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新
加
坡

福
建
文
化
节

4月13日至23日 2017

千古闽南文化薪火相传

万家传统南洋齐聚相伴



目  录

第四十二届常务理事会

蔡天宝（会长）

蔡其生（副会长） 蔡成宗（副会长） 陈笃汉（副会长）

陈奕福（总务组主任） 白南泉（财政组主任）             

张自章（教育组主任 ）曾福庆 （产业组主任）                  

杜南发（文化组主任）蔡添荣（社会服务组主任）   

柯毓麟 （会员事务组主任）刘昇谚（总务组副主任）

谢杰城、王忠毅（财政组副主任）

黄培青、卜清锺（教育组副主任）

林永车（产业组副主任）许振义（文化组副主任）

吕立岩（社会服务组副主任）刘夏宗（会员事务组副主任）

福建会馆杂志
2017 第一期

出版机构

新加坡福建会馆
5 Sennett Road, Singapore 466781,

Tel: 6222-8212
www.shhk.com.sg

出品人
蔡天宝

总务
陈奕福

编辑顾问
杜南发

编辑
刘夏宗

设计/编辑
CROWN DESIGN

徐楊婷

摄影
徐楊婷 / Kelvin Lim

封面壁画图像
叶耀宗

协助
秘书处

分色/承印
Procolor Separation & Print Pte Ltd

出版准证
MCI(P)081/03/2017

04 当义工照样很酷炫

06 会馆不再只是做义工的地方

08 七件我们关注的事

12 透视镜检验双文化

17 幼教空间的无形使命

22 福建小说系列

26 行行书状元

27 小人物的身影



志愿者

当义工照样 很酷炫！

Esther Lim 福建东山县
Bank Executive 

Minz Yap 福建德化县
Bank Executive

James Koh 福建诏安县
IT Audit

Edwin Sim 福建安溪县
Senior Engineer 

Kelvin Lim 福建安溪县
Self employed

Jimmy Peh 福建安溪县
Self Employed

Mark Tan 福建南安市
Solution Architect

0504

摄影 - Johnny



会馆不再只是做义工的地方

1.福建文化学院

能够提供怎么样

的教学服务？

把学习华文华语生活
化。会馆可主办一些
以华语对话为主的活
动。让会员家的小朋
友参加。打造应用华
语的环境，让他们能
在活动中应用华语互
相沟通。

促进社会和家庭和谐
的基础上举办活动与
工作坊，提升人们的
价值观与人文素养。

Increase awareness 
on the Hokkien dialect/ 
history / culture as the 
younger generation 
seems to have lost 
touch of this ancestry 
traits. Perhaps creating 
educational phone 
apps for the youth.

Provide educational 
tour visit to farm, 
museums, visit to 
homes, marathon etc. 
This would help to 
provide strong family 
bonding and social 
awareness.  

Enjoy helping out 
especially THK’s 
events, keen interest 
in Chinese culture and 
knowledge.  Exchange 
values and experience 
/information with other 
parents. Get to know 
the people I meet 
along the way.

Setting good examples 
for our children 
through exposing and 
cultivating traditional 
values to them. When 
they grow up, they 
can pass down these 
values and beliefs, 
and contribute to the 
society.

Organise seminars 
or talks for parents 
on educating the 
new generation. As 
education starts with 
the parents, it would 
make sense to provide 
guidance in nurturing 
the children, and to get 
them to be interested 
in Chinese culture and 
family values.

Promote cultural 
literacy through 
events and roadshows 
to create social 
awareness to the 
public.

I enjoy because it is 
very fulfilling and it 
takes me out of my daily 
life,  I can experience 
new things such as 
culture, people and 
know-how. I’ve made 
a significant number of 
new friends as these 
are people who are 
willing to dedicate 
their time to make a 
difference in a person’s 
life. They are worth 
meeting and keeping.

Volunteerism makes a 
difference in a person’s 
life, it provides an 
avenue to give back 
what has been given 
to you!

SHHKCA can consider 
incorporating skills 
upgrading programs 
for members (who are 
also Singaporeans) to 
solidify the culture of 
lifelong learning.

Education is more than 
academics. SHHK 
education sector can 
help schools to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academic achievements 
and development of 
valuable skills. Apart from 
academic achievements, 
the school should be a 
place where students 
discover their interests and 
a place to develop those 
valuable skills. After all, 
the students should leave 
school knowing what they 
are good at.

I enjoy volunteering 
because (Renci) community 
service is rewarding and 
fulfilling. It helps me to 
ensure that I take some time 
off from my daily routine to 
serve others in need. I get 
to make many new friends 
along the way which makes 
the volunteering sessions 
even more enjoyable. 

Volunteering is a 
learning process. Learn 
while you give back and 
pass down what you 
learnt.

Interpersonal bonding 
and engrossment are 
the key factors.

All age groups (young 
and old) actively 
contribute to knowledge 
transfer and create 
areas for improvement. 
Everyone looks forward 
to meet, to share 
and learn the values 
together and pass down 
the underlying values to 
their next generations.

Not for me yet, for 
exposure of richness 
in languages/histories 
and the people I meet 
along the way.

It’s still important, con-
tributing back to society. 
Keeping a platform for 
us to continue growing.

By leveraging on the 
SHHKCA’s existing 
facilities to develop 
content in the education 
segment. This can be 
further enhanced by 
means of IT usages.

Continuation from old 
generation to new 
generation. Creates 
education value 
awareness among 
the young children in 
affiliated schools, so 
that they bring along 
the education values 
as they grow older.

Bring awareness 
through events to 
promote Chinese and 
Hokkien.

Setting the lead in local 
standard, cultivating 
the interest in all levels.

在教育上为家长提供
教育咨询与引导，减
轻家长在培育孩子的
过程中所产生的焦虑
感，加强家长对于当
前的教育政策的认
识，深入探讨各个选
择对孩子的影响。

参于会馆的义工能增
强我对华族文化的认
识和价值观。从而传
递知识给身旁的家人, 
朋友和年轻人。这也
给我机会结交一群有
共同目标和志同道合
的朋友。

当义工不只是要回馈
社会，也能做孩子的
榜样让他们将来对社
会有贡献。

会馆需打造出年轻领
导角色，吸引年轻一
代的福建人(学生)来
认识自己的文化。从
而启发他们对应用华
文的兴趣。

当义工已经成为我生
活常规与社交活动。
在过程中，义工们总
会分享一些培育孩子
的心得，也畅所欲言
无所不谈。就好像和
老朋友们聚会。

以放开心灵的态度来
义务, 以能力来回馈社
会.

2.福建会馆的教

育组能够在教育

上扮演什么角

色？

3.为什么孩子已

经进了学校家长

还愿意当会馆的

义工？

4.家长义工在21

世纪的定义为

何？

Mark James Jimmy Minz Edwin KelvinEsther

摄影 - Kelv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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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带一个趣点“巧合”。

《传灯》会讯与杜南发先

生当年所创作的歌曲“传

灯”同名。据说这本杂志

在命名过程，也是受了杜

杜 先 生 特 别 为 会 馆 庆

祝 1 7 5 周 年 创 作 的 “

福建人，做阵行”主曲所

启发！

四会破格携手回馈

福建会馆，将连同江苏会，潮州八邑会馆和九龙会，共同举

办一个“社会公益日”。目的在于在回馈社会的当儿，也希

望有更多的新移民能够积极地参与本地的公益活动。福建会

馆会长蔡天宝指出刚成立的江苏会可以借此拓展联系网，并

且促进新加坡同胞与新移民的互动和融合。

舞蹈团跃进跳出不同

说到改革，福建会馆舞蹈剧场的艺术总监林美琴最近忙

于“改”。她除了不断思索要如何让舞蹈团更上一层

楼，也同时着手于舞蹈团的整体形象。这里分享一点即

将推出的设计理念。

文化廊六主说历史

一百七十年的故事，浓缩在一个空间，且须生动的为两千多位学生讲解。

这就设置于福建会馆文化学院内最新的文化廊。这也是杜南发精心策划讲

述会馆文史的重心，文化廊分为六大主题：福建-乡情；成长的脚步；双

翼高飞；艺文之美；时间的光点；生命的最大意义和欣欣向荣。

新加坡福建文化节的第六届

《乡味.乡音.乡情》为主题的新加坡福建文化节即将在4月13

日至23日举行。除了有二十种令人食指大动的福建“美食展卖

会”外，还有免费的导览，带领公众参观天福宫，福建会馆产

业以及壁画。这段期间妈祖诞会呈现精彩的“迎神赛会”。尚

有许多精彩活动。详情请咨询会馆的 Facebook: Singaporehokkienfest.

我们关注的7件事 

天福宫壁画人

福建会馆秘书长沈美霞在社交群上发现了叶耀宗的过去的

壁画作品，正好符合她一直以来想做的一件事--  把天福宫

后街的那道空白宫墙添上一套福建人下南洋的视觉故事。

这个“奇想”令得叶耀宗从二月就开始动笔，每逢周末从

早到傍晚，风雨不改的在宫墙上创作。

午后的一个学堂

在福建会馆文化学院的庭院，午后的一个时段总是显得热闹

异常。院长方百成兴致勃勃的讨论最近所开设的“午后学

堂”。它会真正地落实“德智体群美”五大教育目标。除了

学习支援，也让三岁至六岁的孩子享有个人的发展空间例如

演艺，美术以及通过各种游戏开发独立思维。

“行”不改名坐不改姓 

《传灯》见证了福建会馆历代风起云涌

的变迁，在2017年一月画下了完美句

点。蔡天宝会长的初衷是希望看到一本

能够代表新加坡福建会馆的刊物。首

先，他建议从会讯改为杂志，以符合现

代的年轻会员，同时，他也期许这本

新季刊能够反映出时下国际化的设计感

与韵味。于是委托了会馆总务陈奕福进

行规划和创新。陈总务与会员组齐心协

力，终于推出了一款别出心裁的刊物。

0908



叶耀宗，48岁，祖籍

中国广东石龙。从事金

融业。自2016年8月开

始，无心插柳画壁画，

无师自通。同事们对于

他突然显现的“美术技

能”都表示惊讶。

摄影 - Johnny

草图- 1月30日

2月19日 2月26日 4月2日

1110



透视镜
检验双文化
Q：张主任，过去的BiCEP 规划执行得相当成功，请问您在

接下去的十年，与蔡校长有什么“大计”吗？

张：哈哈哈，大计倒不至于，但是我们在这十年之际接棒，

感觉责任重大。同时BiCEP这个计划对于会馆，对于属校董

事部及蔡天宝会长个人来说更是“关键字”！

Q：哦？关键字？怎么说？
张：会馆历届的会长都非常重视教育！属校董事部在这方面

更是不遣余力。尤其是BiCEP从一开始，它的构思就显得十

分周详，其中更包括了“中华文化”，“儿童文学”，“中

英对比”和“语言训练”！

Q：那在未来十年，这些大方向会更动吗？
张：原则上不会更动太大！但是调整是必然的。毕竟十年前

的一些想法现在已经不能实行了。我们也要与时俱进呀！

Q：蔡校长，您怎么看BiCEP未来的十年？
蔡：我们新成立的委员会刚举办了第一场会议。我觉得大家

都充满了热诚！其中还有不少成员是从过去就一直为BiCEP

努力的老师们。我很敬佩并且十分感恩他们的默默耕耘！我

先从中华文化这部分来说，在经过了一番讨论，我们的一个

共识就是认为过去式的教育方式太过factual, 是过于硬朗的

教学方法。所以我们将来要调整的是在课程内容加入新加坡

的视角！

张：对，打个比喻就是在过去是用透视镜在看中华文化，我

们现在必须要换上一片新的镜片来看中国以及其他的华族华

人社会。

Q：这个比喻很视觉化！很适合年轻一代人的口味！
张：不但是学校，会馆也需要年轻化的思维呀！

蔡：我们的新加坡视角做好，不但是年轻化，更能够培养同

学们的身份认同。总之，我们不会做wholesale的中国文化！

Q：哗！这句话好有震撼力量。
蔡：我个人认为任何的文化出到国外，它就必须接地气。新

加坡是一个多元社会，中华文化来到这里，接触印度和马来

民族的互动，务必经历变化。如果不变反而奇怪！

Q：嗯！这点我赞成。那么关于儿童文学这部分呢？
蔡：我们必须先为中华文化这方面设置良好的奠基，之后会

在儿童文学方面加入更多的本土作家作品。同时，我们不单

只是在课室内学习，并且会添加体验式的学习，让同学们所

学的题材技能更贴近生活。

Q：可以解释‘贴近生活’这个概念吗？
蔡：其实讲白了就是具有应用性。同学们会理解所学到的知

识即刻可以在一般生活中看得到，使用得上。这就是贴近生

活的主轴！

Q：那老师方面也必须改变教育的方式咯？
蔡：那是必然的。老师本身也必须一起进步。长远来看，老

师所扮演的角色也会从“教”逐渐演变成“导”。开始还是

会有配套作为协助老师的工具，最终我们是希望老师能够有

更大的空间，发挥自己的一些想法。

张：中华文化和儿童文学都是我们会维持的工作。但我认为

中英对比在二十一世纪所扮演的位置也很重要！

蔡：我觉得主任是从技能训练的角度来看的吧？关于这点我

也同意中英对比的重要性。首先，我们必须把中英的对和比

的定义搞清楚。

Q：怎么说？
蔡：我最近也在咨询一些专家关于中英对比这个事项。其中

一位专家问我，我们BiCEP要的到底是中英对比还是翻译？

因为两者其实是有很大的差异。我们必须在一开始时把定义

明确的说清楚。

Q：嗯，您这么一说，我也觉得有道理。
蔡：关于这部分，我们委员会还有待进一步的讨论摸索。

张：嗯，对！

Q：最后的部分是语言训练呢！
蔡：噢，语言训练这部分我们特别放心。因为这多年来，都

是由福建会馆文化艺术团的黄秀玲老师在负责。她精心策

划了许多富有创意的课程，包括了在国内浸濡的学习营。例

如，学生必须通过绕口令，诗歌，快板等，加强同学们的语

感。另一方面，也要求同学们做到敢说，愿意说以及懂得怎

么说的态度。

Q：听起来，整体的规划都蛮完善的呢！
张：这只是一个起步，我们自己还有许多事情需要向大家学

习。希望老师、学校一起齐心努力！

蔡：对的，前面的路还是需要一步一脚印！

2006年，福建会馆为启动五所小学

开 办 的 双 文 化 华 文 优 选 课 程

（BiCEP）作试点教学，于2007年

正式在属校五所小学启动。课程办

下来，一转眼就是十年了。这期

间，不但使得1226位学生受惠，更

是受到家长们的欢迎和教育部的肯

定。刚刚“走马上任”的光华学校

校长蔡颐龄女士，连同福建会馆教

育主任张自章先生，在他们两人双

双的率领之下，华文优选课程委员

会正在韬光养晦，为第二个十年部

署。行杂志编辑部与张主任和蔡校

长畅谈新计划新展望。

摄影 - 徐楊婷
采访 - 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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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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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老师参加师资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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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小四双文化华文优选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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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品展 2012
设立五校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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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颐龄校长自大学毕业后，就投身教育界。除了担任过教师与部门主任等职务，她也曾经任

职于教育部课程规划与发展署，负责课程的编排与规划，从而对课程规划与发展的工作，加

强了认识。2006年，她受委为德乐小学的副校长，并在2008年，升任丹绒加东小学校长一

职，  2014则调派到光华学校走马上任。蔡校长在光华学校和德明政府中学度过了学生时代。

这两所优质学府拥有深厚的华族传统和价值观，且十分注重品格教育，对她日后的影响非常

深远。中小学时期所体验的纯朴而严谨的校风，学校对培养良好品德的坚持，对母语教育的

重视，以及对树立纯朴而严谨校风的理念，深深影响了她的人生观和治学宗旨。今天，她秉

持“以人为本”的办校宗旨，以育人为己任。一位资深的校长前辈曾经说过，办学就有如画

一幅中国传统水墨画，重要的不在于画了些什么，更在于空白的那个部分，也就是所谓的“

留白”。他这番分享一针见血，蔡校长非常同意这个比喻。她坚信，教育孩子的过程也应该

给予适当的“留白”。给孩子一个想象的空间，让他们在师长的支持下奠定良好的基础，并

且发挥自己的想法和实力，创造属于自己的世界。 

华文优选课程委员会会长  

摄影/文字 - 徐楊婷
福建会馆幼儿园一览 

幼教空间的无形使命 

张自章（会馆教育组主任） 

林绮惠、翁添宝（道南学校）

许毅强（爱同学校）

张毓容、何燕平（崇福学校）

林雪婷校长、胡蓉、郭源辉（南侨小学）

蔡颐龄校长 、余耀隆副校长（光华学校）     

张海燕、白剑吟（光华学校）

张主任

张毓容

何燕平

余副校长

白剑吟

许毅强

张海燕

翁添宝

胡蓉

林绮惠

郭源辉

林副校长蔡校长

华文优选课程委员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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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皆在细节中...
福建会馆幼儿园成立至今，刚满三年四个月。幼儿园内的一间间课室，
看似简单，其中内涵却是需要时间来印证功效。

孩子在成长，环境也必须跟随
时代而演化。“行”杂志利用特
殊视角探索幼儿园。每个空间
都充满了童趣和创想，随着四
十个月的演变，让孩子们有不
同的体验，一切皆在细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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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设计的重要性越来越显著。
其实，最好的不一定就是专家费尽心思的设计。
而是校长、老师们与孩子的相处过程所酝酿出来的一种感觉。
这种感觉让周围的立体空间与人更契合，更加贴近。
在适当的时机催发特殊的氛围，更是一种设计！

一切还在酝酿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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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家生产粿条面的小作坊，设于后港

三道一座两层楼组屋楼下，背后是淡滨尼

路。我来检查店里使用苛性钠的用量。我

是卫生部毒药管制处的稽查员。

苛性钠是新马一带制作福建面的用料，虽

然用量很小，却能叫面条产生弹性。不

过，毒药法令规定，使用者须严格记录每

次使用量，制作了多少面条，以及使用后

的剩余量。

那天，我发现这店家的记录不清楚，中间

缺了好多天没记录，剩余量与确实数量不

符。老板紧张了，喊来伙计，一个矮墩

墩的小伙子，穿着背心，却是汗流浃背，

双眼惺忪，似乎是午睡中被叫醒的。我看

见他，愣了一下，听他开口，记得他是

谁了。他是文才，曾在麦士威路综合诊疗

所工作，是名杂役，负责管理院里的停车

场。

红色莫里斯麦纳

那年头，一个杂役的月薪是120元左右，

生活不容易。据说文才白天在诊所工作，

晚上便到后港六英里一家咖啡店炒福建

面，能额外赚个三五块钱。

“下午六点炒到十一二点，很辛苦的，

你以为好赚！”不过，我留意到他常换

手表，颈上挂的金链也越来越粗大。当“

阿衙”能穿金戴银，确实不简单。阿衙

（Ayah）是当时对医院杂役的通称。

文才还有艳遇

下午4点半，要下班了，老天爷却下起倾

盆大雨。新加坡的天气就是这样，下午四

五点常来一阵骤雨，雨很大，只是下不

久，最多半小时就雨过天晴。

我们几个同事在等雨停。一辆红色莫里斯

麦纳驶进停车场。嘿？这个时间来看医

生？还是来接谁？我的同事白武德说：“

来接文才呀，你不知道他有相好？”车子

停在一边，换回光鲜衣服的文才这时冒雨

冲进车里。

“文才的相好呀，有钱人嘞！”我隔着玻

璃窗看车里，司机像是个三十多岁的浓妆

女人。武德似乎很了解文才的底细。原

来那女人常开车来看医生，有时候没停车

位也获得文才通融，就这样他们私下有来

往了。我知道文才的性格，他虽然长得不

怎么样，可是为人谦和，见人总是笑嘻嘻

的，和蔼可亲。我们那诊所可不是每个人

都这样的，无论是护士还是阿衙，比较多

是狐假虎威的人，喜欢对病人呼呼喝喝。

文学不是文才

只是半年后的事吧，文才没来上班了。我

以为他给调到另一家诊所工作了。

那天合该有事，我突然感觉左边脸颊麻

麻，便上楼看医生量血压，后来又由护士

每半小时继续为我测量。突然，有个彪形

大汉闯进护理室，冲着我大骂：“你就是

文才，不怕死，敢勾引我妹妹！”幸好他

没动手，只是嘴里已经突出一大串脏话。

护士马上为我解围：“他是文学，不是文

才，文才两个星期没来上班了。”

武德后来告诉我，文才勾上的女人是一家

饼店的女儿，三十多岁还没出嫁。可是，

她家里人反对他们来往，两个人就私奔

了。

“他们逃去哪里？”

“能逃去哪里！躲到后港的甘榜里吧，最

多逃去新山、哥打丁宜。”

躲在榜鹅神父地

文才代表粿条面作坊老板去卫生部办理手

续后遇见我。我的上司大概罚了他们几十

块钱，还给了一封警告信。

“ 老 朋 友 也 不 给 情 面 ， 还 亏 是 同 事 一

场。”

总是笑嘻嘻的文才，生气也是带着笑意

的。我们在卡佩芝路的小贩中心喝咖啡，

他还抢着出钱。

       

“结婚了吗？那个开莫里斯麦纳的有钱女

人呢？我还没跟你算账，你的大舅子对我

喊打喊杀的！”

       

文才笑得扑在桌上，大概他也听说了：“

谁叫你的名字也有个文！”

        

他说，他和那个女人在一起没两个月，对

方就离开了，她受不了。原来他们躲在榜

鹅的神父地，一个小房间，没水没电，蚊

子特别多。神父地靠近海边，据说是一家

天主教堂的产业。

        

“我已回去后港六英里咖啡店炒福建面，

摄影 - John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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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我自己的生意。”

面炒熟就香了

想不到文才炒福建面还炒出名堂来，《晚

报》的街头美食系列里刊登了他的故事。

他的福建面不只在后港家喻户晓，连淡

滨尼、宏茂桥和大巴窑都有慕名而来的食

家。

我也去吃了。那天下午六点多，我是等了

半小时才等到端上来的一盘面。面的香味

一阵胜似一阵，面炒得够湿，入口滑润，

咀嚼起来还有咬劲。

        

我吃了一只又一只的虾，嘿，一盘面卖块

半，与市价相似，却有六只虾，还有几片

猪肉和猪油渣，韭菜也一大撮。

       

起初我以为是文才特别优待，发现旁边的

食客也吐出六只虾尾的壳。

       

最特别的是，如果顾客要的是加辣福建

面，他会把辣椒酱拌在面里翻炒，辣椒香

味更是扑鼻而来。一般炒面摊，辣椒只搁

一边。

        

文才后来告诉我，他的福建面受欢迎，首

先是炉火用木材和火炭烧，火保持猛烈，

加入鸡蛋炒的面条，很快便能沉浸在镬气

里，他不用担心炒过头或不足。

        

“块半钱的面条，多加几只虾，本钱也没

增多少，食客却会感觉物有所值。”我问

他哪里学来的本事？他想了一会儿，好像

答非所问。

        

“我在诊疗所工作时，不是当过炒面档口

的助手吗？老板炒累了，我就接着炒。就

是这样学的嘛，没什么难的，面炒熟了就

香了！”

福建面的炒法应该不只一种，据说吉隆坡

的福建面是以酱油炒的，颜色黑亮。

        

其实，文才炒福建面还有个绝招，那天他

不晓得是不想全说出来，还是一时忘了。

福建面看上鲜蚶粿条

文才又上报了，这回却不是什么好事，还

牵连点桃色意味。

报道说，他和咖啡店里卖鲜蚶粿条的汉子

打起来了。目击者说，两个摊位有竞争免

不了，最关键的是，炒粿条的指责炒福

建面的“苟沙”他的女儿。炒粿条的汉子

说，对方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那天晚上我赶到后港六英里，文才没开

档，却坐在角落头喝啤酒。他还是笑得

那么开朗，露出的一嘴白牙里夹着两根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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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这家伙就是爱金如命。他手上戴个看

得到机械的金表外，颈上套的金链虽然比

以前的细，却悬着个金佛像。

        

我劝他别胡搞，要女人就正正经经找一

个，找个门当户对的。

        

糟了，给他找到了话头：“是啊，我炒福

建面，她爸爸炒鲜蚶粿条，我们不正好是

天生一对吗？”

       

他告诉我，炒鲜蚶粿条的女儿长得很漂

亮，虽然年纪还小，却不嫌弃他，已经私

下相约看过几次电影，最重要的是她喜欢

吃他炒的福建面。

        

笑得公所也发抖

几年后，我搬到白沙。有一天，有个朋友

送儿子到这里的巴士总站集合，等候兵车

载去德光岛。过后，他约我在食阁用餐。

        

我们看到一排人龙，等着买鲜蚶粿条和福

建面。朋友买的鲜蚶粿条炒好了，递给他

的是个中年妇女，脸上红喷喷的，估计是

给油沾上的光。我的福建面也来了，哈，

竟是文才炒的。我们十多年没见面了。

        

午餐时间过了，食客少了，文才来坐台。

        

我问他为什么兼卖起鲜蚶粿条？

“你忘了？我娶了炒粿条的女儿喽。我

炒福建面，她炒粿条，不正是夫唱妇随

吗！”

      

我接着就向他兴师问罪：“怎么搞的！越

炒越糟！面条还热，香气却没了！”

他又笑开了：“果然是吃过我当年炒的福

建面的人。大爷，在这种地方，不能用柴

火烧的呀，煤气炉的火可以很大，却没法

子焖出面条的香味。”他也怀疑，现在的

面条或许不再使用苛性钠生产，弹性和碱

味都不足了。

        

我朋友却说鲜蚶粿条的味道还可以，只是

那鲜蚶怎么都缩水得像黑芝麻？

        

文才说：“老朋友有机会到我家去，我给

你送上一盘原汁原味的福建炒面！”

        

忘了已经隔多久，有天晚上我去泉州德化

乡公所访问，公所好几名理事都来出席，

最后进来的人竟然包括文才。原来他是德

化人，这几年也来公所活动。

        

他来了，他那位依然满面红光的妻子也来

了，一个十多岁的苗条美女娃也来了。

        

“我知道是你来，我们一家人都来欢迎

你，我们还特地为你炒几道菜。”

        

我先品尝他的福建炒面，哗，果然色香味

俱全，其他佳肴便不看在眼里了。

        

“我炒的面，这回再次使用虾头虾壳熬的

汤，连猪油渣和辣椒酱一起炖和炒，包你

吃个终身难忘。” 这虾头虾壳熬的汤，难

道便是他的绝招？

        

文才笑得很大声，把这间面积不大的公所

震动得发抖起来。

邹文学，71岁，祖籍中国广东兴宁，曾任职《联合晚报》，担任翻译、记者和采访主任。

曾参加光洋校友会、中正戏剧研究会和康乐音乐研究会的戏剧组，后与友人携手发起生活

剧社。新加坡华语戏剧团体联合会三届会长。喜欢演戏看戏，当过导演，也写过一两个短

剧，写作生涯里也包括写剧评。尤喜欢旅游和拍照，也写游记。1976年出版散文集《有闲

集》，2005年出版中国旅游图片集《拼图神州》，2016年出版树木图片集《遇见树》。

退休后，仍勤于写作，包括撰写纪实短篇小说。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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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行书状元！ 小人物的身影

福建会馆 教育组副主任, 黄培青女士

最近拜读了由白胜晖为楊烈国先生撰写的传
记”Neither Civil Nor Servant”。作者在
220页的书中详尽却不乏味地叙述了杨先生接
近半个世纪的生活历练，并且在每个篇章巧妙
地穿插了他与杨先生精釆的对话，精辟的言论
让读者们感受到杨先生的坦率真诚，不隨波逐
流的品格。

王丽贞，62岁， 祖籍中国福建。
从32岁既在会馆工作至。在家里排行第五，后面还有三个弟妹。在会
馆常务理事开会之际，常常看她一人东奔西跑。不管是咖啡或红茶，
她会尽一切的记住每一位理事喜爱的饮料，照顾得无微不至。王女士
格子不高，但是三十年来所投下的影子，是大是小，大家心里有数。

本书的开端讲述了杨先生贫寒的出身，未满4岁时父亲就已离世，母亲含辛茹苦挑起生活重担带大三个
孩子。在那年代，小烈国也和其他男孩一样爱爬树，爱抓蜘蛛及捕捉沟渠里的小鱼自娱，但是和其他
孩子不同的是，小小年纪的他为了赚取零用钱，抓紧商机，站在戏院门口为人提供傍泊脚车的服务，
充分显示出他的机智灵敏及商业头脑。之后为了不费分文又能读到好书，他坚持从中学至到高中，当
了6年的学校图书管理员，对他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的勤奋好学不倦，让他获得了哥伦坡
奖学金并得以负笈多伦多大学深造。大学毕业后，他火速回国，希望尽快找到工作。最终找到了心仪
的雇主－国防部。他在后勤部迅速的招兵买马，“无中生有”，建立了一支强力军，最后还为武装部
队制造了本土的军事武器配备。他有幸能在吴庆瑞先生的领导下，为我国带来深远的影响及贡献。书
中也引述了曾经与他合作的政要，部长及同僚们对他的赏识与评价。他对国防部的付出，非三言两语
所能道尽。

书中接着记录了杨先生如何被当时的李光耀总理点名为国家经济发展局EDB主席，为新加坡开拓新领
域，为国人制造更多高素质的就业机会。这包括了有目共睹的巴淡岛计划，裕廊岛的建设，让他的团
队在万分艰辛中完成使命，沧海桑田的成就感自非笔墨所能喻，就如他的团队之后为他拟了一则招聘
人才的广告标语 “有谁愿意如此疯狂地为杨烈国做事？”由此可见他对工作的热忱及冲劲深深的影响
他周围的人，并引领团队乘风破浪，完成使命。
杨先生之后受邀加入了新加坡国家科技局，为建设生命科学研究工作记上一功，也把新加坡推上了生
命科学的国际舞台。他的领导能力及爱才惜才，为国家栽培了许多优秀的人才。

一言以蔽之，杨烈国所没有的是公务员一贯拥有的循规蹈举，但是他所拥有的却是企业家不惊风，不
惊雨的冒险冲浪，爱拼才会赢的精神。相信读者们在看完此书后，必能感染到一股浓烈的做事热忱，
真挚的为一个理念𡘊勇迈进，并从中得到启发。

会馆常务理事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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