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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2月7日农历元旦，中国驻新新任大

使张小康遵循惯例，莅临怡和轩参加团拜。怡和

轩二楼大堂张灯结彩，洋溢新春气息。中午时分，

嘉宾与会友以热烈掌声迎接张大使一行人。大家

欢聚一堂，共享怡和轩特色的元旦午餐。主席林

清如致欢迎词，略谓基于历史原因，中国驻新大

使馆与怡和轩关系一向密切，希望能持久延续并

发展这关系。张大使致词强调中国以人为本，建

设和谐社会的大方向，并预祝中新两方在各领域

的合作愉快，中新两国人民的友谊日益牢固。

怡和轩对灾黎的一份心意
华  南  暴  风  雪  灾  害

2008年新春团拜

年初，中国南方大部分地区和西北几个省分遭遇罕见暴风雪灾害。为响应中华总

商会会长蔡天宝（怡和轩会务顾问）赈灾捐款的呼吁，董事部决定立即行动，拨款两万

新元。元旦团拜之际，主席林清如在张小康大使的见证下，把志艮两万元的支票递交总

商会副会长谢万森。过后，怡和轩再转交总商会一笔$6,000.00的会员捐款（计水铭漳

$200，柯丰庆$300，宋子谦$500，廖德能$500，杨松鹤$500，朱金卜$2,000，林清如

$2,000）。杯水车薪，表达我们对灾黎的一份关怀和心意。

三月廿七日，在一个简单的仪式上，蔡天宝会长把筹得的七十余万元捐款，转交中国驻新加坡大使张小康。



惨绝人寰的四川大地震，唤起全球爱心万万颗。
在那地动山摇之际，人类在问：大自然，征服得了
吗？

秉承传统，怡和轩在第一时间作出了反应。董事部于
五月十六日发函，呼吁会友向灾民伸出援手。

董事部锁定五月二十日为怡和轩接收义款的最后一
天，为的是强调事情的迫切性，也意识到会友随时都可以
通过不同管道献捐。

捐款名录

四川筹赈 怡和轩会友捐献十七万元
短短几天里，怡和轩汇集了会友近十七万新元的义

款，这包括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会员捐献的十万元。五月
廿一日下午，主席林清如偕同总务杨松鹤，董事卓有成（交
际）把收到的义款送交中国大使馆，并代表怡和轩，在使馆
的吊唁处向罹难者致哀。
众多怡和轩会友也通过其他团体或管道，作出了
奉献。怡和轩引以为豪的会友们，董事部向你们
致敬！

一会员（循要求，姑隐其明）$100,000.00

黄鸿美 $3000.00 李嘉兴 $1000.00 李长沙 $1000.00 陈远腾 $1000.00 韦莲玉 $500.00 尤莉莲 $200.00 陈丽缄 $100.00

林清如 $3000.00 叶谋彬 $1000.00 林清荣 $1000.00 任 燕 $1000.00 李亚盛 $500.00 廖锡畴 $200.00 黄奕添 $100.00

周文忠 $3000.00 杨松鹤 $1000.00 陈立发 $1000.00 宋子谦 $1000.00 张学裕 $500.00 雷雅宗 $200.00 洪坤荣 $100.00

李文龙 $3000.00 吴文国 $1000.00 魏均扬 $1000.00 林茂榕 $1000.00 黄春有 $500.00 李福鸿 $200.00 胡裕法 $100.00

卓清桂 $3000.00 骆水兴 $1000.00 水铭漳 $1000.00 陈帅池 $1000.00 李志东 $500.00 褚富生 $200.00 水涵成 $100.00

张文元 $3000.00 谢安桐 $1000.00 谢膺坚 $1000.00 许国明 $1000.00 陈玡每 $500.00 云大明 $200.00 汪莉莉 $100.00

林森桂 $3000.00 王如明 $1000.00 林镇成 $1000.00 廖德能 $ 500.00 孙泽宇 $500.00 胡勇生 $200.00 陈华福 $100.00

潘国驹 $3000.00 卓有成 $1000.00 林忠勇 $1000.00 张育义 $ 500.00 林源利 $500.00 柯丰庆 $200.00 刘騌吉 $100.00

柯宝国 $3000.00 刘国华 $1000.00 李滋加 $1000.00 方国全 $ 500.00 杜南发 $500.00 李庆铭 $200.00 蔡萍芳 $ 50.00

朱金卜  $2000.00 庄锦发 $1000.00 张子杰 $1000.00 邱继荣 $ 500.00 洪礼夫 $300.00 杨伟隆 $200.00

罗守学 $2000.00 张允伏 $1000.00 陈善良 $1000.00 谢连成 $ 500.00 洪友成 $300.00 李国生 $100.00

照片提供：徐伏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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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提供：徐伏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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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
陈嘉庚与李光前先贤事迹展

陈嘉庚基金与国家图书馆联办的“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陈嘉庚与李光前先贤事迹展”，已于

2008年七月十八日由李显龙总理亲自主持开幕。

李总理说：“新加坡今天的成就，很
大程度应归功于先驱们的实干、勤奋和能
干的精神。”

这项展览在国家图书馆十楼的一个500平方

米多元展示厅举行，有关陈嘉庚与李光前的图片

和文物均附有中英文说明。

整个展览旨在通过陈嘉庚，李光前二位先贤

自创业，兴学以及领导华社不平凡的一生，弘扬

他们这种积极进取和奉献社会的精神，激励我国

年轻人将之作为学习楷模，期望那种崇高的先贤

精神能在下一辈中得到传承。

为期5个月的展览的几十万元经费，
由新加坡国立大学，华侨银行，陈振传基
金，金利太平洋集团和怡和轩俱乐部等机
构赞助。

重建大厦落成·陈嘉庚基金先贤馆开幕·怡和轩１１３周年纪念
先贤馆 开幕 主宾：财政部长 尚达曼
香格里拉酒店 晚宴 主宾：外交部长 杨荣文准将

怡和轩陈嘉庚基金三庆大典订于2008年11月9日举行

三庆大典联席工委会名表
顾问： 林清如 潘国驹 

主席： 林源利 刘斐文 

总务： 杨松鹤 蔡成宗 林光景 组员：陈友明 卓有成 

财务： 卓清桂 李福鸿 组员：李滋长 谢连成 林 浩

接待／交通： 林清荣 方伟成 组员：吴添乐 白毅柏

布置／节目： 吴文国 周文忠 组员：余为杰 方 圆 王勇冰 

募捐： 刘国华 陆锦坤

宴会： 陈笃汉 黄锦西 组员：许雪卿 罗荣基 

宣传： 李秉萱 蔡爱琳

特刊组： 王如明 张慧梅 组员：何 华 盛思鑫

学术组： 丘才新 王俊南 组员：蔡爱琳 盛思鑫 张慧梅

高尔夫球组： 谢膺坚 陈帅池 组员：周家全

有关庆典的详情，工委会将于近期公布。 
三庆大典经费约40万元，董事部呼吁会友鼎力支持！

七月十八日由李显龙总理开幕
展期：2008年7月至09年1月
地点：国家图书馆十楼



融入社区促进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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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 朱添寿 主持： 潘国驹教授
地点： 怡和轩正堂 
日期： 2008年4月26日星期六 当前西藏问题

及其对中国国际关系的影响

听音乐的乐趣

主讲： 黄靖博士 主持： 潘国驹教授
地点： 华侨初级学院 日期： 2008年5月3日  

今年三月十四日西藏动乱，
黄靖博士在演讲中指出主讲，部
分藏人及其支持者的示威以及
由此引发的暴力冲突事件，不仅
引起全球的广泛关注，也导致全
世界华人的空前团结。中国领导
与达赖共同互动友好会谈，才能
促进西藏内部的稳定与和平。 

黄靖博士，现为东亚研究
所高级访问研究员，出身美国哈
佛大学政治学博士。

朱添寿先生通过播放中西音乐乐章，
让出席听众现场欣赏，点出东方传统与西方
音乐之异同，认为中西兼容并蓄，听众凭各
自感觉多角度欣赏，任想象展开翅膀自由飞
翔，才能感受到人生之美，才能享受高雅音
乐之乐趣。

朱添寿曾任27年公务员，后为国家艺理
会执行理事长，现为南洋艺术学院院长。

美国次贷危机
对世界经济与美国的影响

过去的几个月，怡和轩与陈嘉庚基金，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中国商
会，新中友好协会以及李氏总会，分别在怡和轩正堂和华侨中学讲堂联
办数场公开讲座，会务活动更趋多元化。讲座场场爆满，除了会友，更
吸引了众多来自不同阶层的社会人士。

主讲： 陈抗博士 主持： 潘国驹教授
地点： 怡和轩正堂 日期： 2008年3月15日星期六

次级贷款危机是最新的经济名词，到底何谓次贷危机？为什么
会有次贷危机？如何影响美国与世界经济？前景如何？南洋理工大学
经济系教授陈抗博士的一场应时又精辟的演讲，浅入深处。

怡和轩公开讲座反应热烈



怡和轩卡拉OK歌唱之夜， 由吴文国和王勇冰主持，每周二晚7时半至10时，聘有专业DJ主持，欢迎会
友参加。

 
怡和轩高尔夫球队， 由周文忠任主席，队长谢膺坚，财务周家全组成的怡和轩高尔夫球团队，已于7月9日

假裕廊乡村俱乐部高尔夫球场举行首场友谊秀。欢迎报名参加！

中西医结合 让您活得更年轻
主讲：张磊医生 主持：陈立发（怡和轩会员，科艺机构总裁）地点：怡和轩正堂 日期：2008年6月1日（星期日）

中国２００８！

主讲：杨大利教授 主持：林清如

地点：怡和轩正堂 日期：2008年6月14日

２００８年的中国极不平凡，这一年还没过

半，奥运火炬的传递，西藏的骚乱，四川的

地震等事件接二连三发生，全世界都在看

中国，中国的一举一动牵动着世界的脉搏。

扬大利教授以图文分析中国面临的问题，以

及产生的影响。杨教授毕业于北京科技大

学，获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曾是御任

的东亚研究所所长。

国际金融风暴，硝烟是否已过？主讲：张劲东 主持：李文龙地点：怡和轩正堂 日期：2008年7月13日 美国次贷经济引发的金融风暴，随着石油资源价格突破每

桶130美元，全球股市动荡和受挫。美国印发大量的美钞是

否就能解决通货膨胀和挽救银行因次贷造成破产的厄运？

各国持有美金外汇是否就能保障本国货币不贬值？“美国的

货币，你们的问题。”美国在伊拉克战争消耗的400亿美元

经费，其中3/4的费用巧妙转嫁给全球使用石油的国家和人

民承担。——中国首都经贸大学毕业的张劲东先生综合美国

80年金融股市的波动，让听众分享他的分析和看法。

主讲人张磊是本地少数兼具西医资历的中医师，早年毕业于中国天津医科大学，1991年获新加坡国立大学奖学金攻读医学院硕士学位。曾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及新加坡中央医院肿瘤科专门从事癌症研究，多年来致力于癌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他说：中医治病人，西医治人病；两者结合功能非凡。

 
涵阳气功小组 5月3日，下午二时半，

会友张东孝邀请中国
杭州气功大师邵行宣
师傅在怡和轩正堂开
讲：“涵阳如意气功”，
现场除播放有关气功
活动的视像外，尚有发
功示范和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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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和轩二楼正堂正式开放，欢迎会员推介社团或个人租用。 
欢迎拨电讯问：

新加坡厦门大学毕业生协会于4月6日晚假我会
二楼大堂庆祝常年宴会的热闹盛况。本会名誉主席陈共存
先生是当晚的贵宾，并受邀在席上发表演说。

2008年农历新年期间，新加坡热带文学艺术俱
乐部一百多位会员假怡和轩俱乐部二楼正堂庆祝新春
联欢，会上除了有来自长堤彼岸以及各界友好交流意见与
唱歌外，尚邀请蒙古杂技团表演助兴。

Tel: 62239797 Fax: 62222745

福建省两位佛
教界友好到访，
副主席柯宝国和总务
杨松鹤代表我俱乐部
欢迎。叙谈后，他们
参观了一楼尚未对外
开放的先贤馆后，驻
足在陈嘉庚屏光幕前
留影。

2008年7月11日中午12时半，中国厦门市翔
安区人民政府访问团与同安区人民政府访
问团先后到怡和轩俱乐部来访问。
厦门市翔安区代表团：林进胜（中共翔安区委副书记），吴
国梁，蔡伟强，方伟毅，陈靖安，李淑萍。

厦门市同安区代表团：吴毅飚（常委，组织部长），陈金标，
王军荣，陈忠，纪耿，林丽明

2008年6月26日，广东省南洋归侨联谊会会长杨国贤
率“和平之旅” 访问怡和轩，随行者尚有南侨会讯编委主
任胡云贝。

叶奇思的《赤子丹心》记 叙了《新中国剧团》继 
《武汉合唱团》后到南洋筹赈巡回演出，反映当年海外华
侨热烈支援中国抗战的三卷本史书。

由于叶老先生未及完成全书，作家
依扬继承其学长遗志，征得广东省
归侨联谊会赞同，组织小分队重赴
《新中国剧团》巡回南洋各地义演
的路，搜集有关报刊资料追朔当年可
歌可泣的珍贵历史。

广东侨联组“和平之旅”
重赴《新中国剧团》之路



5月30日，前来参加由联合早报主办的文化论坛的中港台著

名文化人粟宪庭，陈冠中，在早报李慧玲，周兆呈，余云和何惠芬

陪仝下，到怡和轩造访。原来决定来访的台湾大师赖声川一时有

事，未克出席。

客人先后参观了怡然阁和正在筹设中的先贤馆，接着在二楼

正堂，由主席林清如设午宴招待。席间林主席简略介绍怡和轩历

史，并表示期望能成为岛国一个新的文化景点。两位文化大师与

在座者重点分享各自的文化观感，李慧玲则介绍了早报文化论坛

的意义。

参与此盛会的来宾有南洋艺术学院院长朱添寿，

艺术总监方圆，钢琴家郁君贻，作家林臻，律师黄锦西等

人。我副主席潘国驹教授、林源利、柯宝国、李文龙，总务

杨松鹤，董事王如明、林清荣，会友孙泽宇、李秉萱、陈立

发等人亦相偕陪客。

联合早报总编辑致函林主席，感谢怡和轩的盛情招

待，并期望更多合作的机会。

青春脚步悄悄而来！
年初，一群年轻的文史工作者，在报人李慧玲和韩山元的带

领下来到了怡和轩。主席林清如亲临迎接并向来访者详尽地讲解

怡和轩历史，与抵抗日军侵略的英雄事迹，以及陈嘉庚、陈六使诸

先贤如何领导本会，在维护与发展民族文化与教育以及争取公民

权的贡献等。

主席希望能有更多年轻人前来了解怡和轩的过去。

中港台著名文化人来访



欢迎新会员

编委会  顾问：林清如  主编：王如明 林谋铨 林清荣

云大明 王发祥郭庭水林金发柯千衙

谢和成 王 忠陈立发张东孝孙铖得

陈善良 李启发李笃从杜南发蔡钦权

潘贤豪 余蒋江李国生刘仕环曾浓盛

傅文克 胡裕法褚富生洪坤荣水涵成

柯毓麟 洪友成张美昌李金树吴皆佳

张子贤

叶日华

李友福

陈庆力

陈本权

钟亚礼

林瑞泰 李毓铨郭文龙胡鸿辉洪宏春 林绍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