven people operating at the fron-
tiers of technology’s interface with
business, collectively called “The
Disruptors”, are this year’s Straits
TimesAsiansof theYear.
Mr Nadiem Makarim of Go-Jek,

Mr Anthony Tan and Ms Tan Hooi
Ling of Grab, Mr Tan Min-Liang of
Razer, Mr Pony Ma of Tencent and

Mr Sachin Bansal and Mr Binny
Bansal of Flipkartwere chosen from
acrowded fieldby theeditors ofThe
StraitsTimesfor theannualaward.
Breaking from tradition, editors

of the 171-year-old newspaper this
year chose tonamea cluster of indi-
viduals, recognising that credit for
the changes sweeping the conti-
nent are too widespread to be
pinned to a single individual’s
breast. Accordingly, the names in-

clude business leaders from Asia’s
big-population nations – China, In-
dia and Indonesia – as well as from
Malaysia andSingapore.
The award citation noted that

each, in his or her own way, had
“made the inevitablemarchof tech-
nology easier to understand andac-
cept by millions of people con-
cerned about their old ways of life
yielding toanunfamiliarnewone”.
Selection committee chairman

Warren Fernandez, who is the edi-
tor-in-chief of the English, Malay
andTamilMediaGroupof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as well as ST editor,
notedthat2016hadbeenanespecial-
ly surprising year politically. “These
surprises are driven by underlying
forces of major technological and
economic change brought about by
the disruption that is sweeping
across just about every sector of our
economies and societies. Exactly

howpeople, governments andbusi-
nesses respond to these changes
willhavemajorpolitical andelector-
al implications in theyears ahead.”
The Asian of the Year award rec-

ognises a person or people who
have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
improving lives at home or in the
wider region. The inaugural Asian
of theYear, in 2012,was thenMyan-
mar President Thein Sein. The fol-
lowing year, the award was shared

by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of
Japan and President Xi Jinping of
China. In 2014, the award went to
India’s Prime Minister Narendra
Modi and, last year, it was awarded
posthumously to Mr Lee Kuan
Yew, Singapore’s founding father.

velloor@sph.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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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issaYong

The growing mood of anxiety and
discontent and the ground gained
by extreme political parties in
many developed countries will im-
pact not just the world economy,
but global security and stability,
Prime Minister Lee Hsien Loong
saidyesterday.
There will be major consequenc-

es for small, open countries such

as Singapore that have relied on
open trade and making friends,
and sought opportunities to coop-
erate, he said.
Itwill alsobeharder to prosper to-

gether in this new climate, where
countriesare turning inwardandbe-
coming more protectionist, seeing
others’gainsas their loss,headded.
Mr Lee gave this reading of recent

trends in a speech to 2,500 People’s
Action Party (PAP) members at
theirbiennialpartyconference.

He called on members to under-
standwhat the trendmeans for Sin-
gapore and to help ensure the PAP
remains a party with strong sup-
port fromall segmentsof society.
“The externalworld is changing...

in a very fundamental way not ad-
vantageous to us.We have towatch
this,wehave toknowhowthis isgo-
ing to impact us over the next few
years,”he said.
MrLee,whoisPAPsecretary-gen-

eral, noted that voters around the
world are unhappy that the benefits
of growth are not reaching them,
and feel threatened that immigrants
arecompetingfor their jobs.
He cited the recent United States

election, the Brexit vote and the
rise of extreme parties in Europe as
examples of voters’ weariness of
tradeandwarinessof immigrants.
“This looks like the trend now. I

do not know how far it will go, but I
donot like the direction the trend is
going,” he said. “If more countries
turn this way, the world is going to
change, andchange for theworse.”
Singapore prospered in the past

50 years by working hard, but it
was fortunate to have a favourable
external environment: A peaceful
Asia and an international order
wherecountries bigandsmall coop-
erate and compete under rules that
are fair to all, giving small countries

“a right to their place in the sun”.
Today, countries are flexing

their muscles and becoming in-
creasingly assertive.
“Nobodycantell howrelationsbe-

tween the big powerswill develop,”
said Mr Lee. “If US-China relations
grow tense, Singapore is going tobe
in a very difficult spot, because we
regardboth theUS andChina as our
friends and do not want to have to
choosebetween them.”
Meanwhile, obstacles to trade are

increasing and Singapore’s exports
– a key pillar of its economy – are
notgrowingbyverymucheither.
But Singapore has to accept the

world as it is, not as it wishes it to
be, saidMrLee.
“Weourselvesmust remain open,

because if we close up like other
countries, our people will be fin-
ished,”he said.
Besides understanding the global

climate, Mr Lee spelt out two other
ways for the ruling party to prepare
for the next general election,which
mustbeheldbyApril 2021.
First, the party must strive to im-

prove the lives of Singaporeans.
He cited twoways of doing so: By

equipping Singaporeans with the
skills to take care of themselves
through schools and training pro-
grammes, and by strengthening so-
cial safetynets.
Second, the PAP must remain a

strong, national party that reaches
out to all segments of society and
represents them. It must also stay
focused on serving the people, and
provide strong leadership, he said.
“Politics is the same everywhere.

It is people, it is trust, it is knowing
youcare forme,”headded.
“Unless we have this deep in our

DNA,wewill not be able to hold our
position inSingapore.”

charyong@sph.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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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 Rising global discontent
will affect stability, security
Itwill be harder toprosper together, and
S’poremust keepwatchover impact of trend

THE DISRUPTORS
S T R A I T S  T I M E S  A S I A N S  O F  T H E  Y E A R

PONY MA, founder, CEO
and executive director

of Tencent Holdings
NADIEM MAKARIM, 
founder and CEO of Go-Jek

BINNY BANSAL and SACHIN BANSAL, 
co-founders of Flipkart

ANTHONY TAN and TAN HOOI LING, 
co-founders of Grab

TAN MIN-LIANG, co-founder 
and CEO of Razer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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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 SPH CONTENT LABSINGAPORE PRESTIGE BRAND AWARD 2017

WITH its striking blue, red and 
yellow label, the Plum Blossom 
Hua Tiao Chiew is recognisable in 
many commercial kitchens and 
households.   

Home-grown company Ang 
Leong Huat, which won its first 
award at this year’s Singapore 
Prestige Brand Award in the Her-
itage Brands category, is the sole 
local importer and distributor of 
this well known product, which 
is meant for drinking and as a 
condiment when cooking. 

The company supplies the 
product to commercial kitchens, 
selected minimarts as well as 
major supermarkets in Singapore. 

It also imports, supplies 
and distributes many types of 
Chinese wine and spirits for 
drinking and cooking purposes.  

Mr Ang Kah Joo, 68, director of 
Ang Leong Huat and a third-gen-
eration leader of the family busi-
ness, says: “We are dedicated 
to inspiring customers with 
the goodness and taste of high 

A toast to high quality

quality Chinese wine to enhance 
their culinary journey. 

“In all aspects of our opera-
tions — from product sourcing 
to delivery and customer sup-
port — the focus is always high 
quality.”

Forward looking 
In 1923, the company’s founder 
set off from his hometown in Chi-
na’s Xiamen for Malaya to make 
his mark. 

Riding on opportunities 
coupled with determination and 
some luck, he managed to save a 
sufficient amount to incorporate 
a company importing Chinese 
wine.  

The company, which is still 
going strong, is well served by 
fourth-generation leaders in the 
family business who adapt busi-
ness models to current trends 
and consumer needs. 

For example, Ang Leong 
Huat has refreshed its compa-
ny’s website and introduced 
e-commerce, which paved the 
way for a new market segment 
of online shoppers. 

MICHELLE CHIN Ang Leong Huat also has its own 
logistics team, for streamlined 
delivery of wine to customers. 

Mr Ang says: “Ang Leong Huat 
has listed its products in Red-
Mart, Grocermart, Zeemart and 
Lazada. 

“We adapt to the shifting 
behaviours of how Singaporeans 
perform their grocery shopping. 
Chinese wine is now available at 
the click of a mouse, so the tech-
nology-savvy will find it easy to 
shop for it.” 

To attract the younger crowd 
to Chinese wine, Ang Leong Huat 
teamed up with mixologists and 
wine sommeliers to create cock-
tails with Chinese wine. 

“We have since launched a few 
Chinese wine cocktail projects 
with wine bars, and the result is 
satisfactory,” he adds. 

To raise awareness of Chi-
nese wine among consumers, 
the company also plans to 
incorporate a subsidiary com-
pany that will conduct lessons 
and impart knowledge to 
consumers, including food and 
wine pairing. 

Chinese wine is now available at the click of a mouse, so the technology-savvy will find it easy to shop for 
it, says Ang Leong Huat’s director Ang Kah Joo. PHOTO: CHONG JUN LIANG

TAKING heed of customer 
feedback has helped Song-Cho, 
a local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 (SME) maintain its 
position as a market leader of 
stainless steel household prod-
ucts for over two decades.

The company specialises in 
household products manufac-
tured with high grade 304 stain-
less steel that are rust resistant, 
durable, safe and hygienic.

Says its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John Wee, 56: “As an SME in a 
niche yet competitive market, 
we constantly try to improve 
ourselves by listening to our 
customers’ needs and wants 
to provide valuable insights on 
product and service improve-
ments. 

“Our brand position has 
always been providing quality, 
premium products that are 
functional and value for money, 
and a great service experience at 
every touch point.” 

This customer-centric approach 
has helped Song-Cho win its 
second Established Brand award 
at this year’s Singapore Prestige 
Brand Award since 2013.

Diversifying the business 
Established in 1995, Song-Cho 
has since expanded its product 
range to include other unique 
and premium quality product 
offerings. 

These include custom-made 
kitchen systems and smaller 
items such as stainless steel rice 
cooker inner pots and dechlorin-
ating electric kettles.

Building an active 
group of followers
Song-Cho explores 
new ways to 
improve brand 
loyalty among its 
customers

In addition to providing war-
ranty coverage and servicing, 
the company also has a compre-
hensive range of services from 
delivery, installation, servicing, 
trade-in options, consultation, 
layout drafting to cooking 
demonstration classes.

However, Mr Wee acknowl-
edges that maintaining brand 
loyalty is getting more difficult 
due to the boom in e-commerce. 

“Customers are constantly 
looking for new things and com-
paring options online. Keeping 
abreast of new needs and wants, 
and attracting them to buy from 
us, is a major challenge,” he says.

To stay competitive, Song-Cho 
ventured into the online busi-
ness in 2014. 

It followed up with a mobile 
app to enable customers to 
access products and value-
added services more easily. 

The company has also 
expanded its customer engage-
ment on social media. 

On Facebook, it is actively 
building a group of followers 
with engaging posts. 
YouTube is where the 
company showcases 
product advertise-
ments and cooking 
demonstration 
videos. 

In addition, Song-
Cho engages social 
media influencers to 
write product reviews 
and recipes.

New initiatives 
Song-Cho has engaged 
a third-party service 
provider to use data 
analytics to measure 
its digital marketing 
return on investment.

Keeping up with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such 
as mobile payments 
and facial recogni-
tion can be daunting 
as the SME does not 

ESTHER TEO

have dedicate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ersonnel. 

“These technological devel-
opments open new possibilities 
for our business and we should 
ride on it where possible,” says 
Mr Wee.

Corporate governance is also 
critical. New regulations such 
as the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Act can be challenging for 
SMEs since they do not have 
compliance specialists like big 
corporations, he adds. 

Song-Cho appoints key staff 
members as data protection 
officers, who attend talks and 
perform company audits to 
ensure adherence to new regu-
lations. 

The management also attends 
relevant talks and workshops on 
the latest regulatory develop-
ments and requirements.

Mr Wee hopes to do more dig-
ital marketing to garner a larger 
and younger audience. 

“We are also looking into 
data mining and analytics to 
understand our customers better,” 
he adds.

Mr Wee hopes to do more digital marketing 
to garner a larger and younger audience.  
PHOTO: SONG-C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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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4DEasternUSA+Canada/Orlando fr.$2288
Upgrade to Sheraton on the Falls View Room,
1N atMont Tremblant, Visit Canyon Saite-Anne

11D USAWestern Delight fr.$2488
San Francisco/Visalia/Monterey/Grand Canyon/
LasVegas/Disneyland/Universal Studio

18D Argentina, Brazil, Bolivia & Peru fr.$12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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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hens/Delphi/Kalambaka/Mykonos/Santor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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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D South Africa + Victoria Falls fr.$2788
Johannesburg/Capetown/Sun City/Victoria Falls
Free Helicopter Ride at Capetown

EUROPE ASIAAUSTRALIA/NEW ZEALAND AMERICA/EXOTIC

fr.5/7D Bhutan Chartered Flight $1988
Tiger's Nest Monastery
Bhutanese Cultural Dance Performance+Costume Trying

Chartered Flight
9/10D Northern Lights of Iceland fr. $2788
Reykjavik/Golden Circle/South Coast
Blue Lagoon, Gulfoss, Skógafoss

Aurora Chasing

Free Abu Simbel

Free 2NMauritius

BEST SELLER

BEST SELLER

8/9D Skiing Korea +Jeju fr.$858
1N Ski Resort + Ski Activities,
Mt.Seorak + Sheep Feeding, LotteWorld + Seoul Sky +
Aquarium, Hello Kitty Island + Tangerine Farm

Upgrade to 5«Hotel

2ndpax

8/9D Taiwan All-In Deluxe Tour fr.$658
1N Hot Spring Hotel+2N International 5«Hotel
Experience the High-speed train + East coast scenic train

Hotel
Free upgrade
to 5«

2ndpax

7D Beautiful Hiroshima+Shikoku fr.$1528
Kurashiki Canal by Boat Ride,Oboke Gorge Boat Cruise
Matsuyama Castle Inside+ Ropeway,
Koraku-en Japanese Garden

Silk Air Direct Filght

2ndpax

8D Harbin Yabuli Snow Fun Tour fr.$858
China Snow Town
Harbin Snow sculpture Art Expo

Free upgrade
Int 5« Kempinski Hotel Harbin

2ndpax
12DGreatMigrationofTanzania&Kenya fr.$7588
Arusha/Ngorongoro Crater/Serengeti NP/Maasai Mara
NR/Lake Naivasha/Aberdare NP

2ndpax

2ndpax

2ndpax

2ndpax

2ndpax

2ndpax
6DMelbourne Discovery fr.$1388
Philip Island /Mornington Peninsula/Dandenong &
Yarra ValleyOvernight at Philip Island, Penguin Parade,
Fruit Picking

2ndpax

7D Perth & SouthWest Explorer fr.$1388
Perth/Albany /Augusta /Margaret River /Busselton/
Swan ValleyTreeTopWalk, Wine Tasting, Caversham
Wildlife Park

2ndpax

7D Gold Coast Family Fun fr.$1588
Stay in Tangalooma Resort &Wild Dolphin Feeding
Catch-A-Crab Cruise, MovieWorld & Dreamworld

2ndpax

nd

8DMelbourne & Gold Coast Delight fr.$1888
Philip Island, Eureka Skydeck, Bathing Boxes
MovieWorld, Country Farm, Hard Rock Dinner

2 pax

10D New Zealand Highlights fr.$3488
Wellington/Taupo/Rotorua/Auckland/Christchurch/
Dunedin/Queenstown/Mt Cook/Twizel

2ndpax

12D Best of New Zealand + Fiji fr.$3888
Christchurch/Hokitika/Wanaka/Queenstown/
Ashburton/Auckland/Rotorua/Hamilton Free 2N Fiji

2ndpax

2ndpax

10D Spain & Portugal fr.$888
Barcelona/Madrid/Granada/Seville/Lisbon
2NMadrid & 2N Lisbon

2ndpax

13/15D Spain Portugal +Morocco fr.$1488
Barcelona/Valencia/Granda/Seville/
Lisbon/Salamanca/Madrid

Entrance Included

2ndpax

9/10D Best Of Russia fr.$2288
St Petersburg/Moscow/Sergiev Posad/
Schilsselburg/Kremlin

2ndpax

12D Discover of Balkans fr. $1488
Bosnia&Herzegovina/Croatia/Slovenia/Serbia/Salzburg

2ndpax

11D Picturesque Norway fr. $3488
Stavanger/Bergen/Loen/Alesund/Trondheim/Oslo/
Flam/Geiranger/Trollstigen/Pulpit Rock/
Atlantic Ocean Road

2ndpax

12D Christmas Time On The
Danube Cruise

fr.$4088

Germany/Austria/Slovakia/Czech Republic

2ndpax

10D Austria + Bavaria fr.$1088
Austria/Salzburg/Mondsee/Innsbruck/Munich
ScenicTrain ride to Garmisch-Partenkirchen

2ndpax

12D Treasure of The Balkans fr.$1688
Macedonia/Albania/Kosov/Bulgaria/Romania
Folkshow in Traditional Bulgarian Restaurant

2ndpax

10D Central Europe 6 Countries fr. $1088
Germany/Austria/Switzerland/France/Belgium/
Netherlands Direct Flight on SIA

2ndpax

10/14D United Kingdom+ Ireland fr.$2788
England/Scotland/Ireland
Isle of Syke, Jacobite Steam Train, ScotchWhisky
Experience

2ndpax11D Europe Highlights fr.$1288
Milan/Lucerne/Interlaken/Paris/Brussel/Amsterdam
Exclusive Longest sledge run in Europe - 7.6km Bussalp

Value forMoney
2ndpax

3D All-in Europe Footprint fr.$2488
London/Paris/Colmar/Black Forest/Lucerne/
Milan/Venice/Siena/Rome/Mt Titlis.

Value forMoney

2ndpax

nd

11D South Italy Sicily +Malta fr.$2488
Rome/Naples/Capri/Sorrento/
Palermo/Agrigento/Taormina/Syracuse/Malta

Premium Exclusive

4-5« hotel

2 pax

10D London Paris Brussels Amsterdam fr.$988
London/Paris/Brussels/Amsterdam
Eurostar London to Paris, 2N London, Paris & Amsterdam

Value forMoney

2ndpax

7/8D Golden Route Honshu -Autumn fr.$1588
Lake Kawaguchi Scenic Cruise+Kachikachi
Saga Scenic Railway Ride+Arashiyama Bamboo grove

Autumn Special

2ndpax

13/14D Highlight of Eastern Europe fr.$1588
Czech Republic/Germany/Poland/Hungary/
Austria,Danube Cruise Lunch

2ndpax

nd

15/17D Europe Discovery + London fr.$2688
Rome/Florence/Pisa/Venice/Salzburg/Innsbruck/Vaduz/
Interlaken/Lucerne/Black Forest/Heidelberg/
Cologne/Amsterdam/Brussels/Paris/Mt Titlis.

Premium

4-5« hotel

2 pax

12D Romantic Italy +Monte Carlo
Monaco/Milan/Cinque Terre/Venice/Siena/
Assisi/Rome/Capri/Pompeii/Naples/Sorrento

Premium
fr.$24882ndpax

hotel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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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 (2017) Nov 24,25,26,28,29
Dec Daily (2018) Jan 5,8,12,19,26
Feb 9,14,16,18Mar 2,3,9,11,16 fr.$3488

10DWinterAdventure in Finland
+NorwayKingCrab Safari
Helsinki/Rovaniemi/Saariselka/Kirkeness
✓ Overnight at Glass Igloo*
✓ 4 Nights of Aurora Hunting Activities
✓ Snowmobile, Husky, Reindeer Rides
✓ Santa Claus Village

fr.$3188

10D Aurora Chasing in Norway
+ Northernlights Island*

Dep: (2017) Nov 9,21,24,28
Dec 1,5,8,12,15,19,26 (2018) Jan 5,12
19,26 Feb 2,15,16 Mar 2,9,16,23

Tromso/Narvik/Harstad/Lofoten Islands/Sommaroy
✓ 7 Nights above the Arctic Circle
✓ 7 Chances of seeing Northern Lights
✓ Overnight in Sommaroy Northernlights Island
✓ Hurtigruten Cruise*

fr.$2288Dep: (2017) Nov 23 Dec 21
(2018) Feb 12,14 Mar 7, 21,
Apr 12,26 May 24 Jun 7

Azerbaijan/Georgia/Armenia
✓ Full board and Special Local Foodmaking experience
✓ Khor Virap & GeghardMonastery
✓ 4WD ride to Gergeti Mountain
✓ Gobustan Rock Art Cultural Landscape
✓ Cable car ride to Narikala Fortress

11D Great Caucasus10D Scenic Eastern Europe
Venice/Milan/Pisa/Rome/Siena/Bologna
10/12D Italy Fiesta + Dubai

✓ 2N Bologna, Rome
✓ Venice Island

✓ Vatican City
✓ Medieval Siena

Dep: (2017) Oct 3,5,12,19,24,26
Nov 7,10,13,16,17, 21,24,28
Dec 2,5,12,19,23
(2018) Jan 24 Feb 12,14,16,18 1st pax fr $2388

2nd pax fr$0

✓ Lunch at Bled Castle with Cream Cake Tasting
✓ Upgrade 3N 5★ Sheraton Dubrovnik
✓ Tastes of the Mediterranean Black &White Risotto
✓ Croatian style’s roast duck
Dep: (2017) Oct 1,5,7,12,14,15,19,25 Nov 1
5,9,12,15,23 Dec 2,8,9,11,13,14,16,17,20,23
(2018) Feb 14,15,16,22 Mar 8,14,28

11/12D Adventure to Balkans

1st pax fr $2978
2nd pax fr$0Dep: (2017) Oct 14,17,28 Nov 4,11,18,24,26

Dec 1,2,8,9,14,16,22, 24 (2018) Jan 10
17,24,31 Feb 14,16,28 Mar 14,21,24 1st pax fr $2678

2nd pax fr$0

✓ 'The Sound of Music' Filming site - Salzburg
✓ Cesky Krumlov
✓ Prague Castle 2
✓ N Budapest & Prague

Hungary/Slovakia/Austria/Czech Republic Bosnia&Herzegovina/Croatia/Slovenia/Italy

1st pax fr $3778
2nd pax fr$0

✓ Upgrade 2N to 5★ Vilnius Grand Resort
✓ Special Local Cuisines in each city
✓ Tallinn, Riga, Vilnius, Warsaw Old Town

✓ Free Photography with Ottoman Costume
✓ Free Hot Air Balloon Ride*
✓ 5★ Hotel Stay for Entire Tour
✓ Upgrade 2N to Cave

Hotel Cappadocia
Dep: Oct 2017 – Jun 2018

10D Amazing Turkey

1st pax fr $1998
2nd pax fr$0

Istanbul/Canakkale/Kusadasi/Pamukkale/
Cappadocia/Ankara/Bolu

Dep: (2018) Jan 5,12,26 Feb 2

10D Unlimited Northern Lights
Chasing in Tromso

1st pax fr $5178
2nd pax fr$0

Tromso
✓ Photography guidance from a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 ✓ Tromso city tour

✓ 7 Days Aurora Borealis tour pass
✓ 4★ hotel stay for entire tour

fr.$2188

12D Great Morocco with
Sahara & Chefchaouen
Casablanca/Marrakesh/Ouarzazate/Erfoud/Fes/
Meknes/Chefchaouen/Rabat
✓ Sahara Desert Sunset Tour with Jeep & Camel Ride
✓ Full board Meals & special Fantasia Dinner Show
✓ 5★ hotel throughout + 1N at Blue City
✓ UNESCO Kasbah Ait Benhaddou
Dep : (2018) Mar 03 Apr 11,25
May 9,23 Jun 6,13

2nd pax

2nd pax

2nd pax

2nd pax

8/9DWinter Busan + Jeju

Dep: (2017) Dec 03,06,10,15,17
(2018) Feb 13

Special Dep: Nov 20
Group Dep: (2017) Nov 12 Dec 04,10,19
(2018) Feb 12 Mar 09,27,29,31 Apr 03

6/8D Love In Kyushu-Silk air
Charter Flight

✓ Nanta Show & Busan ''Santorini" Village
✓ Experience Jjimjilbang & Ski + Suit + Equipment
✓ PersimmonWine Tunnel & Aiins World

Light Festival
✓ Upgrade 5★ Hotel

1st pax fr $1865
fr$928

2nd pax

1st pax fr $2388
fr$1188

2nd pax

✓ Afican Safari Park/Yutoku Inari Shrine
✓ Yanagawa boat ride +Unagi Rice
✓ Mt. Inasayama Cable Car
✓ 3N Onsen Hotel+Hot sand Bath

10D Escape to the Baltics
Estonia, Latvia, Lithuania, Poland

Dep: (2017) Dec 20,23 (2018) Feb 15
Mar 8,22 Apr 5,19,26 May 11,26 Jun 2,10

14 | THE STRAITS TIMES | FRIDAY, OCTOBER 20, 2017 |

SPECIAL | SPH CONTENT LABSINGAPORE PRESTIGE BRAND AWARD 2017

WITH its striking blue, red and 
yellow label, the Plum Blossom 
Hua Tiao Chiew is recognisable in 
many commercial kitchens and 
households.   

Home-grown company Ang 
Leong Huat, which won its first 
award at this year’s Singapore 
Prestige Brand Award in the Her-
itage Brands category, is the sole 
local importer and distributor of 
this well known product, which 
is meant for drinking and as a 
condiment when cooking. 

The company supplies the 
product to commercial kitchens, 
selected minimarts as well as 
major supermarkets in Singapore. 

It also imports, supplies 
and distributes many types of 
Chinese wine and spirits for 
drinking and cooking purposes.  

Mr Ang Kah Joo, 68, director of 
Ang Leong Huat and a third-gen-
eration leader of the family busi-
ness, says: “We are dedicated 
to inspiring customers with 
the goodness and taste of high 

A toast to high quality

quality Chinese wine to enhance 
their culinary journey. 

“In all aspects of our opera-
tions — from product sourcing 
to delivery and customer sup-
port — the focus is always high 
quality.”

Forward looking 
In 1923, the company’s founder 
set off from his hometown in Chi-
na’s Xiamen for Malaya to make 
his mark. 

Riding on opportunities 
coupled with determination and 
some luck, he managed to save a 
sufficient amount to incorporate 
a company importing Chinese 
wine.  

The company, which is still 
going strong, is well served by 
fourth-generation leaders in the 
family business who adapt busi-
ness models to current trends 
and consumer needs. 

For example, Ang Leong 
Huat has refreshed its compa-
ny’s website and introduced 
e-commerce, which paved the 
way for a new market segment 
of online shoppers. 

MICHELLE CHIN Ang Leong Huat also has its own 
logistics team, for streamlined 
delivery of wine to customers. 

Mr Ang says: “Ang Leong Huat 
has listed its products in Red-
Mart, Grocermart, Zeemart and 
Lazada. 

“We adapt to the shifting 
behaviours of how Singaporeans 
perform their grocery shopping. 
Chinese wine is now available at 
the click of a mouse, so the tech-
nology-savvy will find it easy to 
shop for it.” 

To attract the younger crowd 
to Chinese wine, Ang Leong Huat 
teamed up with mixologists and 
wine sommeliers to create cock-
tails with Chinese wine. 

“We have since launched a few 
Chinese wine cocktail projects 
with wine bars, and the result is 
satisfactory,” he adds. 

To raise awareness of Chi-
nese wine among consumers, 
the company also plans to 
incorporate a subsidiary com-
pany that will conduct lessons 
and impart knowledge to 
consumers, including food and 
wine pairing. 

Chinese wine is now available at the click of a mouse, so the technology-savvy will find it easy to shop for 
it, says Ang Leong Huat’s director Ang Kah Joo. PHOTO: CHONG JUN LIANG

TAKING heed of customer 
feedback has helped Song-Cho, 
a local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 (SME) maintain its 
position as a market leader of 
stainless steel household prod-
ucts for over two decades.

The company specialises in 
household products manufac-
tured with high grade 304 stain-
less steel that are rust resistant, 
durable, safe and hygienic.

Says its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John Wee, 56: “As an SME in a 
niche yet competitive market, 
we constantly try to improve 
ourselves by listening to our 
customers’ needs and wants 
to provide valuable insights on 
product and service improve-
ments. 

“Our brand position has 
always been providing quality, 
premium products that are 
functional and value for money, 
and a great service experience at 
every touch point.” 

This customer-centric approach 
has helped Song-Cho win its 
second Established Brand award 
at this year’s Singapore Prestige 
Brand Award since 2013.

Diversifying the business 
Established in 1995, Song-Cho 
has since expanded its product 
range to include other unique 
and premium quality product 
offerings. 

These include custom-made 
kitchen systems and smaller 
items such as stainless steel rice 
cooker inner pots and dechlorin-
ating electric kettles.

Building an active 
group of followers
Song-Cho explores 
new ways to 
improve brand 
loyalty among its 
customers

In addition to providing war-
ranty coverage and servicing, 
the company also has a compre-
hensive range of services from 
delivery, installation, servicing, 
trade-in options, consultation, 
layout drafting to cooking 
demonstration classes.

However, Mr Wee acknowl-
edges that maintaining brand 
loyalty is getting more difficult 
due to the boom in e-commerce. 

“Customers are constantly 
looking for new things and com-
paring options online. Keeping 
abreast of new needs and wants, 
and attracting them to buy from 
us, is a major challenge,” he says.

To stay competitive, Song-Cho 
ventured into the online busi-
ness in 2014. 

It followed up with a mobile 
app to enable customers to 
access products and value-
added services more easily. 

The company has also 
expanded its customer engage-
ment on social media. 

On Facebook, it is actively 
building a group of followers 
with engaging posts. 
YouTube is where the 
company showcases 
product advertise-
ments and cooking 
demonstration 
videos. 

In addition, Song-
Cho engages social 
media influencers to 
write product reviews 
and recipes.

New initiatives 
Song-Cho has engaged 
a third-party service 
provider to use data 
analytics to measure 
its digital marketing 
return on investment.

Keeping up with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such 
as mobile payments 
and facial recogni-
tion can be daunting 
as the SME does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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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 dedicate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ersonnel. 

“These technological devel-
opments open new possibilities 
for our business and we should 
ride on it where possible,” says 
Mr Wee.

Corporate governance is also 
critical. New regulations such 
as the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Act can be challenging for 
SMEs since they do not have 
compliance specialists like big 
corporations, he adds. 

Song-Cho appoints key staff 
members as data protection 
officers, who attend talks and 
perform company audits to 
ensure adherence to new regu-
lations. 

The management also attends 
relevant talks and workshops on 
the latest regulatory develop-
ments and requirements.

Mr Wee hopes to do more dig-
ital marketing to garner a larger 
and younger audience. 

“We are also looking into 
data mining and analytics to 
understand our customers better,” 
he adds.

Mr Wee hopes to do more digital marketing 
to garner a larger and younger audience.  
PHOTO: SONG-C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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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5«

2ndpax

7D Beautiful Hiroshima+Shikoku fr.$1528
Kurashiki Canal by Boat Ride,Oboke Gorge Boat Cruise
Matsuyama Castle Inside+ Ropeway,
Koraku-en Japanese Garden

Silk Air Direct Filght

2ndpax

8D Harbin Yabuli Snow Fun Tour fr.$858
China Snow Town
Harbin Snow sculpture Art Expo

Free upgrade
Int 5« Kempinski Hotel Harbin

2ndpax
12DGreatMigrationofTanzania&Kenya fr.$7588
Arusha/Ngorongoro Crater/Serengeti NP/Maasai Mara
NR/Lake Naivasha/Aberdare NP

2ndpax

2ndpax

2ndpax

2ndpax

2ndpax

2ndpax
6DMelbourne Discovery fr.$1388
Philip Island /Mornington Peninsula/Dandenong &
Yarra ValleyOvernight at Philip Island, Penguin Parade,
Fruit Picking

2ndpax

7D Perth & SouthWest Explorer fr.$1388
Perth/Albany /Augusta /Margaret River /Busselton/
Swan ValleyTreeTopWalk, Wine Tasting, Caversham
Wildlife Park

2ndpax

7D Gold Coast Family Fun fr.$1588
Stay in Tangalooma Resort &Wild Dolphin Feeding
Catch-A-Crab Cruise, MovieWorld & Dreamworld

2ndpax

nd

8DMelbourne & Gold Coast Delight fr.$1888
Philip Island, Eureka Skydeck, Bathing Boxes
MovieWorld, Country Farm, Hard Rock Dinner

2 pax

10D New Zealand Highlights fr.$3488
Wellington/Taupo/Rotorua/Auckland/Christchurch/
Dunedin/Queenstown/Mt Cook/Twizel

2ndpax

12D Best of New Zealand + Fiji fr.$3888
Christchurch/Hokitika/Wanaka/Queenstown/
Ashburton/Auckland/Rotorua/Hamilton Free 2N Fiji

2ndpax

2ndpax

10D Spain & Portugal fr.$888
Barcelona/Madrid/Granada/Seville/Lisbon
2NMadrid & 2N Lisbon

2ndpax

13/15D Spain Portugal +Morocco fr.$1488
Barcelona/Valencia/Granda/Seville/
Lisbon/Salamanca/Madrid

Entrance Included

2ndpax

9/10D Best Of Russia fr.$2288
St Petersburg/Moscow/Sergiev Posad/
Schilsselburg/Kremlin

2ndpax

12D Discover of Balkans fr. $1488
Bosnia&Herzegovina/Croatia/Slovenia/Serbia/Salzburg

2ndpax

11D Picturesque Norway fr. $3488
Stavanger/Bergen/Loen/Alesund/Trondheim/Oslo/
Flam/Geiranger/Trollstigen/Pulpit Rock/
Atlantic Ocean Road

2ndpax

12D Christmas Time On The
Danube Cruise

fr.$4088

Germany/Austria/Slovakia/Czech Republic

2ndpax

10D Austria + Bavaria fr.$1088
Austria/Salzburg/Mondsee/Innsbruck/Munich
ScenicTrain ride to Garmisch-Partenkirchen

2ndpax

12D Treasure of The Balkans fr.$1688
Macedonia/Albania/Kosov/Bulgaria/Romania
Folkshow in Traditional Bulgarian Restaurant

2ndpax

10D Central Europe 6 Countries fr. $1088
Germany/Austria/Switzerland/France/Belgium/
Netherlands Direct Flight on SIA

2ndpax

10/14D United Kingdom+ Ireland fr.$2788
England/Scotland/Ireland
Isle of Syke, Jacobite Steam Train, ScotchWhisky
Experience

2ndpax11D Europe Highlights fr.$1288
Milan/Lucerne/Interlaken/Paris/Brussel/Amsterdam
Exclusive Longest sledge run in Europe - 7.6km Bussalp

Value forMoney
2ndpax

3D All-in Europe Footprint fr.$2488
London/Paris/Colmar/Black Forest/Lucerne/
Milan/Venice/Siena/Rome/Mt Titlis.

Value forMoney

2ndpax

nd

11D South Italy Sicily +Malta fr.$2488
Rome/Naples/Capri/Sorrento/
Palermo/Agrigento/Taormina/Syracuse/Malta

Premium Exclusive

4-5« hotel

2 pax

10D London Paris Brussels Amsterdam fr.$988
London/Paris/Brussels/Amsterdam
Eurostar London to Paris, 2N London, Paris & Amsterdam

Value forMoney

2ndpax

7/8D Golden Route Honshu -Autumn fr.$1588
Lake Kawaguchi Scenic Cruise+Kachikachi
Saga Scenic Railway Ride+Arashiyama Bamboo grove

Autumn Special

2ndpax

13/14D Highlight of Eastern Europe fr.$1588
Czech Republic/Germany/Poland/Hungary/
Austria,Danube Cruise Lunch

2ndpax

nd

15/17D Europe Discovery + London fr.$2688
Rome/Florence/Pisa/Venice/Salzburg/Innsbruck/Vaduz/
Interlaken/Lucerne/Black Forest/Heidelberg/
Cologne/Amsterdam/Brussels/Paris/Mt Titlis.

Premium

4-5« hotel

2 pax

12D Romantic Italy +Monte Carlo
Monaco/Milan/Cinque Terre/Venice/Siena/
Assisi/Rome/Capri/Pompeii/Naples/Sorrento

Premium
fr.$24882ndpax

hotel4-5«

BEST SELLER

BEST SELLER

Dep: (2017) Nov 24,25,26,28,29
Dec Daily (2018) Jan 5,8,12,19,26
Feb 9,14,16,18Mar 2,3,9,11,16 fr.$3488

10DWinterAdventure in Finland
+NorwayKingCrab Safari
Helsinki/Rovaniemi/Saariselka/Kirkeness
✓ Overnight at Glass Igloo*
✓ 4 Nights of Aurora Hunting Activities
✓ Snowmobile, Husky, Reindeer Rides
✓ Santa Claus Village

fr.$3188

10D Aurora Chasing in Norway
+ Northernlights Island*

Dep: (2017) Nov 9,21,24,28
Dec 1,5,8,12,15,19,26 (2018) Jan 5,12
19,26 Feb 2,15,16 Mar 2,9,16,23

Tromso/Narvik/Harstad/Lofoten Islands/Sommaroy
✓ 7 Nights above the Arctic Circle
✓ 7 Chances of seeing Northern Lights
✓ Overnight in Sommaroy Northernlights Island
✓ Hurtigruten Cruise*

fr.$2288Dep: (2017) Nov 23 Dec 21
(2018) Feb 12,14 Mar 7, 21,
Apr 12,26 May 24 Jun 7

Azerbaijan/Georgia/Armenia
✓ Full board and Special Local Foodmaking experience
✓ Khor Virap & GeghardMonastery
✓ 4WD ride to Gergeti Mountain
✓ Gobustan Rock Art Cultural Landscape
✓ Cable car ride to Narikala Fortress

11D Great Caucasus10D Scenic Eastern Europe
Venice/Milan/Pisa/Rome/Siena/Bologna
10/12D Italy Fiesta + Dubai

✓ 2N Bologna, Rome
✓ Venice Island

✓ Vatican City
✓ Medieval Siena

Dep: (2017) Oct 3,5,12,19,24,26
Nov 7,10,13,16,17, 21,24,28
Dec 2,5,12,19,23
(2018) Jan 24 Feb 12,14,16,18 1st pax fr $2388

2nd pax fr$0

✓ Lunch at Bled Castle with Cream Cake Tasting
✓ Upgrade 3N 5★ Sheraton Dubrovnik
✓ Tastes of the Mediterranean Black &White Risotto
✓ Croatian style’s roast duck
Dep: (2017) Oct 1,5,7,12,14,15,19,25 Nov 1
5,9,12,15,23 Dec 2,8,9,11,13,14,16,17,20,23
(2018) Feb 14,15,16,22 Mar 8,14,28

11/12D Adventure to Balkans

1st pax fr $2978
2nd pax fr$0Dep: (2017) Oct 14,17,28 Nov 4,11,18,24,26

Dec 1,2,8,9,14,16,22, 24 (2018) Jan 10
17,24,31 Feb 14,16,28 Mar 14,21,24 1st pax fr $2678

2nd pax fr$0

✓ 'The Sound of Music' Filming site - Salzburg
✓ Cesky Krumlov
✓ Prague Castle 2
✓ N Budapest & Prague

Hungary/Slovakia/Austria/Czech Republic Bosnia&Herzegovina/Croatia/Slovenia/Italy

1st pax fr $3778
2nd pax fr$0

✓ Upgrade 2N to 5★ Vilnius Grand Resort
✓ Special Local Cuisines in each city
✓ Tallinn, Riga, Vilnius, Warsaw Old Town

✓ Free Photography with Ottoman Costume
✓ Free Hot Air Balloon Ride*
✓ 5★ Hotel Stay for Entire Tour
✓ Upgrade 2N to Cave

Hotel Cappadocia
Dep: Oct 2017 – Jun 2018

10D Amazing Turkey

1st pax fr $1998
2nd pax fr$0

Istanbul/Canakkale/Kusadasi/Pamukkale/
Cappadocia/Ankara/Bolu

Dep: (2018) Jan 5,12,26 Feb 2

10D Unlimited Northern Lights
Chasing in Tromso

1st pax fr $5178
2nd pax fr$0

Tromso
✓ Photography guidance from a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 ✓ Tromso city tour

✓ 7 Days Aurora Borealis tour pass
✓ 4★ hotel stay for entire tour

fr.$2188

12D Great Morocco with
Sahara & Chefchaouen
Casablanca/Marrakesh/Ouarzazate/Erfoud/Fes/
Meknes/Chefchaouen/Rabat
✓ Sahara Desert Sunset Tour with Jeep & Camel Ride
✓ Full board Meals & special Fantasia Dinner Show
✓ 5★ hotel throughout + 1N at Blue City
✓ UNESCO Kasbah Ait Benhaddou
Dep : (2018) Mar 03 Apr 11,25
May 9,23 Jun 6,13

2nd pax

2nd pax

2nd pax

2nd pax

8/9DWinter Busan + Jeju

Dep: (2017) Dec 03,06,10,15,17
(2018) Feb 13

Special Dep: Nov 20
Group Dep: (2017) Nov 12 Dec 04,10,19
(2018) Feb 12 Mar 09,27,29,31 Apr 03

6/8D Love In Kyushu-Silk air
Charter Flight

✓ Nanta Show & Busan ''Santorini" Village
✓ Experience Jjimjilbang & Ski + Suit + Equipment
✓ PersimmonWine Tunnel & Aiins World

Light Festival
✓ Upgrade 5★ Hotel

1st pax fr $1865
fr$928

2nd pax

1st pax fr $2388
fr$1188

2nd pax

✓ Afican Safari Park/Yutoku Inari Shrine
✓ Yanagawa boat ride +Unagi Rice
✓ Mt. Inasayama Cable Car
✓ 3N Onsen Hotel+Hot sand Bath

10D Escape to the Baltics
Estonia, Latvia, Lithuania, Poland

Dep: (2017) Dec 20,23 (2018) Feb 15
Mar 8,22 Apr 5,19,26 May 11,26 Jun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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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its striking blue, red and 
yellow label, the Plum Blossom 
Hua Tiao Chiew is recognisable in 
many commercial kitchens and 
households.   

Home-grown company Ang 
Leong Huat, which won its first 
award at this year’s Singapore 
Prestige Brand Award in the Her-
itage Brands category, is the sole 
local importer and distributor of 
this well known product, which 
is meant for drinking and as a 
condiment when cooking. 

The company supplies the 
product to commercial kitchens, 
selected minimarts as well as 
major supermarkets in Singapore. 

It also imports, supplies 
and distributes many types of 
Chinese wine and spirits for 
drinking and cooking purposes.  

Mr Ang Kah Joo, 68, director of 
Ang Leong Huat and a third-gen-
eration leader of the family busi-
ness, says: “We are dedicated 
to inspiring customers with 
the goodness and taste of high 

A toast to high quality

quality Chinese wine to enhance 
their culinary journey. 

“In all aspects of our opera-
tions — from product sourcing 
to delivery and customer sup-
port — the focus is always high 
quality.”

Forward looking 
In 1923, the company’s founder 
set off from his hometown in Chi-
na’s Xiamen for Malaya to make 
his mark. 

Riding on opportunities 
coupled with determination and 
some luck, he managed to save a 
sufficient amount to incorporate 
a company importing Chinese 
wine.  

The company, which is still 
going strong, is well served by 
fourth-generation leaders in the 
family business who adapt busi-
ness models to current trends 
and consumer needs. 

For example, Ang Leong 
Huat has refreshed its compa-
ny’s website and introduced 
e-commerce, which paved the 
way for a new market segment 
of online shoppers. 

MICHELLE CHIN Ang Leong Huat also has its own 
logistics team, for streamlined 
delivery of wine to customers. 

Mr Ang says: “Ang Leong Huat 
has listed its products in Red-
Mart, Grocermart, Zeemart and 
Lazada. 

“We adapt to the shifting 
behaviours of how Singaporeans 
perform their grocery shopping. 
Chinese wine is now available at 
the click of a mouse, so the tech-
nology-savvy will find it easy to 
shop for it.” 

To attract the younger crowd 
to Chinese wine, Ang Leong Huat 
teamed up with mixologists and 
wine sommeliers to create cock-
tails with Chinese wine. 

“We have since launched a few 
Chinese wine cocktail projects 
with wine bars, and the result is 
satisfactory,” he adds. 

To raise awareness of Chi-
nese wine among consumers, 
the company also plans to 
incorporate a subsidiary com-
pany that will conduct lessons 
and impart knowledge to 
consumers, including food and 
wine pairing. 

Chinese wine is now available at the click of a mouse, so the technology-savvy will find it easy to shop for 
it, says Ang Leong Huat’s director Ang Kah Joo. PHOTO: CHONG JUN LIANG

TAKING heed of customer 
feedback has helped Song-Cho, 
a local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 (SME) maintain its 
position as a market leader of 
stainless steel household prod-
ucts for over two decades.

The company specialises in 
household products manufac-
tured with high grade 304 stain-
less steel that are rust resistant, 
durable, safe and hygienic.

Says its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John Wee, 56: “As an SME in a 
niche yet competitive market, 
we constantly try to improve 
ourselves by listening to our 
customers’ needs and wants 
to provide valuable insights on 
product and service improve-
ments. 

“Our brand position has 
always been providing quality, 
premium products that are 
functional and value for money, 
and a great service experience at 
every touch point.” 

This customer-centric approach 
has helped Song-Cho win its 
second Established Brand award 
at this year’s Singapore Prestige 
Brand Award since 2013.

Diversifying the business 
Established in 1995, Song-Cho 
has since expanded its product 
range to include other unique 
and premium quality product 
offerings. 

These include custom-made 
kitchen systems and smaller 
items such as stainless steel rice 
cooker inner pots and dechlorin-
ating electric kettles.

Building an active 
group of followers
Song-Cho explores 
new ways to 
improve brand 
loyalty among its 
customers

In addition to providing war-
ranty coverage and servicing, 
the company also has a compre-
hensive range of services from 
delivery, installation, servicing, 
trade-in options, consultation, 
layout drafting to cooking 
demonstration classes.

However, Mr Wee acknowl-
edges that maintaining brand 
loyalty is getting more difficult 
due to the boom in e-commerce. 

“Customers are constantly 
looking for new things and com-
paring options online. Keeping 
abreast of new needs and wants, 
and attracting them to buy from 
us, is a major challenge,” he says.

To stay competitive, Song-Cho 
ventured into the online busi-
ness in 2014. 

It followed up with a mobile 
app to enable customers to 
access products and value-
added services more easily. 

The company has also 
expanded its customer engage-
ment on social media. 

On Facebook, it is actively 
building a group of followers 
with engaging posts. 
YouTube is where the 
company showcases 
product advertise-
ments and cooking 
demonstration 
videos. 

In addition, Song-
Cho engages social 
media influencers to 
write product reviews 
and recipes.

New initiatives 
Song-Cho has engaged 
a third-party service 
provider to use data 
analytics to measure 
its digital marketing 
return on investment.

Keeping up with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such 
as mobile payments 
and facial recogni-
tion can be daunting 
as the SME does not 

ESTHER TEO

have dedicate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ersonnel. 

“These technological devel-
opments open new possibilities 
for our business and we should 
ride on it where possible,” says 
Mr Wee.

Corporate governance is also 
critical. New regulations such 
as the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Act can be challenging for 
SMEs since they do not have 
compliance specialists like big 
corporations, he adds. 

Song-Cho appoints key staff 
members as data protection 
officers, who attend talks and 
perform company audits to 
ensure adherence to new regu-
lations. 

The management also attends 
relevant talks and workshops on 
the latest regulatory develop-
ments and requirements.

Mr Wee hopes to do more dig-
ital marketing to garner a larger 
and younger audience. 

“We are also looking into 
data mining and analytics to 
understand our customers better,” 
he adds.

Mr Wee hopes to do more digital marketing 
to garner a larger and younger audience.  
PHOTO: SONG-C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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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4DEasternUSA+Canada/Orlando fr.$2288
Upgrade to Sheraton on the Falls View Room,
1N atMont Tremblant, Visit Canyon Saite-Anne

11D USAWestern Delight fr.$2488
San Francisco/Visalia/Monterey/Grand Canyon/
LasVegas/Disneyland/Universal Studio

18D Argentina, Brazil, Bolivia & Peru fr.$12888
Rio De Janeiro/Lima/Cusco/Sacred Valley/Puno/La Paz/
Salar De Uyuni/Buenos Aires/Iguazu Falls/Sao Paulo/
Machu Picchu/Sugarloaf Mt

11DWonder of Egypt fr.$1288
Cairo/Hurghada/Luxor/KomOmbo/Edfu/Aswan
Upgrade Sleeper Train to Flight from Cairo to Aswan

11DRomanticGreece fr.$1788
Athens/Delphi/Kalambaka/Mykonos/Santorini
Sunset Dinner + Crazy Donkey Beer @Oia Village

10/12D South Africa + Victoria Falls fr.$2788
Johannesburg/Capetown/Sun City/Victoria Falls
Free Helicopter Ride at Capetown

EUROPE ASIAAUSTRALIA/NEW ZEALAND AMERICA/EXOTIC

fr.5/7D Bhutan Chartered Flight $1988
Tiger's Nest Monastery
Bhutanese Cultural Dance Performance+Costume Trying

Chartered Flight
9/10D Northern Lights of Iceland fr. $2788
Reykjavik/Golden Circle/South Coast
Blue Lagoon, Gulfoss, Skógafoss

Aurora Chasing

Free Abu Simbel

Free 2NMauritius

BEST SELLER

BEST SELLER

8/9D Skiing Korea +Jeju fr.$858
1N Ski Resort + Ski Activities,
Mt.Seorak + Sheep Feeding, LotteWorld + Seoul Sky +
Aquarium, Hello Kitty Island + Tangerine Farm

Upgrade to 5«Hotel

2ndpax

8/9D Taiwan All-In Deluxe Tour fr.$658
1N Hot Spring Hotel+2N International 5«Hotel
Experience the High-speed train + East coast scenic train

Hotel
Free upgrade
to 5«

2ndpax

7D Beautiful Hiroshima+Shikoku fr.$1528
Kurashiki Canal by Boat Ride,Oboke Gorge Boat Cruise
Matsuyama Castle Inside+ Ropeway,
Koraku-en Japanese Garden

Silk Air Direct Filght

2ndpax

8D Harbin Yabuli Snow Fun Tour fr.$858
China Snow Town
Harbin Snow sculpture Art Expo

Free upgrade
Int 5« Kempinski Hotel Harbin

2ndpax
12DGreatMigrationofTanzania&Kenya fr.$7588
Arusha/Ngorongoro Crater/Serengeti NP/Maasai Mara
NR/Lake Naivasha/Aberdare NP

2ndpax

2ndpax

2ndpax

2ndpax

2ndpax

2ndpax
6DMelbourne Discovery fr.$1388
Philip Island /Mornington Peninsula/Dandenong &
Yarra ValleyOvernight at Philip Island, Penguin Parade,
Fruit Picking

2ndpax

7D Perth & SouthWest Explorer fr.$1388
Perth/Albany /Augusta /Margaret River /Busselton/
Swan ValleyTreeTopWalk, Wine Tasting, Caversham
Wildlife Park

2ndpax

7D Gold Coast Family Fun fr.$1588
Stay in Tangalooma Resort &Wild Dolphin Feeding
Catch-A-Crab Cruise, MovieWorld & Dreamworld

2ndpax

nd

8DMelbourne & Gold Coast Delight fr.$1888
Philip Island, Eureka Skydeck, Bathing Boxes
MovieWorld, Country Farm, Hard Rock Dinner

2 pax

10D New Zealand Highlights fr.$3488
Wellington/Taupo/Rotorua/Auckland/Christchurch/
Dunedin/Queenstown/Mt Cook/Twizel

2ndpax

12D Best of New Zealand + Fiji fr.$3888
Christchurch/Hokitika/Wanaka/Queenstown/
Ashburton/Auckland/Rotorua/Hamilton Free 2N Fiji

2ndpax

2ndpax

10D Spain & Portugal fr.$888
Barcelona/Madrid/Granada/Seville/Lisbon
2NMadrid & 2N Lisbon

2ndpax

13/15D Spain Portugal +Morocco fr.$1488
Barcelona/Valencia/Granda/Seville/
Lisbon/Salamanca/Madrid

Entrance Included

2ndpax

9/10D Best Of Russia fr.$2288
St Petersburg/Moscow/Sergiev Posad/
Schilsselburg/Kremlin

2ndpax

12D Discover of Balkans fr. $1488
Bosnia&Herzegovina/Croatia/Slovenia/Serbia/Salzburg

2ndpax

11D Picturesque Norway fr. $3488
Stavanger/Bergen/Loen/Alesund/Trondheim/Oslo/
Flam/Geiranger/Trollstigen/Pulpit Rock/
Atlantic Ocean Road

2ndpax

12D Christmas Time On The
Danube Cruise

fr.$4088

Germany/Austria/Slovakia/Czech Republic

2ndpax

10D Austria + Bavaria fr.$1088
Austria/Salzburg/Mondsee/Innsbruck/Munich
ScenicTrain ride to Garmisch-Partenkirchen

2ndpax

12D Treasure of The Balkans fr.$1688
Macedonia/Albania/Kosov/Bulgaria/Romania
Folkshow in Traditional Bulgarian Restaurant

2ndpax

10D Central Europe 6 Countries fr. $1088
Germany/Austria/Switzerland/France/Belgium/
Netherlands Direct Flight on SIA

2ndpax

10/14D United Kingdom+ Ireland fr.$2788
England/Scotland/Ireland
Isle of Syke, Jacobite Steam Train, ScotchWhisky
Experience

2ndpax11D Europe Highlights fr.$1288
Milan/Lucerne/Interlaken/Paris/Brussel/Amsterdam
Exclusive Longest sledge run in Europe - 7.6km Bussalp

Value forMoney
2ndpax

3D All-in Europe Footprint fr.$2488
London/Paris/Colmar/Black Forest/Lucerne/
Milan/Venice/Siena/Rome/Mt Titlis.

Value forMoney

2ndpax

nd

11D South Italy Sicily +Malta fr.$2488
Rome/Naples/Capri/Sorrento/
Palermo/Agrigento/Taormina/Syracuse/Malta

Premium Exclusive

4-5« hotel

2 pax

10D London Paris Brussels Amsterdam fr.$988
London/Paris/Brussels/Amsterdam
Eurostar London to Paris, 2N London, Paris & Amsterdam

Value forMoney

2ndpax

7/8D Golden Route Honshu -Autumn fr.$1588
Lake Kawaguchi Scenic Cruise+Kachikachi
Saga Scenic Railway Ride+Arashiyama Bamboo grove

Autumn Special

2ndpax

13/14D Highlight of Eastern Europe fr.$1588
Czech Republic/Germany/Poland/Hungary/
Austria,Danube Cruise Lunch

2ndpax

nd

15/17D Europe Discovery + London fr.$2688
Rome/Florence/Pisa/Venice/Salzburg/Innsbruck/Vaduz/
Interlaken/Lucerne/Black Forest/Heidelberg/
Cologne/Amsterdam/Brussels/Paris/Mt Titlis.

Premium

4-5« hotel

2 pax

12D Romantic Italy +Monte Carlo
Monaco/Milan/Cinque Terre/Venice/Siena/
Assisi/Rome/Capri/Pompeii/Naples/Sorrento

Premium
fr.$24882ndpax

hotel4-5«

BEST SELLER

BEST SELLER

Dep: (2017) Nov 24,25,26,28,29
Dec Daily (2018) Jan 5,8,12,19,26
Feb 9,14,16,18Mar 2,3,9,11,16 fr.$3488

10DWinterAdventure in Finland
+NorwayKingCrab Safari
Helsinki/Rovaniemi/Saariselka/Kirkeness
✓ Overnight at Glass Igloo*
✓ 4 Nights of Aurora Hunting Activities
✓ Snowmobile, Husky, Reindeer Rides
✓ Santa Claus Village

fr.$3188

10D Aurora Chasing in Norway
+ Northernlights Island*

Dep: (2017) Nov 9,21,24,28
Dec 1,5,8,12,15,19,26 (2018) Jan 5,12
19,26 Feb 2,15,16 Mar 2,9,16,23

Tromso/Narvik/Harstad/Lofoten Islands/Sommaroy
✓ 7 Nights above the Arctic Circle
✓ 7 Chances of seeing Northern Lights
✓ Overnight in Sommaroy Northernlights Island
✓ Hurtigruten Cruise*

fr.$2288Dep: (2017) Nov 23 Dec 21
(2018) Feb 12,14 Mar 7, 21,
Apr 12,26 May 24 Jun 7

Azerbaijan/Georgia/Armenia
✓ Full board and Special Local Foodmaking experience
✓ Khor Virap & GeghardMonastery
✓ 4WD ride to Gergeti Mountain
✓ Gobustan Rock Art Cultural Landscape
✓ Cable car ride to Narikala Fortress

11D Great Caucasus10D Scenic Eastern Europe
Venice/Milan/Pisa/Rome/Siena/Bologna
10/12D Italy Fiesta + Dubai

✓ 2N Bologna, Rome
✓ Venice Island

✓ Vatican City
✓ Medieval Siena

Dep: (2017) Oct 3,5,12,19,24,26
Nov 7,10,13,16,17, 21,24,28
Dec 2,5,12,19,23
(2018) Jan 24 Feb 12,14,16,18 1st pax fr $2388

2nd pax fr$0

✓ Lunch at Bled Castle with Cream Cake Tasting
✓ Upgrade 3N 5★ Sheraton Dubrovnik
✓ Tastes of the Mediterranean Black &White Risotto
✓ Croatian style’s roast duck
Dep: (2017) Oct 1,5,7,12,14,15,19,25 Nov 1
5,9,12,15,23 Dec 2,8,9,11,13,14,16,17,20,23
(2018) Feb 14,15,16,22 Mar 8,14,28

11/12D Adventure to Balkans

1st pax fr $2978
2nd pax fr$0Dep: (2017) Oct 14,17,28 Nov 4,11,18,24,26

Dec 1,2,8,9,14,16,22, 24 (2018) Jan 10
17,24,31 Feb 14,16,28 Mar 14,21,24 1st pax fr $2678

2nd pax fr$0

✓ 'The Sound of Music' Filming site - Salzburg
✓ Cesky Krumlov
✓ Prague Castle 2
✓ N Budapest & Prague

Hungary/Slovakia/Austria/Czech Republic Bosnia&Herzegovina/Croatia/Slovenia/Italy

1st pax fr $3778
2nd pax fr$0

✓ Upgrade 2N to 5★ Vilnius Grand Resort
✓ Special Local Cuisines in each city
✓ Tallinn, Riga, Vilnius, Warsaw Old Town

✓ Free Photography with Ottoman Costume
✓ Free Hot Air Balloon Ride*
✓ 5★ Hotel Stay for Entire Tour
✓ Upgrade 2N to Cave

Hotel Cappadocia
Dep: Oct 2017 – Jun 2018

10D Amazing Turkey

1st pax fr $1998
2nd pax fr$0

Istanbul/Canakkale/Kusadasi/Pamukkale/
Cappadocia/Ankara/Bolu

Dep: (2018) Jan 5,12,26 Feb 2

10D Unlimited Northern Lights
Chasing in Tromso

1st pax fr $5178
2nd pax fr$0

Tromso
✓ Photography guidance from a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 ✓ Tromso city tour

✓ 7 Days Aurora Borealis tour pass
✓ 4★ hotel stay for entire tour

fr.$2188

12D Great Morocco with
Sahara & Chefchaouen
Casablanca/Marrakesh/Ouarzazate/Erfoud/Fes/
Meknes/Chefchaouen/Rabat
✓ Sahara Desert Sunset Tour with Jeep & Camel Ride
✓ Full board Meals & special Fantasia Dinner Show
✓ 5★ hotel throughout + 1N at Blue City
✓ UNESCO Kasbah Ait Benhaddou
Dep : (2018) Mar 03 Apr 11,25
May 9,23 Jun 6,13

2nd pax

2nd pax

2nd pax

2nd pax

8/9DWinter Busan + Jeju

Dep: (2017) Dec 03,06,10,15,17
(2018) Feb 13

Special Dep: Nov 20
Group Dep: (2017) Nov 12 Dec 04,10,19
(2018) Feb 12 Mar 09,27,29,31 Apr 03

6/8D Love In Kyushu-Silk air
Charter Flight

✓ Nanta Show & Busan ''Santorini" Village
✓ Experience Jjimjilbang & Ski + Suit + Equipment
✓ PersimmonWine Tunnel & Aiins World

Light Festival
✓ Upgrade 5★ Hotel

1st pax fr $1865
fr$928

2nd pax

1st pax fr $2388
fr$1188

2nd pax

✓ Afican Safari Park/Yutoku Inari Shrine
✓ Yanagawa boat ride +Unagi Rice
✓ Mt. Inasayama Cable Car
✓ 3N Onsen Hotel+Hot sand Bath

10D Escape to the Baltics
Estonia, Latvia, Lithuania, Poland

Dep: (2017) Dec 20,23 (2018) Feb 15
Mar 8,22 Apr 5,19,26 May 11,26 Jun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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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its striking blue, red and yellow label, the 
Plum Blossom Hua Tiao Chiew is recognisable 
in many commercial kitchens and households.

Home-grown company Ang Leong Huat, 
which won its first award at this year’s Sin-
gapore Prestige Brand Award in the Heritage 
Brands category, is the sole local importer and 
distributor of this well known product, which 
is meant for drinking and as a condiment when 
cooking. 

The company supplies the product to com-
mercial kitchens, selected minimarts as well as 
major supermarkets in Singapore.

It also imports, supplies and distributes many 
types of Chinese wine and spirits for drinking 
and cooking purposes.

Mr Ang Kah Joo, 68, director of Ang Leong 
Huat and a third-generation leader of the family 
business, says: “We are dedicated to inspiring 
customers with the goodness and taste of high 

quality Chinese wine to enhance their culinary 
journey.

“In all aspects of our operations — from 
product sourcing to delivery and customer sup-
port — the focus is always high quality.”

Forward looking
In 1923, the company’s founder set off from 
his hometown in China’s Xiamen for Malaya to 
make his mark.

Riding on opportunities coupled with deter-
mination and some luck, he managed to save a 
sufficient amount to incorporate a company im-
porting Chinese wine.

The company, which is still going strong, is 
well served by fourth-generation leaders in the 
family business who adapt business models to 
current trends and consumer needs.

For example, Ang Leong Huat has refreshed 
its company’s website and introduced e-com-
merce, which paved the way for a new market 
segment of online shoppers.

Ang Leong Huat also has its own logistics 
team, for streamlined delivery of wine to cus-
tomers.

Mr Ang says: “Ang Leong Huat has listed its 
products in Red-Mart, Grocermart, Zeemart and 
Lazada.

“We adapt to the shifting behaviours of how 
Singaporeans perform their grocery shopping. 
Chinese wine is now available at the click of a 
mouse, so the technology-savvy will find it easy 
to shop for it.”

To attract the younger crowd to Chinese 
wine, Ang Leong Huat teamed up with mixol-
ogists and wine sommeliers to create cocktails 
with Chinese wine.

“We have since launched a few Chinese wine 
cocktail projects with wine bars, and the result 
is satisfactory,” he adds.

To raise awareness of Chinese wine among 
consumers, the company also plans to incor-
porate a subsidiary company that will conduct 
lessons and impart knowledge to consumers, 
including food and wine pairing.

Chinese wine is now available at the click of a mouse, so the technology-savvy will find it easy to shop for it, says Ang Leong Huat’s director Ang Kah 
Joo. PHOTO: CHONG JUN L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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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its striking blue, red and 
yellow label, the Plum Blossom 
Hua Tiao Chiew is recognisable in 
many commercial kitchens and 
households.   

Home-grown company Ang 
Leong Huat, which won its first 
award at this year’s Singapore 
Prestige Brand Award in the Her-
itage Brands category, is the sole 
local importer and distributor of 
this well known product, which 
is meant for drinking and as a 
condiment when cooking. 

The company supplies the 
product to commercial kitchens, 
selected minimarts as well as 
major supermarkets in Singapore. 

It also imports, supplies 
and distributes many types of 
Chinese wine and spirits for 
drinking and cooking purposes.  

Mr Ang Kah Joo, 68, director of 
Ang Leong Huat and a third-gen-
eration leader of the family busi-
ness, says: “We are dedicated 
to inspiring customers with 
the goodness and taste of high 

A toast to high quality

quality Chinese wine to enhance 
their culinary journey. 

“In all aspects of our opera-
tions — from product sourcing 
to delivery and customer sup-
port — the focus is always high 
quality.”

Forward looking 
In 1923, the company’s founder 
set off from his hometown in Chi-
na’s Xiamen for Malaya to make 
his mark. 

Riding on opportunities 
coupled with determination and 
some luck, he managed to save a 
sufficient amount to incorporate 
a company importing Chinese 
wine.  

The company, which is still 
going strong, is well served by 
fourth-generation leaders in the 
family business who adapt busi-
ness models to current trends 
and consumer needs. 

For example, Ang Leong 
Huat has refreshed its compa-
ny’s website and introduced 
e-commerce, which paved the 
way for a new market segment 
of online shoppers. 

MICHELLE CHIN Ang Leong Huat also has its own 
logistics team, for streamlined 
delivery of wine to customers. 

Mr Ang says: “Ang Leong Huat 
has listed its products in Red-
Mart, Grocermart, Zeemart and 
Lazada. 

“We adapt to the shifting 
behaviours of how Singaporeans 
perform their grocery shopping. 
Chinese wine is now available at 
the click of a mouse, so the tech-
nology-savvy will find it easy to 
shop for it.” 

To attract the younger crowd 
to Chinese wine, Ang Leong Huat 
teamed up with mixologists and 
wine sommeliers to create cock-
tails with Chinese wine. 

“We have since launched a few 
Chinese wine cocktail projects 
with wine bars, and the result is 
satisfactory,” he adds. 

To raise awareness of Chi-
nese wine among consumers, 
the company also plans to 
incorporate a subsidiary com-
pany that will conduct lessons 
and impart knowledge to 
consumers, including food and 
wine pairing. 

Chinese wine is now available at the click of a mouse, so the technology-savvy will find it easy to shop for 
it, says Ang Leong Huat’s director Ang Kah Joo. PHOTO: CHONG JUN LIANG

TAKING heed of customer 
feedback has helped Song-Cho, 
a local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 (SME) maintain its 
position as a market leader of 
stainless steel household prod-
ucts for over two decades.

The company specialises in 
household products manufac-
tured with high grade 304 stain-
less steel that are rust resistant, 
durable, safe and hygienic.

Says its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John Wee, 56: “As an SME in a 
niche yet competitive market, 
we constantly try to improve 
ourselves by listening to our 
customers’ needs and wants 
to provide valuable insights on 
product and service improve-
ments. 

“Our brand position has 
always been providing quality, 
premium products that are 
functional and value for money, 
and a great service experience at 
every touch point.” 

This customer-centric approach 
has helped Song-Cho win its 
second Established Brand award 
at this year’s Singapore Prestige 
Brand Award since 2013.

Diversifying the business 
Established in 1995, Song-Cho 
has since expanded its product 
range to include other unique 
and premium quality product 
offerings. 

These include custom-made 
kitchen systems and smaller 
items such as stainless steel rice 
cooker inner pots and dechlorin-
ating electric kettles.

Building an active 
group of followers
Song-Cho explores 
new ways to 
improve brand 
loyalty among its 
customers

In addition to providing war-
ranty coverage and servicing, 
the company also has a compre-
hensive range of services from 
delivery, installation, servicing, 
trade-in options, consultation, 
layout drafting to cooking 
demonstration classes.

However, Mr Wee acknowl-
edges that maintaining brand 
loyalty is getting more difficult 
due to the boom in e-commerce. 

“Customers are constantly 
looking for new things and com-
paring options online. Keeping 
abreast of new needs and wants, 
and attracting them to buy from 
us, is a major challenge,” he says.

To stay competitive, Song-Cho 
ventured into the online busi-
ness in 2014. 

It followed up with a mobile 
app to enable customers to 
access products and value-
added services more easily. 

The company has also 
expanded its customer engage-
ment on social media. 

On Facebook, it is actively 
building a group of followers 
with engaging posts. 
YouTube is where the 
company showcases 
product advertise-
ments and cooking 
demonstration 
videos. 

In addition, Song-
Cho engages social 
media influencers to 
write product reviews 
and recipes.

New initiatives 
Song-Cho has engaged 
a third-party service 
provider to use data 
analytics to measure 
its digital marketing 
return on investment.

Keeping up with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such 
as mobile payments 
and facial recogni-
tion can be daunting 
as the SME does not 

ESTHER TEO

have dedicate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ersonnel. 

“These technological devel-
opments open new possibilities 
for our business and we should 
ride on it where possible,” says 
Mr Wee.

Corporate governance is also 
critical. New regulations such 
as the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Act can be challenging for 
SMEs since they do not have 
compliance specialists like big 
corporations, he adds. 

Song-Cho appoints key staff 
members as data protection 
officers, who attend talks and 
perform company audits to 
ensure adherence to new regu-
lations. 

The management also attends 
relevant talks and workshops on 
the latest regulatory develop-
ments and requirements.

Mr Wee hopes to do more dig-
ital marketing to garner a larger 
and younger audience. 

“We are also looking into 
data mining and analytics to 
understand our customers better,” 
he adds.

Mr Wee hopes to do more digital marketing 
to garner a larger and younger audience.  
PHOTO: SONG-CHO

1

13/14DEasternUSA+Canada/Orlando fr.$2288
Upgrade to Sheraton on the Falls View Room,
1N atMont Tremblant, Visit Canyon Saite-Anne

11D USAWestern Delight fr.$2488
San Francisco/Visalia/Monterey/Grand Canyon/
LasVegas/Disneyland/Universal Studio

18D Argentina, Brazil, Bolivia & Peru fr.$12888
Rio De Janeiro/Lima/Cusco/Sacred Valley/Puno/La Paz/
Salar De Uyuni/Buenos Aires/Iguazu Falls/Sao Paulo/
Machu Picchu/Sugarloaf Mt

11DWonder of Egypt fr.$1288
Cairo/Hurghada/Luxor/KomOmbo/Edfu/Aswan
Upgrade Sleeper Train to Flight from Cairo to Aswan

11DRomanticGreece fr.$1788
Athens/Delphi/Kalambaka/Mykonos/Santorini
Sunset Dinner + Crazy Donkey Beer @Oia Village

10/12D South Africa + Victoria Falls fr.$2788
Johannesburg/Capetown/Sun City/Victoria Falls
Free Helicopter Ride at Capetown

EUROPE ASIAAUSTRALIA/NEW ZEALAND AMERICA/EXOTIC

fr.5/7D Bhutan Chartered Flight $1988
Tiger's Nest Monastery
Bhutanese Cultural Dance Performance+Costume Trying

Chartered Flight
9/10D Northern Lights of Iceland fr. $2788
Reykjavik/Golden Circle/South Coast
Blue Lagoon, Gulfoss, Skógafoss

Aurora Chasing

Free Abu Simbel

Free 2NMauritius

BEST SELLER

BEST SELLER

8/9D Skiing Korea +Jeju fr.$858
1N Ski Resort + Ski Activities,
Mt.Seorak + Sheep Feeding, LotteWorld + Seoul Sky +
Aquarium, Hello Kitty Island + Tangerine Farm

Upgrade to 5«Hotel

2ndpax

8/9D Taiwan All-In Deluxe Tour fr.$658
1N Hot Spring Hotel+2N International 5«Hotel
Experience the High-speed train + East coast scenic train

Hotel
Free upgrade
to 5«

2ndpax

7D Beautiful Hiroshima+Shikoku fr.$1528
Kurashiki Canal by Boat Ride,Oboke Gorge Boat Cruise
Matsuyama Castle Inside+ Ropeway,
Koraku-en Japanese Garden

Silk Air Direct Filght

2ndpax

8D Harbin Yabuli Snow Fun Tour fr.$858
China Snow Town
Harbin Snow sculpture Art Expo

Free upgrade
Int 5« Kempinski Hotel Harbin

2ndpax
12DGreatMigrationofTanzania&Kenya fr.$7588
Arusha/Ngorongoro Crater/Serengeti NP/Maasai Mara
NR/Lake Naivasha/Aberdare NP

2ndpax

2ndpax

2ndpax

2ndpax

2ndpax

2ndpax
6DMelbourne Discovery fr.$1388
Philip Island /Mornington Peninsula/Dandenong &
Yarra ValleyOvernight at Philip Island, Penguin Parade,
Fruit Picking

2ndpax

7D Perth & SouthWest Explorer fr.$1388
Perth/Albany /Augusta /Margaret River /Busselton/
Swan ValleyTreeTopWalk, Wine Tasting, Caversham
Wildlife Park

2ndpax

7D Gold Coast Family Fun fr.$1588
Stay in Tangalooma Resort &Wild Dolphin Feeding
Catch-A-Crab Cruise, MovieWorld & Dreamworld

2ndpax

nd

8DMelbourne & Gold Coast Delight fr.$1888
Philip Island, Eureka Skydeck, Bathing Boxes
MovieWorld, Country Farm, Hard Rock Dinner

2 pax

10D New Zealand Highlights fr.$3488
Wellington/Taupo/Rotorua/Auckland/Christchurch/
Dunedin/Queenstown/Mt Cook/Twizel

2ndpax

12D Best of New Zealand + Fiji fr.$3888
Christchurch/Hokitika/Wanaka/Queenstown/
Ashburton/Auckland/Rotorua/Hamilton Free 2N Fiji

2ndpax

2ndpax

10D Spain & Portugal fr.$888
Barcelona/Madrid/Granada/Seville/Lisbon
2NMadrid & 2N Lisbon

2ndpax

13/15D Spain Portugal +Morocco fr.$1488
Barcelona/Valencia/Granda/Seville/
Lisbon/Salamanca/Madrid

Entrance Included

2ndpax

9/10D Best Of Russia fr.$2288
St Petersburg/Moscow/Sergiev Posad/
Schilsselburg/Kremlin

2ndpax

12D Discover of Balkans fr. $1488
Bosnia&Herzegovina/Croatia/Slovenia/Serbia/Salzburg

2ndpax

11D Picturesque Norway fr. $3488
Stavanger/Bergen/Loen/Alesund/Trondheim/Oslo/
Flam/Geiranger/Trollstigen/Pulpit Rock/
Atlantic Ocean Road

2ndpax

12D Christmas Time On The
Danube Cruise

fr.$4088

Germany/Austria/Slovakia/Czech Republic

2ndpax

10D Austria + Bavaria fr.$1088
Austria/Salzburg/Mondsee/Innsbruck/Munich
ScenicTrain ride to Garmisch-Partenkirchen

2ndpax

12D Treasure of The Balkans fr.$1688
Macedonia/Albania/Kosov/Bulgaria/Romania
Folkshow in Traditional Bulgarian Restaurant

2ndpax

10D Central Europe 6 Countries fr. $1088
Germany/Austria/Switzerland/France/Belgium/
Netherlands Direct Flight on SIA

2ndpax

10/14D United Kingdom+ Ireland fr.$2788
England/Scotland/Ireland
Isle of Syke, Jacobite Steam Train, ScotchWhisky
Experience

2ndpax11D Europe Highlights fr.$1288
Milan/Lucerne/Interlaken/Paris/Brussel/Amsterdam
Exclusive Longest sledge run in Europe - 7.6km Bussalp

Value forMoney
2ndpax

3D All-in Europe Footprint fr.$2488
London/Paris/Colmar/Black Forest/Lucerne/
Milan/Venice/Siena/Rome/Mt Titlis.

Value forMoney

2ndpax

nd

11D South Italy Sicily +Malta fr.$2488
Rome/Naples/Capri/Sorrento/
Palermo/Agrigento/Taormina/Syracuse/Malta

Premium Exclusive

4-5« hotel

2 pax

10D London Paris Brussels Amsterdam fr.$988
London/Paris/Brussels/Amsterdam
Eurostar London to Paris, 2N London, Paris & Amsterdam

Value forMoney

2ndpax

7/8D Golden Route Honshu -Autumn fr.$1588
Lake Kawaguchi Scenic Cruise+Kachikachi
Saga Scenic Railway Ride+Arashiyama Bamboo grove

Autumn Special

2ndpax

13/14D Highlight of Eastern Europe fr.$1588
Czech Republic/Germany/Poland/Hungary/
Austria,Danube Cruise Lunch

2ndpax

nd

15/17D Europe Discovery + London fr.$2688
Rome/Florence/Pisa/Venice/Salzburg/Innsbruck/Vaduz/
Interlaken/Lucerne/Black Forest/Heidelberg/
Cologne/Amsterdam/Brussels/Paris/Mt Titlis.

Premium

4-5« hotel

2 pax

12D Romantic Italy +Monte Carlo
Monaco/Milan/Cinque Terre/Venice/Siena/
Assisi/Rome/Capri/Pompeii/Naples/Sorrento

Premium
fr.$24882ndpax

hotel4-5«

BEST SELLER

BEST SELLER

Dep: (2017) Nov 24,25,26,28,29
Dec Daily (2018) Jan 5,8,12,19,26
Feb 9,14,16,18Mar 2,3,9,11,16 fr.$3488

10DWinterAdventure in Finland
+NorwayKingCrab Safari
Helsinki/Rovaniemi/Saariselka/Kirkeness
✓ Overnight at Glass Igloo*
✓ 4 Nights of Aurora Hunting Activities
✓ Snowmobile, Husky, Reindeer Rides
✓ Santa Claus Village

fr.$3188

10D Aurora Chasing in Norway
+ Northernlights Island*

Dep: (2017) Nov 9,21,24,28
Dec 1,5,8,12,15,19,26 (2018) Jan 5,12
19,26 Feb 2,15,16 Mar 2,9,16,23

Tromso/Narvik/Harstad/Lofoten Islands/Sommaroy
✓ 7 Nights above the Arctic Circle
✓ 7 Chances of seeing Northern Lights
✓ Overnight in Sommaroy Northernlights Island
✓ Hurtigruten Cruise*

fr.$2288Dep: (2017) Nov 23 Dec 21
(2018) Feb 12,14 Mar 7, 21,
Apr 12,26 May 24 Jun 7

Azerbaijan/Georgia/Armenia
✓ Full board and Special Local Foodmaking experience
✓ Khor Virap & GeghardMonastery
✓ 4WD ride to Gergeti Mountain
✓ Gobustan Rock Art Cultural Landscape
✓ Cable car ride to Narikala Fortress

11D Great Caucasus10D Scenic Eastern Europe
Venice/Milan/Pisa/Rome/Siena/Bologna
10/12D Italy Fiesta + Dubai

✓ 2N Bologna, Rome
✓ Venice Island

✓ Vatican City
✓ Medieval Siena

Dep: (2017) Oct 3,5,12,19,24,26
Nov 7,10,13,16,17, 21,24,28
Dec 2,5,12,19,23
(2018) Jan 24 Feb 12,14,16,18 1st pax fr $2388

2nd pax fr$0

✓ Lunch at Bled Castle with Cream Cake Tasting
✓ Upgrade 3N 5★ Sheraton Dubrovnik
✓ Tastes of the Mediterranean Black &White Risotto
✓ Croatian style’s roast duck
Dep: (2017) Oct 1,5,7,12,14,15,19,25 Nov 1
5,9,12,15,23 Dec 2,8,9,11,13,14,16,17,20,23
(2018) Feb 14,15,16,22 Mar 8,14,28

11/12D Adventure to Balkans

1st pax fr $2978
2nd pax fr$0Dep: (2017) Oct 14,17,28 Nov 4,11,18,24,26

Dec 1,2,8,9,14,16,22, 24 (2018) Jan 10
17,24,31 Feb 14,16,28 Mar 14,21,24 1st pax fr $2678

2nd pax fr$0

✓ 'The Sound of Music' Filming site - Salzburg
✓ Cesky Krumlov
✓ Prague Castle 2
✓ N Budapest & Prague

Hungary/Slovakia/Austria/Czech Republic Bosnia&Herzegovina/Croatia/Slovenia/Italy

1st pax fr $3778
2nd pax fr$0

✓ Upgrade 2N to 5★ Vilnius Grand Resort
✓ Special Local Cuisines in each city
✓ Tallinn, Riga, Vilnius, Warsaw Old Town

✓ Free Photography with Ottoman Costume
✓ Free Hot Air Balloon Ride*
✓ 5★ Hotel Stay for Entire Tour
✓ Upgrade 2N to Cave

Hotel Cappadocia
Dep: Oct 2017 – Jun 2018

10D Amazing Turkey

1st pax fr $1998
2nd pax fr$0

Istanbul/Canakkale/Kusadasi/Pamukkale/
Cappadocia/Ankara/Bolu

Dep: (2018) Jan 5,12,26 Feb 2

10D Unlimited Northern Lights
Chasing in Tromso

1st pax fr $5178
2nd pax fr$0

Tromso
✓ Photography guidance from a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 ✓ Tromso city tour

✓ 7 Days Aurora Borealis tour pass
✓ 4★ hotel stay for entire tour

fr.$2188

12D Great Morocco with
Sahara & Chefchaouen
Casablanca/Marrakesh/Ouarzazate/Erfoud/Fes/
Meknes/Chefchaouen/Rabat
✓ Sahara Desert Sunset Tour with Jeep & Camel Ride
✓ Full board Meals & special Fantasia Dinner Show
✓ 5★ hotel throughout + 1N at Blue City
✓ UNESCO Kasbah Ait Benhaddou
Dep : (2018) Mar 03 Apr 11,25
May 9,23 Jun 6,13

2nd pax

2nd pax

2nd pax

2nd pax

8/9DWinter Busan + Jeju

Dep: (2017) Dec 03,06,10,15,17
(2018) Feb 13

Special Dep: Nov 20
Group Dep: (2017) Nov 12 Dec 04,10,19
(2018) Feb 12 Mar 09,27,29,31 Apr 03

6/8D Love In Kyushu-Silk air
Charter Flight

✓ Nanta Show & Busan ''Santorini" Village
✓ Experience Jjimjilbang & Ski + Suit + Equipment
✓ PersimmonWine Tunnel & Aiins World

Light Festival
✓ Upgrade 5★ Hotel

1st pax fr $1865
fr$928

2nd pax

1st pax fr $2388
fr$1188

2nd pax

✓ Afican Safari Park/Yutoku Inari Shrine
✓ Yanagawa boat ride +Unagi Rice
✓ Mt. Inasayama Cable Car
✓ 3N Onsen Hotel+Hot sand Bath

10D Escape to the Baltics
Estonia, Latvia, Lithuania, Poland

Dep: (2017) Dec 20,23 (2018) Feb 15
Mar 8,22 Apr 5,19,26 May 11,26 Jun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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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its striking blue, red and 
yellow label, the Plum Blossom 
Hua Tiao Chiew is recognisable in 
many commercial kitchens and 
households.   

Home-grown company Ang 
Leong Huat, which won its first 
award at this year’s Singapore 
Prestige Brand Award in the Her-
itage Brands category, is the sole 
local importer and distributor of 
this well known product, which 
is meant for drinking and as a 
condiment when cooking. 

The company supplies the 
product to commercial kitchens, 
selected minimarts as well as 
major supermarkets in Singapore. 

It also imports, supplies 
and distributes many types of 
Chinese wine and spirits for 
drinking and cooking purposes.  

Mr Ang Kah Joo, 68, director of 
Ang Leong Huat and a third-gen-
eration leader of the family busi-
ness, says: “We are dedicated 
to inspiring customers with 
the goodness and taste of high 

A toast to high quality

quality Chinese wine to enhance 
their culinary journey. 

“In all aspects of our opera-
tions — from product sourcing 
to delivery and customer sup-
port — the focus is always high 
quality.”

Forward looking 
In 1923, the company’s founder 
set off from his hometown in Chi-
na’s Xiamen for Malaya to make 
his mark. 

Riding on opportunities 
coupled with determination and 
some luck, he managed to save a 
sufficient amount to incorporate 
a company importing Chinese 
wine.  

The company, which is still 
going strong, is well served by 
fourth-generation leaders in the 
family business who adapt busi-
ness models to current trends 
and consumer needs. 

For example, Ang Leong 
Huat has refreshed its compa-
ny’s website and introduced 
e-commerce, which paved the 
way for a new market segment 
of online shoppers. 

MICHELLE CHIN Ang Leong Huat also has its own 
logistics team, for streamlined 
delivery of wine to customers. 

Mr Ang says: “Ang Leong Huat 
has listed its products in Red-
Mart, Grocermart, Zeemart and 
Lazada. 

“We adapt to the shifting 
behaviours of how Singaporeans 
perform their grocery shopping. 
Chinese wine is now available at 
the click of a mouse, so the tech-
nology-savvy will find it easy to 
shop for it.” 

To attract the younger crowd 
to Chinese wine, Ang Leong Huat 
teamed up with mixologists and 
wine sommeliers to create cock-
tails with Chinese wine. 

“We have since launched a few 
Chinese wine cocktail projects 
with wine bars, and the result is 
satisfactory,” he adds. 

To raise awareness of Chi-
nese wine among consumers, 
the company also plans to 
incorporate a subsidiary com-
pany that will conduct lessons 
and impart knowledge to 
consumers, including food and 
wine pairing. 

Chinese wine is now available at the click of a mouse, so the technology-savvy will find it easy to shop for 
it, says Ang Leong Huat’s director Ang Kah Joo. PHOTO: CHONG JUN LIANG

TAKING heed of customer 
feedback has helped Song-Cho, 
a local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 (SME) maintain its 
position as a market leader of 
stainless steel household prod-
ucts for over two decades.

The company specialises in 
household products manufac-
tured with high grade 304 stain-
less steel that are rust resistant, 
durable, safe and hygienic.

Says its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John Wee, 56: “As an SME in a 
niche yet competitive market, 
we constantly try to improve 
ourselves by listening to our 
customers’ needs and wants 
to provide valuable insights on 
product and service improve-
ments. 

“Our brand position has 
always been providing quality, 
premium products that are 
functional and value for money, 
and a great service experience at 
every touch point.” 

This customer-centric approach 
has helped Song-Cho win its 
second Established Brand award 
at this year’s Singapore Prestige 
Brand Award since 2013.

Diversifying the business 
Established in 1995, Song-Cho 
has since expanded its product 
range to include other unique 
and premium quality product 
offerings. 

These include custom-made 
kitchen systems and smaller 
items such as stainless steel rice 
cooker inner pots and dechlorin-
ating electric kettles.

Building an active 
group of followers
Song-Cho explores 
new ways to 
improve brand 
loyalty among its 
customers

In addition to providing war-
ranty coverage and servicing, 
the company also has a compre-
hensive range of services from 
delivery, installation, servicing, 
trade-in options, consultation, 
layout drafting to cooking 
demonstration classes.

However, Mr Wee acknowl-
edges that maintaining brand 
loyalty is getting more difficult 
due to the boom in e-commerce. 

“Customers are constantly 
looking for new things and com-
paring options online. Keeping 
abreast of new needs and wants, 
and attracting them to buy from 
us, is a major challenge,” he says.

To stay competitive, Song-Cho 
ventured into the online busi-
ness in 2014. 

It followed up with a mobile 
app to enable customers to 
access products and value-
added services more easily. 

The company has also 
expanded its customer engage-
ment on social media. 

On Facebook, it is actively 
building a group of followers 
with engaging posts. 
YouTube is where the 
company showcases 
product advertise-
ments and cooking 
demonstration 
videos. 

In addition, Song-
Cho engages social 
media influencers to 
write product reviews 
and recipes.

New initiatives 
Song-Cho has engaged 
a third-party service 
provider to use data 
analytics to measure 
its digital marketing 
return on investment.

Keeping up with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such 
as mobile payments 
and facial recogni-
tion can be daunting 
as the SME does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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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 dedicate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ersonnel. 

“These technological devel-
opments open new possibilities 
for our business and we should 
ride on it where possible,” says 
Mr Wee.

Corporate governance is also 
critical. New regulations such 
as the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Act can be challenging for 
SMEs since they do not have 
compliance specialists like big 
corporations, he adds. 

Song-Cho appoints key staff 
members as data protection 
officers, who attend talks and 
perform company audits to 
ensure adherence to new regu-
lations. 

The management also attends 
relevant talks and workshops on 
the latest regulatory develop-
ments and requirements.

Mr Wee hopes to do more dig-
ital marketing to garner a larger 
and younger audience. 

“We are also looking into 
data mining and analytics to 
understand our customers better,” 
he adds.

Mr Wee hopes to do more digital marketing 
to garner a larger and younger audience.  
PHOTO: SONG-CHO

1

13/14DEasternUSA+Canada/Orlando fr.$2288
Upgrade to Sheraton on the Falls View Room,
1N atMont Tremblant, Visit Canyon Saite-Anne

11D USAWestern Delight fr.$2488
San Francisco/Visalia/Monterey/Grand Canyon/
LasVegas/Disneyland/Universal Studio

18D Argentina, Brazil, Bolivia & Peru fr.$12888
Rio De Janeiro/Lima/Cusco/Sacred Valley/Puno/La Paz/
Salar De Uyuni/Buenos Aires/Iguazu Falls/Sao Paulo/
Machu Picchu/Sugarloaf Mt

11DWonder of Egypt fr.$1288
Cairo/Hurghada/Luxor/KomOmbo/Edfu/Aswan
Upgrade Sleeper Train to Flight from Cairo to Aswan

11DRomanticGreece fr.$1788
Athens/Delphi/Kalambaka/Mykonos/Santorini
Sunset Dinner + Crazy Donkey Beer @Oia Village

10/12D South Africa + Victoria Falls fr.$2788
Johannesburg/Capetown/Sun City/Victoria Falls
Free Helicopter Ride at Capetown

EUROPE ASIAAUSTRALIA/NEW ZEALAND AMERICA/EXOTIC

fr.5/7D Bhutan Chartered Flight $1988
Tiger's Nest Monastery
Bhutanese Cultural Dance Performance+Costume Trying

Chartered Flight
9/10D Northern Lights of Iceland fr. $2788
Reykjavik/Golden Circle/South Coast
Blue Lagoon, Gulfoss, Skógafoss

Aurora Chasing

Free Abu Simbel

Free 2NMauritius

BEST SELLER

BEST SELLER

8/9D Skiing Korea +Jeju fr.$858
1N Ski Resort + Ski Activities,
Mt.Seorak + Sheep Feeding, LotteWorld + Seoul Sky +
Aquarium, Hello Kitty Island + Tangerine Farm

Upgrade to 5«Hotel

2ndpax

8/9D Taiwan All-In Deluxe Tour fr.$658
1N Hot Spring Hotel+2N International 5«Hotel
Experience the High-speed train + East coast scenic train

Hotel
Free upgrade
to 5«

2ndpax

7D Beautiful Hiroshima+Shikoku fr.$1528
Kurashiki Canal by Boat Ride,Oboke Gorge Boat Cruise
Matsuyama Castle Inside+ Ropeway,
Koraku-en Japanese Garden

Silk Air Direct Filght

2ndpax

8D Harbin Yabuli Snow Fun Tour fr.$858
China Snow Town
Harbin Snow sculpture Art Expo

Free upgrade
Int 5« Kempinski Hotel Harbin

2ndpax
12DGreatMigrationofTanzania&Kenya fr.$7588
Arusha/Ngorongoro Crater/Serengeti NP/Maasai Mara
NR/Lake Naivasha/Aberdare NP

2ndpax

2ndpax

2ndpax

2ndpax

2ndpax

2ndpax
6DMelbourne Discovery fr.$1388
Philip Island /Mornington Peninsula/Dandenong &
Yarra ValleyOvernight at Philip Island, Penguin Parade,
Fruit Picking

2ndpax

7D Perth & SouthWest Explorer fr.$1388
Perth/Albany /Augusta /Margaret River /Busselton/
Swan ValleyTreeTopWalk, Wine Tasting, Caversham
Wildlife Park

2ndpax

7D Gold Coast Family Fun fr.$1588
Stay in Tangalooma Resort &Wild Dolphin Feeding
Catch-A-Crab Cruise, MovieWorld & Dreamworld

2ndpax

nd

8DMelbourne & Gold Coast Delight fr.$1888
Philip Island, Eureka Skydeck, Bathing Boxes
MovieWorld, Country Farm, Hard Rock Dinner

2 pax

10D New Zealand Highlights fr.$3488
Wellington/Taupo/Rotorua/Auckland/Christchurch/
Dunedin/Queenstown/Mt Cook/Twizel

2ndpax

12D Best of New Zealand + Fiji fr.$3888
Christchurch/Hokitika/Wanaka/Queenstown/
Ashburton/Auckland/Rotorua/Hamilton Free 2N Fiji

2ndpax

2ndpax

10D Spain & Portugal fr.$888
Barcelona/Madrid/Granada/Seville/Lisbon
2NMadrid & 2N Lisbon

2ndpax

13/15D Spain Portugal +Morocco fr.$1488
Barcelona/Valencia/Granda/Seville/
Lisbon/Salamanca/Madrid

Entrance Included

2ndpax

9/10D Best Of Russia fr.$2288
St Petersburg/Moscow/Sergiev Posad/
Schilsselburg/Kremlin

2ndpax

12D Discover of Balkans fr. $1488
Bosnia&Herzegovina/Croatia/Slovenia/Serbia/Salzburg

2ndpax

11D Picturesque Norway fr. $3488
Stavanger/Bergen/Loen/Alesund/Trondheim/Oslo/
Flam/Geiranger/Trollstigen/Pulpit Rock/
Atlantic Ocean Road

2ndpax

12D Christmas Time On The
Danube Cruise

fr.$4088

Germany/Austria/Slovakia/Czech Republic

2ndpax

10D Austria + Bavaria fr.$1088
Austria/Salzburg/Mondsee/Innsbruck/Munich
ScenicTrain ride to Garmisch-Partenkirchen

2ndpax

12D Treasure of The Balkans fr.$1688
Macedonia/Albania/Kosov/Bulgaria/Romania
Folkshow in Traditional Bulgarian Restaurant

2ndpax

10D Central Europe 6 Countries fr. $1088
Germany/Austria/Switzerland/France/Belgium/
Netherlands Direct Flight on SIA

2ndpax

10/14D United Kingdom+ Ireland fr.$2788
England/Scotland/Ireland
Isle of Syke, Jacobite Steam Train, ScotchWhisky
Experience

2ndpax11D Europe Highlights fr.$1288
Milan/Lucerne/Interlaken/Paris/Brussel/Amsterdam
Exclusive Longest sledge run in Europe - 7.6km Bussalp

Value forMoney
2ndpax

3D All-in Europe Footprint fr.$2488
London/Paris/Colmar/Black Forest/Lucerne/
Milan/Venice/Siena/Rome/Mt Titlis.

Value forMoney

2ndpax

nd

11D South Italy Sicily +Malta fr.$2488
Rome/Naples/Capri/Sorrento/
Palermo/Agrigento/Taormina/Syracuse/Malta

Premium Exclusive

4-5« hotel

2 pax

10D London Paris Brussels Amsterdam fr.$988
London/Paris/Brussels/Amsterdam
Eurostar London to Paris, 2N London, Paris & Amsterdam

Value forMoney

2ndpax

7/8D Golden Route Honshu -Autumn fr.$1588
Lake Kawaguchi Scenic Cruise+Kachikachi
Saga Scenic Railway Ride+Arashiyama Bamboo grove

Autumn Special

2ndpax

13/14D Highlight of Eastern Europe fr.$1588
Czech Republic/Germany/Poland/Hungary/
Austria,Danube Cruise Lunch

2ndpax

nd

15/17D Europe Discovery + London fr.$2688
Rome/Florence/Pisa/Venice/Salzburg/Innsbruck/Vaduz/
Interlaken/Lucerne/Black Forest/Heidelberg/
Cologne/Amsterdam/Brussels/Paris/Mt Titlis.

Premium

4-5« hotel

2 pax

12D Romantic Italy +Monte Carlo
Monaco/Milan/Cinque Terre/Venice/Siena/
Assisi/Rome/Capri/Pompeii/Naples/Sorrento

Premium
fr.$24882ndpax

hotel4-5«

BEST SELLER

BEST SELLER

Dep: (2017) Nov 24,25,26,28,29
Dec Daily (2018) Jan 5,8,12,19,26
Feb 9,14,16,18Mar 2,3,9,11,16 fr.$3488

10DWinterAdventure in Finland
+NorwayKingCrab Safari
Helsinki/Rovaniemi/Saariselka/Kirkeness
✓ Overnight at Glass Igloo*
✓ 4 Nights of Aurora Hunting Activities
✓ Snowmobile, Husky, Reindeer Rides
✓ Santa Claus Village

fr.$3188

10D Aurora Chasing in Norway
+ Northernlights Island*

Dep: (2017) Nov 9,21,24,28
Dec 1,5,8,12,15,19,26 (2018) Jan 5,12
19,26 Feb 2,15,16 Mar 2,9,16,23

Tromso/Narvik/Harstad/Lofoten Islands/Sommaroy
✓ 7 Nights above the Arctic Circle
✓ 7 Chances of seeing Northern Lights
✓ Overnight in Sommaroy Northernlights Island
✓ Hurtigruten Cruise*

fr.$2288Dep: (2017) Nov 23 Dec 21
(2018) Feb 12,14 Mar 7, 21,
Apr 12,26 May 24 Jun 7

Azerbaijan/Georgia/Armenia
✓ Full board and Special Local Foodmaking experience
✓ Khor Virap & GeghardMonastery
✓ 4WD ride to Gergeti Mountain
✓ Gobustan Rock Art Cultural Landscape
✓ Cable car ride to Narikala Fortress

11D Great Caucasus10D Scenic Eastern Europe
Venice/Milan/Pisa/Rome/Siena/Bologna
10/12D Italy Fiesta + Dubai

✓ 2N Bologna, Rome
✓ Venice Island

✓ Vatican City
✓ Medieval Siena

Dep: (2017) Oct 3,5,12,19,24,26
Nov 7,10,13,16,17, 21,24,28
Dec 2,5,12,19,23
(2018) Jan 24 Feb 12,14,16,18 1st pax fr $2388

2nd pax fr$0

✓ Lunch at Bled Castle with Cream Cake Tasting
✓ Upgrade 3N 5★ Sheraton Dubrovnik
✓ Tastes of the Mediterranean Black &White Risotto
✓ Croatian style’s roast duck
Dep: (2017) Oct 1,5,7,12,14,15,19,25 Nov 1
5,9,12,15,23 Dec 2,8,9,11,13,14,16,17,20,23
(2018) Feb 14,15,16,22 Mar 8,14,28

11/12D Adventure to Balkans

1st pax fr $2978
2nd pax fr$0Dep: (2017) Oct 14,17,28 Nov 4,11,18,24,26

Dec 1,2,8,9,14,16,22, 24 (2018) Jan 10
17,24,31 Feb 14,16,28 Mar 14,21,24 1st pax fr $2678

2nd pax fr$0

✓ 'The Sound of Music' Filming site - Salzburg
✓ Cesky Krumlov
✓ Prague Castle 2
✓ N Budapest & Prague

Hungary/Slovakia/Austria/Czech Republic Bosnia&Herzegovina/Croatia/Slovenia/Italy

1st pax fr $3778
2nd pax fr$0

✓ Upgrade 2N to 5★ Vilnius Grand Resort
✓ Special Local Cuisines in each city
✓ Tallinn, Riga, Vilnius, Warsaw Old Town

✓ Free Photography with Ottoman Costume
✓ Free Hot Air Balloon Ride*
✓ 5★ Hotel Stay for Entire Tour
✓ Upgrade 2N to Cave

Hotel Cappadocia
Dep: Oct 2017 – Jun 2018

10D Amazing Turkey

1st pax fr $1998
2nd pax fr$0

Istanbul/Canakkale/Kusadasi/Pamukkale/
Cappadocia/Ankara/Bolu

Dep: (2018) Jan 5,12,26 Feb 2

10D Unlimited Northern Lights
Chasing in Tromso

1st pax fr $5178
2nd pax fr$0

Tromso
✓ Photography guidance from a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 ✓ Tromso city tour

✓ 7 Days Aurora Borealis tour pass
✓ 4★ hotel stay for entire tour

fr.$2188

12D Great Morocco with
Sahara & Chefchaouen
Casablanca/Marrakesh/Ouarzazate/Erfoud/Fes/
Meknes/Chefchaouen/Rabat
✓ Sahara Desert Sunset Tour with Jeep & Camel Ride
✓ Full board Meals & special Fantasia Dinner Show
✓ 5★ hotel throughout + 1N at Blue City
✓ UNESCO Kasbah Ait Benhaddou
Dep : (2018) Mar 03 Apr 11,25
May 9,23 Jun 6,13

2nd pax

2nd pax

2nd pax

2nd pax

8/9DWinter Busan + Jeju

Dep: (2017) Dec 03,06,10,15,17
(2018) Feb 13

Special Dep: Nov 20
Group Dep: (2017) Nov 12 Dec 04,10,19
(2018) Feb 12 Mar 09,27,29,31 Apr 03

6/8D Love In Kyushu-Silk air
Charter Flight

✓ Nanta Show & Busan ''Santorini" Village
✓ Experience Jjimjilbang & Ski + Suit + Equipment
✓ PersimmonWine Tunnel & Aiins World

Light Festival
✓ Upgrade 5★ Hotel

1st pax fr $1865
fr$928

2nd pax

1st pax fr $2388
fr$1188

2nd pax

✓ Afican Safari Park/Yutoku Inari Shrine
✓ Yanagawa boat ride +Unagi Rice
✓ Mt. Inasayama Cable Car
✓ 3N Onsen Hotel+Hot sand Bath

10D Escape to the Baltics
Estonia, Latvia, Lithuania, Poland

Dep: (2017) Dec 20,23 (2018) Feb 15
Mar 8,22 Apr 5,19,26 May 11,26 Jun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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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its striking blue, red and 
yellow label, the Plum Blossom 
Hua Tiao Chiew is recognisable in 
many commercial kitchens and 
households.   

Home-grown company Ang 
Leong Huat, which won its first 
award at this year’s Singapore 
Prestige Brand Award in the Her-
itage Brands category, is the sole 
local importer and distributor of 
this well known product, which 
is meant for drinking and as a 
condiment when cooking. 

The company supplies the 
product to commercial kitchens, 
selected minimarts as well as 
major supermarkets in Singapore. 

It also imports, supplies 
and distributes many types of 
Chinese wine and spirits for 
drinking and cooking purposes.  

Mr Ang Kah Joo, 68, director of 
Ang Leong Huat and a third-gen-
eration leader of the family busi-
ness, says: “We are dedicated 
to inspiring customers with 
the goodness and taste of high 

A toast to high quality

quality Chinese wine to enhance 
their culinary journey. 

“In all aspects of our opera-
tions — from product sourcing 
to delivery and customer sup-
port — the focus is always high 
quality.”

Forward looking 
In 1923, the company’s founder 
set off from his hometown in Chi-
na’s Xiamen for Malaya to make 
his mark. 

Riding on opportunities 
coupled with determination and 
some luck, he managed to save a 
sufficient amount to incorporate 
a company importing Chinese 
wine.  

The company, which is still 
going strong, is well served by 
fourth-generation leaders in the 
family business who adapt busi-
ness models to current trends 
and consumer needs. 

For example, Ang Leong 
Huat has refreshed its compa-
ny’s website and introduced 
e-commerce, which paved the 
way for a new market segment 
of online shoppers. 

MICHELLE CHIN Ang Leong Huat also has its own 
logistics team, for streamlined 
delivery of wine to customers. 

Mr Ang says: “Ang Leong Huat 
has listed its products in Red-
Mart, Grocermart, Zeemart and 
Lazada. 

“We adapt to the shifting 
behaviours of how Singaporeans 
perform their grocery shopping. 
Chinese wine is now available at 
the click of a mouse, so the tech-
nology-savvy will find it easy to 
shop for it.” 

To attract the younger crowd 
to Chinese wine, Ang Leong Huat 
teamed up with mixologists and 
wine sommeliers to create cock-
tails with Chinese wine. 

“We have since launched a few 
Chinese wine cocktail projects 
with wine bars, and the result is 
satisfactory,” he adds. 

To raise awareness of Chi-
nese wine among consumers, 
the company also plans to 
incorporate a subsidiary com-
pany that will conduct lessons 
and impart knowledge to 
consumers, including food and 
wine pairing. 

Chinese wine is now available at the click of a mouse, so the technology-savvy will find it easy to shop for 
it, says Ang Leong Huat’s director Ang Kah Joo. PHOTO: CHONG JUN LIANG

TAKING heed of customer 
feedback has helped Song-Cho, 
a local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 (SME) maintain its 
position as a market leader of 
stainless steel household prod-
ucts for over two decades.

The company specialises in 
household products manufac-
tured with high grade 304 stain-
less steel that are rust resistant, 
durable, safe and hygienic.

Says its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John Wee, 56: “As an SME in a 
niche yet competitive market, 
we constantly try to improve 
ourselves by listening to our 
customers’ needs and wants 
to provide valuable insights on 
product and service improve-
ments. 

“Our brand position has 
always been providing quality, 
premium products that are 
functional and value for money, 
and a great service experience at 
every touch point.” 

This customer-centric approach 
has helped Song-Cho win its 
second Established Brand award 
at this year’s Singapore Prestige 
Brand Award since 2013.

Diversifying the business 
Established in 1995, Song-Cho 
has since expanded its product 
range to include other unique 
and premium quality product 
offerings. 

These include custom-made 
kitchen systems and smaller 
items such as stainless steel rice 
cooker inner pots and dechlorin-
ating electric kettles.

Building an active 
group of followers
Song-Cho explores 
new ways to 
improve brand 
loyalty among its 
customers

In addition to providing war-
ranty coverage and servicing, 
the company also has a compre-
hensive range of services from 
delivery, installation, servicing, 
trade-in options, consultation, 
layout drafting to cooking 
demonstration classes.

However, Mr Wee acknowl-
edges that maintaining brand 
loyalty is getting more difficult 
due to the boom in e-commerce. 

“Customers are constantly 
looking for new things and com-
paring options online. Keeping 
abreast of new needs and wants, 
and attracting them to buy from 
us, is a major challenge,” he says.

To stay competitive, Song-Cho 
ventured into the online busi-
ness in 2014. 

It followed up with a mobile 
app to enable customers to 
access products and value-
added services more easily. 

The company has also 
expanded its customer engage-
ment on social media. 

On Facebook, it is actively 
building a group of followers 
with engaging posts. 
YouTube is where the 
company showcases 
product advertise-
ments and cooking 
demonstration 
videos. 

In addition, Song-
Cho engages social 
media influencers to 
write product reviews 
and recipes.

New initiatives 
Song-Cho has engaged 
a third-party service 
provider to use data 
analytics to measure 
its digital marketing 
return on investment.

Keeping up with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such 
as mobile payments 
and facial recogni-
tion can be daunting 
as the SME does not 

ESTHER TEO

have dedicate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ersonnel. 

“These technological devel-
opments open new possibilities 
for our business and we should 
ride on it where possible,” says 
Mr Wee.

Corporate governance is also 
critical. New regulations such 
as the Personal Data Protection 
Act can be challenging for 
SMEs since they do not have 
compliance specialists like big 
corporations, he adds. 

Song-Cho appoints key staff 
members as data protection 
officers, who attend talks and 
perform company audits to 
ensure adherence to new regu-
lations. 

The management also attends 
relevant talks and workshops on 
the latest regulatory develop-
ments and requirements.

Mr Wee hopes to do more dig-
ital marketing to garner a larger 
and younger audience. 

“We are also looking into 
data mining and analytics to 
understand our customers better,” 
he adds.

Mr Wee hopes to do more digital marketing 
to garner a larger and younger audience.  
PHOTO: SONG-C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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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4DEasternUSA+Canada/Orlando fr.$2288
Upgrade to Sheraton on the Falls View Room,
1N atMont Tremblant, Visit Canyon Saite-Anne

11D USAWestern Delight fr.$2488
San Francisco/Visalia/Monterey/Grand Canyon/
LasVegas/Disneyland/Universal Studio

18D Argentina, Brazil, Bolivia & Peru fr.$12888
Rio De Janeiro/Lima/Cusco/Sacred Valley/Puno/La Paz/
Salar De Uyuni/Buenos Aires/Iguazu Falls/Sao Paulo/
Machu Picchu/Sugarloaf Mt

11DWonder of Egypt fr.$1288
Cairo/Hurghada/Luxor/KomOmbo/Edfu/Aswan
Upgrade Sleeper Train to Flight from Cairo to Aswan

11DRomanticGreece fr.$1788
Athens/Delphi/Kalambaka/Mykonos/Santorini
Sunset Dinner + Crazy Donkey Beer @Oia Village

10/12D South Africa + Victoria Falls fr.$2788
Johannesburg/Capetown/Sun City/Victoria Falls
Free Helicopter Ride at Capetown

EUROPE ASIAAUSTRALIA/NEW ZEALAND AMERICA/EXOTIC

fr.5/7D Bhutan Chartered Flight $1988
Tiger's Nest Monastery
Bhutanese Cultural Dance Performance+Costume Trying

Chartered Flight
9/10D Northern Lights of Iceland fr. $2788
Reykjavik/Golden Circle/South Coast
Blue Lagoon, Gulfoss, Skógafoss

Aurora Chasing

Free Abu Simbel

Free 2NMauritius

BEST SELLER

BEST SELLER

8/9D Skiing Korea +Jeju fr.$858
1N Ski Resort + Ski Activities,
Mt.Seorak + Sheep Feeding, LotteWorld + Seoul Sky +
Aquarium, Hello Kitty Island + Tangerine Farm

Upgrade to 5«Hotel

2ndpax

8/9D Taiwan All-In Deluxe Tour fr.$658
1N Hot Spring Hotel+2N International 5«Hotel
Experience the High-speed train + East coast scenic train

Hotel
Free upgrade
to 5«

2ndpax

7D Beautiful Hiroshima+Shikoku fr.$1528
Kurashiki Canal by Boat Ride,Oboke Gorge Boat Cruise
Matsuyama Castle Inside+ Ropeway,
Koraku-en Japanese Garden

Silk Air Direct Filght

2ndpax

8D Harbin Yabuli Snow Fun Tour fr.$858
China Snow Town
Harbin Snow sculpture Art Expo

Free upgrade
Int 5« Kempinski Hotel Harbin

2ndpax
12DGreatMigrationofTanzania&Kenya fr.$7588
Arusha/Ngorongoro Crater/Serengeti NP/Maasai Mara
NR/Lake Naivasha/Aberdare NP

2ndpax

2ndpax

2ndpax

2ndpax

2ndpax

2ndpax
6DMelbourne Discovery fr.$1388
Philip Island /Mornington Peninsula/Dandenong &
Yarra ValleyOvernight at Philip Island, Penguin Parade,
Fruit Picking

2ndpax

7D Perth & SouthWest Explorer fr.$1388
Perth/Albany /Augusta /Margaret River /Busselton/
Swan ValleyTreeTopWalk, Wine Tasting, Caversham
Wildlife Park

2ndpax

7D Gold Coast Family Fun fr.$1588
Stay in Tangalooma Resort &Wild Dolphin Feeding
Catch-A-Crab Cruise, MovieWorld & Dreamworld

2ndpax

nd

8DMelbourne & Gold Coast Delight fr.$1888
Philip Island, Eureka Skydeck, Bathing Boxes
MovieWorld, Country Farm, Hard Rock Dinner

2 pax

10D New Zealand Highlights fr.$3488
Wellington/Taupo/Rotorua/Auckland/Christchurch/
Dunedin/Queenstown/Mt Cook/Twizel

2ndpax

12D Best of New Zealand + Fiji fr.$3888
Christchurch/Hokitika/Wanaka/Queenstown/
Ashburton/Auckland/Rotorua/Hamilton Free 2N Fiji

2ndpax

2ndpax

10D Spain & Portugal fr.$888
Barcelona/Madrid/Granada/Seville/Lisbon
2NMadrid & 2N Lisbon

2ndpax

13/15D Spain Portugal +Morocco fr.$1488
Barcelona/Valencia/Granda/Seville/
Lisbon/Salamanca/Madrid

Entrance Included

2ndpax

9/10D Best Of Russia fr.$2288
St Petersburg/Moscow/Sergiev Posad/
Schilsselburg/Kremlin

2ndpax

12D Discover of Balkans fr. $1488
Bosnia&Herzegovina/Croatia/Slovenia/Serbia/Salzburg

2ndpax

11D Picturesque Norway fr. $3488
Stavanger/Bergen/Loen/Alesund/Trondheim/Oslo/
Flam/Geiranger/Trollstigen/Pulpit Rock/
Atlantic Ocean Road

2ndpax

12D Christmas Time On The
Danube Cruise

fr.$4088

Germany/Austria/Slovakia/Czech Republic

2ndpax

10D Austria + Bavaria fr.$1088
Austria/Salzburg/Mondsee/Innsbruck/Munich
ScenicTrain ride to Garmisch-Partenkirchen

2ndpax

12D Treasure of The Balkans fr.$1688
Macedonia/Albania/Kosov/Bulgaria/Romania
Folkshow in Traditional Bulgarian Restaurant

2ndpax

10D Central Europe 6 Countries fr. $1088
Germany/Austria/Switzerland/France/Belgium/
Netherlands Direct Flight on SIA

2ndpax

10/14D United Kingdom+ Ireland fr.$2788
England/Scotland/Ireland
Isle of Syke, Jacobite Steam Train, ScotchWhisky
Experience

2ndpax11D Europe Highlights fr.$1288
Milan/Lucerne/Interlaken/Paris/Brussel/Amsterdam
Exclusive Longest sledge run in Europe - 7.6km Bussalp

Value forMoney
2ndpax

3D All-in Europe Footprint fr.$2488
London/Paris/Colmar/Black Forest/Lucerne/
Milan/Venice/Siena/Rome/Mt Titlis.

Value forMoney

2ndpax

nd

11D South Italy Sicily +Malta fr.$2488
Rome/Naples/Capri/Sorrento/
Palermo/Agrigento/Taormina/Syracuse/Malta

Premium Exclusive

4-5« hotel

2 pax

10D London Paris Brussels Amsterdam fr.$988
London/Paris/Brussels/Amsterdam
Eurostar London to Paris, 2N London, Paris & Amsterdam

Value forMoney

2ndpax

7/8D Golden Route Honshu -Autumn fr.$1588
Lake Kawaguchi Scenic Cruise+Kachikachi
Saga Scenic Railway Ride+Arashiyama Bamboo grove

Autumn Special

2ndpax

13/14D Highlight of Eastern Europe fr.$1588
Czech Republic/Germany/Poland/Hungary/
Austria,Danube Cruise Lunch

2ndpax

nd

15/17D Europe Discovery + London fr.$2688
Rome/Florence/Pisa/Venice/Salzburg/Innsbruck/Vaduz/
Interlaken/Lucerne/Black Forest/Heidelberg/
Cologne/Amsterdam/Brussels/Paris/Mt Titlis.

Premium

4-5« hotel

2 pax

12D Romantic Italy +Monte Carlo
Monaco/Milan/Cinque Terre/Venice/Siena/
Assisi/Rome/Capri/Pompeii/Naples/Sorrento

Premium
fr.$24882ndpax

hotel4-5«

BEST SELLER

BEST SELLER

Dep: (2017) Nov 24,25,26,28,29
Dec Daily (2018) Jan 5,8,12,19,26
Feb 9,14,16,18Mar 2,3,9,11,16 fr.$3488

10DWinterAdventure in Finland
+NorwayKingCrab Safari
Helsinki/Rovaniemi/Saariselka/Kirkeness
✓ Overnight at Glass Igloo*
✓ 4 Nights of Aurora Hunting Activities
✓ Snowmobile, Husky, Reindeer Rides
✓ Santa Claus Village

fr.$3188

10D Aurora Chasing in Norway
+ Northernlights Island*

Dep: (2017) Nov 9,21,24,28
Dec 1,5,8,12,15,19,26 (2018) Jan 5,12
19,26 Feb 2,15,16 Mar 2,9,16,23

Tromso/Narvik/Harstad/Lofoten Islands/Sommaroy
✓ 7 Nights above the Arctic Circle
✓ 7 Chances of seeing Northern Lights
✓ Overnight in Sommaroy Northernlights Island
✓ Hurtigruten Cruise*

fr.$2288Dep: (2017) Nov 23 Dec 21
(2018) Feb 12,14 Mar 7, 21,
Apr 12,26 May 24 Jun 7

Azerbaijan/Georgia/Armenia
✓ Full board and Special Local Foodmaking experience
✓ Khor Virap & GeghardMonastery
✓ 4WD ride to Gergeti Mountain
✓ Gobustan Rock Art Cultural Landscape
✓ Cable car ride to Narikala Fortress

11D Great Caucasus10D Scenic Eastern Europe
Venice/Milan/Pisa/Rome/Siena/Bologna
10/12D Italy Fiesta + Dubai

✓ 2N Bologna, Rome
✓ Venice Island

✓ Vatican City
✓ Medieval Siena

Dep: (2017) Oct 3,5,12,19,24,26
Nov 7,10,13,16,17, 21,24,28
Dec 2,5,12,19,23
(2018) Jan 24 Feb 12,14,16,18 1st pax fr $2388

2nd pax fr$0

✓ Lunch at Bled Castle with Cream Cake Tasting
✓ Upgrade 3N 5★ Sheraton Dubrovnik
✓ Tastes of the Mediterranean Black &White Risotto
✓ Croatian style’s roast duck
Dep: (2017) Oct 1,5,7,12,14,15,19,25 Nov 1
5,9,12,15,23 Dec 2,8,9,11,13,14,16,17,20,23
(2018) Feb 14,15,16,22 Mar 8,14,28

11/12D Adventure to Balkans

1st pax fr $2978
2nd pax fr$0Dep: (2017) Oct 14,17,28 Nov 4,11,18,24,26

Dec 1,2,8,9,14,16,22, 24 (2018) Jan 10
17,24,31 Feb 14,16,28 Mar 14,21,24 1st pax fr $2678

2nd pax fr$0

✓ 'The Sound of Music' Filming site - Salzburg
✓ Cesky Krumlov
✓ Prague Castle 2
✓ N Budapest & Prague

Hungary/Slovakia/Austria/Czech Republic Bosnia&Herzegovina/Croatia/Slovenia/Italy

1st pax fr $3778
2nd pax fr$0

✓ Upgrade 2N to 5★ Vilnius Grand Resort
✓ Special Local Cuisines in each city
✓ Tallinn, Riga, Vilnius, Warsaw Old Town

✓ Free Photography with Ottoman Costume
✓ Free Hot Air Balloon Ride*
✓ 5★ Hotel Stay for Entire Tour
✓ Upgrade 2N to Cave

Hotel Cappadocia
Dep: Oct 2017 – Jun 2018

10D Amazing Turkey

1st pax fr $1998
2nd pax fr$0

Istanbul/Canakkale/Kusadasi/Pamukkale/
Cappadocia/Ankara/Bolu

Dep: (2018) Jan 5,12,26 Feb 2

10D Unlimited Northern Lights
Chasing in Tromso

1st pax fr $5178
2nd pax fr$0

Tromso
✓ Photography guidance from a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 ✓ Tromso city tour

✓ 7 Days Aurora Borealis tour pass
✓ 4★ hotel stay for entire tour

fr.$2188

12D Great Morocco with
Sahara & Chefchaouen
Casablanca/Marrakesh/Ouarzazate/Erfoud/Fes/
Meknes/Chefchaouen/Rabat
✓ Sahara Desert Sunset Tour with Jeep & Camel Ride
✓ Full board Meals & special Fantasia Dinner Show
✓ 5★ hotel throughout + 1N at Blue City
✓ UNESCO Kasbah Ait Benhaddou
Dep : (2018) Mar 03 Apr 11,25
May 9,23 Jun 6,13

2nd pax

2nd pax

2nd pax

2nd pax

8/9DWinter Busan + Jeju

Dep: (2017) Dec 03,06,10,15,17
(2018) Feb 13

Special Dep: Nov 20
Group Dep: (2017) Nov 12 Dec 04,10,19
(2018) Feb 12 Mar 09,27,29,31 Apr 03

6/8D Love In Kyushu-Silk air
Charter Flight

✓ Nanta Show & Busan ''Santorini" Village
✓ Experience Jjimjilbang & Ski + Suit + Equipment
✓ PersimmonWine Tunnel & Aiins World

Light Festival
✓ Upgrade 5★ Hotel

1st pax fr $1865
fr$928

2nd pax

1st pax fr $2388
fr$1188

2nd pax

✓ Afican Safari Park/Yutoku Inari Shrine
✓ Yanagawa boat ride +Unagi Rice
✓ Mt. Inasayama Cable Car
✓ 3N Onsen Hotel+Hot sand Bath

10D Escape to the Baltics
Estonia, Latvia, Lithuania, Poland

Dep: (2017) Dec 20,23 (2018) Feb 15
Mar 8,22 Apr 5,19,26 May 11,26 Jun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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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松美乡贤（1904年-1961年）祖籍福

建省同安新店欧厝乡人士。民国初年，松美随

着家人过番南下落户石叻坡，但辗转又随家人

到马六甲经营生果业。数年后长大成人的松美

决定重返石叻坡寻求发展，他看中了驳船运输

行业的发展前景，便开始学习行业运作，从潮

夕、风向、驾驶到维修无一不全盘了解，旋即

从事驳船运输行业，承运出入口货物。日治期

间，改装电机船数艘，川行爪哇等埠。战后驳

运业复兴，创立王松美驳业公司，共拥有电船

及大驳船四十余艘，执全星驳业之牛耳。曾创

办南山船务公司，南山合公司（经营饲料兼出

入口生意），后又组织复发公司及信诚公司。

与时并进，经商才略过人。

	 王松美平易近人而且慈眉善目，多年来收养了不少孤儿弃婴，

与妻子陈来好、黄醉蕊虽有儿女但仍将他们视如己出，并保留他们

的身份证明，直至孩子长大方直言告之，任由孩子决定是否回去相

王松美
（1904年-1962年）

大爱无疆

王松美。

松美及玉成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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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名下有六男：德全、玉君、德明、玉成、德书、德祥及六女：

水仙、水莲、水意、水燕、水庆、水心，他都能公平对待，让他们

按自己的能力接受教育，甚至到海外留学，1961年逝世前，甚至把

公司交由能力最强但非亲生的子女管理。

	 1949年松美出任新加坡驳业公局主席、太原王氏公会发起人之

一、开闽祠王氏总会名誉会长、普忠殿助善唯发起人之兼财政、糠

米商公局董事、建筑公会财政、同安会馆理事等，热心社会公益事

业。对祖籍家乡的建设他也贡献良多，二战结束后，百业待兴，王

氏即汇叻币数万元至其故里，兴建古色古香的四合院一栋给父母居

住。同时，又发动新加坡乡亲，捐资重建家乡宗祠，俾千秋香火代

代承传，为故乡生色不少。

	（撰稿：南洋亚答子）

松美合家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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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玉成（1939年-），

原籍福建省同安新店欧厝

乡人氏，为新加坡知名驳

运业巨子已故王松美翁令

四郎。1956年公教中学初

中毕业后，赴马来亚槟城

钟灵中学修完高中，毕业

后，前往英国攻读电气工

程两年，1962年因其父松美病重返新，应父亲要求与兄长一起接

手父业，不得已停学。旋即与兄长专心致力发展王松美有限公司业

务，由于勤奋守业，交游广阔，业务蒸蒸日上。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加坡正值争取独立运动时期，随着海

港箱运码头的大事扩建，同时，新加坡河的驳船业日益式微。王

玉成有鉴于此，在1970年代加入国际电器企业，1980年代，又

与友好合资经营电脑业务。1989年，加入大东方人寿保险公司任

经纪要职，历时15年，1995年首位获得美国保险协会百万元圆桌

（MDRT）终身会员资格。玉成也是新加坡御圣控股及御圣房地产

王玉成
（1939年-）

黄雀衔环

1993年回家探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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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有限公司荣誉

主席。曾回乡祭

祖，视察祖厝，故

里情深。

	 玉 成 通 晓 中

英，工作之余，不

忘社会公益，曾担

任新加坡驳船业公

局多届会长。钟灵

中学（新加坡）校友会发起人兼主席，并发起购置会所，后聘为名

誉会长。新加坡自治独立后，人民行动党执政，由1960年代起，王

氏先后担任芳林区、直落亚逸区、牛车水区、合乐区及布莱德岭区

之联络所管理委员会或公民咨询委员会主席、秘书或名誉主席等，

服务社区长达30年。新加坡财政部曾委任王氏为自由贸易区咨询委

员会委员，新加坡电视台电影剪审委员等。王氏社会经验丰富，民

事服务表现卓越，1976年荣获新加坡共和国总统封赐公共服务星章

（BBM）。自50岁起便定期捐血至70岁，20年内共捐血60次。捐

血救人，惠及病黎无数。

	 王氏老当益壮，现任新加坡普忠庙助善堂会务顾问兼信托，

新加坡收音机及电器商公会顾问、新加坡颐年中心永久会员。新

加坡开闽壬氏总会及新加坡太原王氏公会会员。曾任新加坡扶轮

社（Rotary	Club	Of	Marina	City）董事局成员、王氏慈善（开闽公

司）第二及第三届管委会总务及财政、新加坡同安会馆第21届理事

及第22届监察委员。现为会员。

1993年，玉成夫妇回乡探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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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玉成乡贤，其贤内助曾氏文湘，相夫教子，秀外慧中，早年

在国泰演员训练班培训。其公子凯旋，年少有为，现为新加坡王

氏慈善（开闽公司）管理委员会委员、新加坡同安会馆产业股副

股长。凯旋自创御圣控股、御圣房地产私人有限公司并担任董事

经理。凯旋妻陈氏琦蕊，曾为新加坡教育部课程规划与发展司规划

员，现为淡马锡小学教员，第三代读书会（3G	 Reading	 Club）会

长。夫妇俩皆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

（撰稿：南洋亚答子）

1967年7月9日，新加坡同安会馆互助部第一届职员就职典礼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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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振镇（1905年-1968

年）祖籍同安县厦门市思明

区，出生于时局动荡不安的

清朝末年，父名不详，母亲

庄海棠，在家中小区经营祭

祀用品生意，可算是市里的

大户人家。由于家境许可，

振镇从小就过着士族的生

活，并有机会在厦门市上学，可谓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奈何刚刚

结束了朝迁市变的动荡，又来了日寇侵略的杀戮，无止境的沧海横

流，使得空有满腹经纶的振镇有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失力感，满腔的

热情想为国家族群做些什么，却无从下手。未及弱冠，家里给他安

排了年龄较长的陈碧玉为妻，希望妻子对他的冲动能有克制的帮

助，育儿后的振镇果真安分地帮母亲守住小区家业。

	 1937年，眼见家乡动荡平息无期，在母亲的要求下才携带妻

子及女儿碰珍、爱珍、惠珍及长子金榜过番另寻新天地。初到石叻

坡，由于空有学问却没有一技之长，只能往苦力活方面找工，好不

王振镇
（1905年-1968年）

否极泰来

王振镇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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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才找到一份搬运“红字牛奶”的工作，由于不曾干过粗活，因

此在扛起牛奶木箱时伤了两边肩膀，深可见骨，但依旧不敢向人

说起，深怕丢了工作。妻子碧玉携同金榜到老巴刹买菜时偶尔也会

看到振镇在码头搬货，回想起在家乡一辈子未曾干过苦力的秀才振

镇，如今为了生活硬硬隐忍，她就会簌簌地流下眼泪。日军侵略

后，公司被迫关门，只得转到文达街当起小贩，直到二战结束才在

码头找到一份书记员的工作，主理公司的会计账目，生活这才稳定

下来，两个幼儿金盾、金成也相继出世，直至长子毕业后出来工

作，生活才得以全面改善，可惜没享受几年清福，便已在1968年撒

手人寰。

长子王金榜参与学校活动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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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金榜（1 9 3 2年-）出

生于福建省同安厦门市思明

区，1937年，年仅6岁的金榜就

随父母及三位胞姐举家迁居新加

坡，父亲在厦门街租了一个临时

住房，并找到一份搬运工作，一

家人的三餐食宿总算有了着落。

不过四年日军铁蹄就踏入新加坡，本已到了适学的他只得又呆在家

中由母亲教导，约莫10岁的他眼见家中缺粮，就主动要求去找工

作，经在昭南日报上班的亲友介绍，他每天早上5点半就到罗敏申

（Robinson	 Road）排队购买100份（当时是一份一张）昭南日报

（旧南洋商报），也是日据初期唯一准许出版的新闻报纸。（本钱

七分公价出售一角钱，早期只用叻币，约一两年过后只准用日军发

行的纸币：时称香蕉币）

	 报纸售完后（经常到中峇鲁路一带叫卖，所以一般在早上11点

就可售完），就到文达街（Boon	 Tat	 Street）帮忙当街边小贩的父

亲售卖杂货；后段时间约莫1943年至1945年，就在住所地方摆档

王金榜
（1932年-	）

福至心灵

王金榜受封圣约翰救伤队勋章。



同安同根
195

售卖香烟水果饮料等，生活十分清苦。光复后金榜终于有机会踏入

学校，虽是超龄学童，但想到日据时期的工作经历，清楚了解若没

有知识将无法在新加坡的社会生存，故而异常用功，1949年毕业于

爱同小学。后在英校	 Christ	 Church	 修完中学。中学毕业后投入社

会工作，1951在森林有限公司任会计职至1955年，后转在明仕公

司任职。1959年与亲戚合股创办保利贸易公司，出任经理至2002

年退休为止。金榜婚配萧瑶珠，妻子长期任教于南侨小学，并育有

二女莹彬、莹清及一男颖川，皆已事业有成。

	 金榜从商之余，不忘回馈社会。1953年便加入新加坡圣约翰

救伤队，曾参与1956年勿洛区大成村大水灾的救灾工作；1962

年河水山发生大火，更积极投入救灾工作。由于各方面的表现优

越，1964年荣获新加坡首位总统尤素夫颁发长期服务奖章。其他

尚任多个社团组织理事，如：星洲鉴泉太极健身社、爱同校友会、

福建会馆、新加坡同安会馆等。目前依然是新加坡同安会馆会务顾

问，负起提点会馆后进理事把会务推向新里程的工作。

王金榜参与会馆活动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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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启泰，同安马巷人，1901年在新加坡出生，父亲叶清沙在

1923年《南洋商报》创办时担任第一任经理，家境小康。叶启泰从

小接受英国殖民地教育，读了六年的英文小学，在当时也算是个“

读册人”了。他因此受到富商陈嘉庚的赏识，30多岁时就在“伊亚

沙直”的商号负责树胶贸易，在公司里担任俗称“家长”的职务。

那是他一生人最风光的时期，家人出入有公司提供的汽车和司机代

步。他也不时买票请亲朋戚友看戏；家里更准备了流水席，三教九

流都因为他的好客而登门。

	 因为家境宽裕，叶启泰年少时生活风流，也染上了鸦片瘾。他

喜欢上一名俗称“琵琶女”的风尘女子，想娶她入门，被父母严厉

反对。为了表明决心，叶启泰在门前跪了一晚，其父无奈，只好应

允，但是也为了避免他进一步学坏，就辞去了《南洋商报》的工

作，把叶启泰夫妇连同其弟叶启安带回同安家乡教养。

	 叶启泰在同安期间自己跑到集美卖鱼，在买卖中赚了一些钱，

然后又偷偷带了弟弟叶启安下南洋。他自己回到出生地新加坡，弟

叶启泰
（1901年4月5日－1979年3月24日）

慷慨好客的“阿伯”



同安同根
197

后排站立者右三是叶清沙。

弟叶启安则在马来亚的槟城落户，最后在那里成家立业。两兄弟感

情很好，叶启安不时都会从槟城南来新加坡探望哥哥。

	 叶启泰回到新加坡后，住在厦门街108-A二楼，娶了童翠凤为

妻，先后生下12个子女，不幸其中六人夭折，只有叶汉鎗、叶彩

云、叶汉理、叶彩月、叶汉龙和叶彩玉长大成人。叶启泰夫妇不时

都会带孩子去大世界、新世界等场所游玩。1960年，叶彩云的朋友

庄秀金从中国南来，住进厦门街，叶启泰认她为义女。

	 由于他慷慨好客，尽管后来因为豪赌树胶行情失利而家道

中落，到晚年时厦门街108-A仍然门庭若市，人人都尊称他“

阿伯”。厦门街108号一楼住的是一家张姓客家人，两家关系融

洽，后来叶启泰的长子叶汉鎗与张姓家长女张佩英结婚，两家从

邻居变成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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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殖民政府

禁止鸦片后，叶

启泰在戒掉鸦片

烟瘾之前，每逢

烟 瘾 起 ， 就 让

家人用热水煮黄

梨，让水果味盖

过鸦片烟味。他

因为抽鸦片烟而

背上生脓，时常

吃中成药片仔癀

祛毒。他宵夜爱吃文达街的马来沙爹，时常都叫家人打包羊肉沙

爹吃。他也喜爱牛车水“南同”的大肉包和“益生”的鱼片米

粉。除了白粥，家里不时也会煮肉骨茶。

	 叶启泰晚年喜欢叫晚辈捶背，家中的儿孙辈都会轮流被他叫去

侍候。他会打赏巧克力或银角给捶背的晚辈。他的口头禅之一是用

英语“come	 on	 in”招呼客人进门，家里晚辈听不懂，就用闽南语

发音，把它当作某个常来串门的亲戚的外号。

	 叶启泰的妻子童翠凤在1971年过世，他自己在八年后得病卧床

不起，大媳妇张佩英日夜照顾，最后终老于厦门街108号，享年78

岁。

（叶鹏飞记述）

叶启泰和童翠凤的华侨登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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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汉鎗是第二代新加坡同安人，生于大坡厦门街108A店屋二

楼，是叶启泰和童翠凤的长子，下有两个弟弟和三个妹妹；出生时

为小康之家，小学分别就读于工商小学和爱同学校，中学六年教育

均在中正中学（总校）完成。

	 他成长于新加坡在二战结束后的反殖民统治年代，中正中学又

深受中共建政后的左派社会主义思潮影响，加上他理想主义和浪漫

主义的性格，因此成为学运的积极分子，政治甚至影响了他的一

生。

	 1955年9月，林有福政府宣布解散刚合法注册的“新加坡华文

中学生联合会”（简称“中学联”），数千名学生齐聚中正中学和华

侨中学集中抗议，并获得劳工组织的支持。10月26日清晨，军警以

催泪弹攻入两校，跟学生发生激烈冲突。叶汉鎗记得有一名英国巡

查落单被学生包围，他说他一辈子没见过逃命跑那么快的人。当时

19岁念高一的叶汉鎗因身材高大，担任纠察，不幸腹部中弹，然大

难不死。这一经历，或许影响了他日后的人生道路。

叶汉
（1936年11月3日－2004年6月17日）

问心无愧的理想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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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脱离生命危险后，叶汉鎗遭当局扣押，先后被关在樟宜监狱

和棋樟山（圣约翰岛）政治犯监狱，前后三年。他形容自己最美好

的青春，有一大部分在狱中度过。他回忆说，已经从政的李光耀当

时还曾去探望过包括林清祥在内被扣押的政治犯。一个让他难忘的

细节，是李光耀在跟他们谈天时脱下鞋子，露出破了个洞的袜子。

	 叶汉鎗在狱中自学马来文，考获最高文凭。出狱后不久恰逢

新马合并，新加坡公务员都必须学习马来文，他因此开班教导马来

文，生活比较独立。虽然出狱了，政府仍然限制他的行动，每天（后

改为每周）都必须到政治部报到，晚上也不能随便外出。解除限制

的条件是结婚。于是他和青梅竹马的邻居张佩英结婚，并在1967年

升级为父亲，那是他的独子。张佩英是客家人，家中长女，因为照

顾弟妹而备受敬爱，她嫁入叶家后孝敬公婆，爱护小叔小姑，深获

家人敬重。

	 叶汉鎗的理想主义性格让他在出狱后一直关心时政。他对人民

行动党的分裂深感痛心，也对行动党的语文和教育政策不满。1971

年5月21日他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注册成立“人民阵线”，担任

主席，秘书长是梁文贵。他参加1972年大选败选，尔后被政敌指控

诽谤，被法院判处巨额罚款，因为无法缴交而被判破产，遭限制出

入境自由。

	 因为拒绝放弃政治理想，叶汉鎗始终没有正常的职业，虽然间

中尝试做一些小生意，但都以失败告终。他的父亲叶启泰曾取笑他

不够奸诈狡猾，根本不适合从政，更不适合从商。他的回答是做人

有基本诚信，一诺千金，才是最重要的品质。他最服膺的一句话，

是《论语》的“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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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乎？传不习乎？”

	 叶汉鎗热爱交朋友，跟达官贵人和贩夫走卒都能轻易打成一

片，家族里的晚辈也对他敬爱有加；认识他的人都肯定他对朋友的

忠诚。对于没能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在晚年曾感叹说：“你不能拿

着棍子赶人们上天堂！”他早年热爱文学，写得一手好字，家里有

不少藏书，也喜欢看电影。

	 叶汉鎗晚年过着心安理得的日子，能够看到儿子叶鹏飞成家立

业，有两个孙女叶瞳、叶馨能让自己享受含饴弄孙之乐；也有机会

到过中国大陆（参加同安会馆举办的世界同安人联谊会回同安访

问）、美国、台湾和日本观光。他闲时喜爱读报、看书、与朋友聚

会，偶尔也观赏音乐会和文艺表演。他在2004年二度中风后健康急

剧恶化，于该年6月17日逝世，享年68岁。

（叶鹏飞记述）

叶汉 和妻子张佩英很疼爱两个孙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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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清江幼年丧父，

与哥哥靠着守寡的母亲

一手带大。当他12岁那

年时，就要出外帮忙生

计，靠小伙子的蛮力，

在村里替人“挑糜”。

	 17岁时，他像大部

分人一样，决意离乡背

井，出外寻求生路。这

肯定也是一个痛苦的决

定，因为家中还有守寡的高堂老母。当时他身携10元，这也就是他

全部的身家。到新加坡登岸时，他把5元上缴办理登记手续，另外5

元送交“清丁”（海关人员）帮忙过关，就这样，他是彻底身无分

文了。

	 他一开始做学徒，赚取一些微薄的生活费度日，工余时间里努

力进修，学习打算盘记账、修读语文，十分勤奋，积极提升自己。

余清江
（1912年－1991年）

白手起家的布业佼佼者

余清江（右）出任新加坡布业联谊会的会长职，
由时任副总理拉惹勒南颁发委任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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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积了一点资本后，他在热闹的

大坡同济医院前（俗称南天）摆地

摊，贩卖男装布料，开始经营小生

意。经营这类地摊，如果突然下起滂

沱大雨，第一要做的，是赶紧冒着风

雨，给这些布匹加盖帆布，要不然，

布料遭雨淋湿，坏了，就要血本无

归。至于身体会不会因此受寒，就管

不了那么多了。

	 余清江的妻子每天傍晚都是把晚

餐在家煮好，然后从直落亚逸街一路

步行到南天送餐，他就蹲在街头用

餐。

	 后来，生意逐渐有起色，再靠着省吃俭穿，筹集多一点资本，

余清江在小坡大马路（桥北路）物色半间店面，与人合股开拓布匹

生意，总算克服了“风雨飘摇”的日子，有了安定的生活。

	 这家店铺取名“绍兴”，既有兴旺之意，又因为是中国的地名

与酒名，容易让人记住。

	 小坡大马路当时也是布匹的集散中心地，余清江在那里营业，

堪称眼光独到，店里营业额日益增长，再加上1960年代战后婴儿潮

出生的孩子陆续长大，布匹需求更高，这促使他决定扩充生意，同

样在大马路寻找到一家店面，全面展开布业业务。

余清江在家含饴弄孙，享受晚年
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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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清江精明能干，

为人正直、忠厚善良、

讲求信用信誉，使他在

商场上如鱼得水，“绍

兴”字号在最高峰时，

是小坡布业的佼佼者之

一。

	 他在业内也获得同

业的敬重，1975年受

推崇出任业缘公会——新加坡布业联谊会的会长，一连两任，领导

同业迈进，团结会员、为业者会员谋福利。他平时也以身作则，仗

义疏财，协助同业渡过财务难关，帮过许多年轻人起步创业。

	 到1980年代，经历一生奋斗，余清江开始过着半退休的生

活。1991年年底，他因肺癌发作病逝，享年79岁。停柩时，同业

送来的花圈花篮，摆满整个庭院，致哀者更是络绎不绝，从中就可

以看出余清江受拥戴的一面。

	 余清江虽然没有参与会馆，但当同安会馆1980年代计划在

现址盖建新大楼时，他立即响应号召，认捐5000元。在那个时

代，5000元是个不小的数目。后来其子余经仁参与同安会馆，看到

会馆礼堂墙上的捐款人芳名录时，才知晓这段往事，并为父亲所作

出的贡献感到荣耀与喜悦。

（余经仁记述）

从家乡南来，余清江经历奋斗，白手起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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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世轮是同安马巷东园人，来自中医世家，家里经营药材铺。

但是他也饱读诗书，所以同乡都叫他作“秀才”。他在1920年代成

亲，在1930年代初的中国，日本军在东北蠢蠢欲动，共产党和国民

党政府也不时冲突。因为时局动荡，也为了不连累乡人，他被迫离

开家乡同安县。

	 他首先到了香港，作为读书人，他很自然地当了教师。后来一

些在越南河内（当时被称为“东方的巴黎”）的同乡不断邀请他前

往，于是又带了家眷，包括儿子张炳麟，从香港到河内去。此后全

家都跟随他漂泊的生涯。

	 因为越南当时还是法国的殖民地，在河内生活时，张世轮养成

了早餐吃法式长棍面包（baguette）和咖啡的习惯。这又成为他全

家人每日的早餐食品，一直到今天，吃欧式早餐仍然是张家人的生

活习惯。

	 在河内住了一段时期后，张世轮继续“下南洋”，举家迁移到

英国殖民地新加坡。到了新加坡后，他仍然从事教育事业，在小

坡维多利亚街和桥北路之间的惹兰槟榔（Jalan	 Pinang）的一家店

张世轮
（1900年代-1974年）

文人墨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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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开设了一所中文学校，叫益励学校，他自己担任校长和教师。

在张世轮的学生当中，有一名来自广东梅州的客家人张发粦。张发

粦的女儿后来嫁给了张世轮的孙子张应龙。这一段往事是在张世轮

的女儿张咏恩整理本文时意外发掘的。

	 张世轮也加入了刚成立不久的同安会馆，并积极参与会馆活

动。他对中国的时局非常关心，也认为中国共产党比中国国民党更

能够领导中国抗战。1949年中共胜利后，他相信共产党会领导中国

走向富强。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中国陷入混乱，让张世轮非常

伤心失望。他逝世时文革还没有结束。

	 张世轮在1940年代转业，从事树胶贸易，买卖马来半岛和印度

尼西亚的树胶。他的生意在新马沦陷时一度中断，在日本1945年投

降后，张世轮继续他的树胶生意。1950年代韩战爆发，树胶价格飙

涨，这让张世轮发了一笔小财。

	 在这段岁月中，张世轮的儿子张炳麟成为他的得力左右手。张

炳麟不幸在1964年去世，张世轮则在儿子逝世后的10年离世。

（张咏恩提供资料，叶鹏飞整理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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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仁济出生于同安马巷内厝，为家中长子，下有二个弟弟和一

个妹妹，因家贫，六七岁时随同父母和二弟（其余弟妹后来在马六

甲出世）南来马六甲谋生。他在约17岁就跟父亲一样，在码头当苦

力帮补家用，终身没有机会接受正规教育。

	 在马六甲的同安人大多来自马巷，所以当地的同安金厦会馆几

乎以马巷人居多，而马六甲的同安人也大多参加会馆。会馆仿佛就

是马六甲同安人的社交活动中心。

	 曾仁济婚后领养了女儿杨月云，之后才生下曾火强、曾慕彩和

曾武策二男一女。虽然目不识丁，曾仁济却很有音乐天分。马六甲

同安会馆有歌仔戏小组，组员平日聚集排练，也曾经到过东马和文

莱表演。曾仁济会弹奏多种乐器。据小组团员回忆，曾仁济一律把

在外出表演时所收到的车马费，全都捐赠给会馆，显示他对会馆的

热心。

	 这种热忱也感染了他的长子。曾火强在1972年到新加坡发展，

曾仁济也在1978年来新加坡与长子暂居，于1983年返回马六甲。

曾火强在新加坡生活安定下来后，于1986年加入新加坡同安会馆，

曾仁济
（1916年－1983年）

擅长乐器  热心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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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投入会务活动。

	 因为深觉得教育的重要性，他常常劝子女要努力学习，他

说“不希望一家三代人都当苦力”。缺乏教育也让他在生活上吃

亏，由于不识字，他跟人家合作生意买渔船，却被伙伴占便宜而

生意最后不了了之。

	 尽管如此，曾仁济始终秉持做人的原则，他在吃饭时总提醒孩

子“相让才会有余”。他最喜欢的食物，就是苦力爱吃的卤肉和肉

骨茶。

［曾火强（英庭）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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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炎盛先生，闽南同安县曾营人。他的父亲是个性格温和、

从事耕作的种田人。母亲郑氏，育有二名男子，曾炎盛为长男，

娶了周氏为妻，并育有二名儿子与二名女儿，长男曾谦福、次男

曾现源、长女曾素真、次女曾素凤。曾炎盛5岁时，其母亲因病逝

世。16岁时，父亲也因病亡故。曾炎盛一肩扛起照顾弟弟的责任，

因此书才读了四年书就必须放弃改为耕农养家。之后跟随亲戚朋友

南下至马来西亚的务边生活，他做事认真，态度诚恳，深受周文媛

的赏识与器重，并派任曾炎盛到万和美锡米店做杂工，由于他工作

认真努力，	获得升职并继承重要的职位。

	 在锡米店工作的14年间，曾炎盛时常上山看山势，入门看人

意，做事情仔细言行谨慎，从来不敢偷懒松懈。自己栽一欉，较赢

看別人，他希望能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店，早一点结束这帮别人做

事不快活的日子。“搰力做，才趁会着好运”。不久后，在一次偶

然的缘分下认识周九彩，两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于是曾炎盛计划

与周九彩合作，共同在务边开一家专卖锡米与树胶的店，取名为万

丰锡米树胶店。曾炎盛在里面担任出资人并兼职总管，凡事亲力亲

为，生怕有一丝疏漏，他凭着以前在万和美做事的经验以及贵人的

曾炎盛

心慈好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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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下，并于年中时赚得些许盈润。后又与人合资，将原先种植红

毛丹的农地买下，改种植价钱较好的树胶。

	 曾炎盛也在南下马来西亚生活的这段时间里回故乡三次，并在

同安置办了许多产业，以大宗来说，像是捐助资金给文明学校、福

建会馆、逸真俱乐部与国民党。甚至到国内外帮助那些因灾害受难

的人民。有其父必有其子，曾炎盛性格仁慈，看到有人陷于危难

之中心生怜悯，对于亲戚朋友想达成的目的，他也会尽自己的力

量去帮助他们，他做的善事，多得不计其数。	

（撰稿：南洋亚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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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浩荡的历史长河中，有无数人在这个世界存在过，然而其中

见于经传者不足万一。不论东方抑或西方的史书中，所记载的不是

庙堂上的王侯将相，就是社会中的名人贤达。那些有幸见名于史册

的市井百姓，往往也仅仅是名人传记中的背景陪衬，他们的生平事

迹并不为世人所知。可是历史不单是由王侯将相所缔造，更是由成

千上万普通民众共同谱写。

	 新加坡开埠200年以来，同安人始终是建设这片土地的众多华

人中的一个重要群体。这个群体中不乏像陈嘉庚、陈六使、林金

殿、陈延谦、孙炳炎等为新加坡社会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贤人名

士，更有千千万万为这里付出点滴辛劳印记的普通同安人。这本

《同根》便是讲述一个个经历不同时代的新加坡普通同安人的生

平故事。他们之中有的是当年新加坡河上的搬运工人，有的曾赴滇

缅支援抗战，有的是普通的政府公务员，还有的是曾经活跃于娱乐

场中的人物。他们的故事汇聚成了一个个别具一格的新加坡历史的

侧面，也成为不同时代新加坡华人乃至全球海外华人的缩影。

	 新加坡同安会馆成立88周年也适逢新加坡开埠200周年，这本

《同根》正是为这意义非凡的日子的一份特别的献礼，也是向曾经

在这片土地上生活、打拼、付出过的每个新加坡同安人的致敬。同

时，也让我们年轻的同安子弟或同安的新移民们能够体会到什么才

是刻苦、勤俭的生活态度，并希望他们能把这珍贵的同安精神永远

地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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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每一位为这本书提供珍贵故事和资料的同安会员和乡亲，

他们对父辈、祖辈以及曾经的自己的点滴回忆，让我们仿佛回到不

同年代的新加坡，感受这些先辈生活与创业的艰辛，也看到今日新

加坡的美丽与荣耀背后不为人知的那些小故事。

	 这本文献收录了数十位新加坡同安人的故事，但它的出版只是

一个开始，因为同安会馆有上千名会员，新加坡的同安人更是数不

胜数，还有更多的故事等待我们去发掘和记录。希望这些故事能够

世代相传，激励更多新加坡与世界各地的同安子孙们继续努力奋

斗。让我们共同期待吧！

同安会馆文教股副股长、文献集编辑委员

林进展

2019年9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