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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和轩会所重建落成、怡和轩成立113周年以及

陈嘉庚基金先贤馆开幕三项重大典礼，

于2008年11月9日圆满举行。庆典详情及相关照片均刊载于纪

念特刊”世纪传承“，尚未领取特刊者，请从速与秘书处联系。

庆典贵宾之一，外交部长杨荣文 (怡和轩荣誉顾问) 在庆典过

后 (11月11日) 在他的私人博格撰文，称三庆大典为一盛事，并

寄望怡和轩继续为企业界注入承担社会责任的精神。

2008三庆大典怡和轩新里程碑

上星期天欢庆怡和轩重建完成及先贤馆开幕的晚宴是一件
大事。113年以前，新加坡商界领袖创办了怡和轩。他们在这
里商讨国家大事——中国的辛亥革命，抗日战争，新加坡独立
的命运及南洋大学的创立等。他们不仅经商，也关注政治和文
化方面的事。日军战领新加坡后，那些没及时逃难的一一被杀
害。

由于地铁东北线挖掘工程的结果，建筑的结构受到影响，
地基必须重打与加强。如今，大厦已重拾往日光辉。大厦里设
立了一个先贤馆，呈现诸如陈嘉庚，林椎迁，林义顺，李俊
承，李光前，陈六史和孙炳炎等人的功绩。

重建工程及设立先贤馆的两位推动者是陈嘉庚的侄儿陈
共存和林清如。五年前，重建工程开始之前在怡和轩的一个晚
宴，我对清如说：“那（重建工程）是一件值得做的事”。我
感到惊奇，他竟然记得我的话，并在演讲时提起这件事。怡和
轩是我们深具生命力的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我希望它继续为我
们的企业界注人一种承担社会责任的精神。

外交部长杨荣文

Last Sunday’s dinner to celebrate the restoration of the EE Hoe 

Hean Club and the opening of the Pioneers’ Memorial Hall 

was an important event. Ee Hoe Hean was established as a 

club for Chinese business leaders in Singapore 113 years ago. 

Here they met to discuss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s of the day 

— the Republican Revolution in China, the anti — Japanese 

War, Singapore’s independent destiny, the founding of Nanyang 

University. Their interests were not only economic but also 

cultural and political.When the Japanese conquered Singapore, 

those leaders who did not escape were put to the death.

When the MRT line was dug, the building structure was 

affected. The foundations had to be strengthened and the building 

has now been restored to its former glory. A Memorial Hall has 

also been created recalling the huge contributions of men like 

Tan Kah Kee, Tan Lark Sye, Lim Chwee Chian, Lee Choon Seng, 

Lee Kong Chian, Lim Nee soon and Soon Peng Yam.  

Two moving spirits behind the restoration effort and the 

Memorial Hall were KC Tan,the nephew of Tan Kah Kee, and Lim 

Chin Joo (brother of Lim Chin Siong). Five years ago, at a dinner 

at the Clubhouse before the restoration work began, I told Chin 

Joo that it was worth the effort. To my surprise, he remembered 

what I said then and mentioned it at the speech he gave.  Ee Hoe 

Hean is part of our living heritage. May it continue to imbue in 

our business leaders a sense of national duty.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George Yeo



又是一年一度的传统佳节，中国驻新加坡全权特命大使张小康阁下，于大年初一（2009年1月26日）中午莅临
怡和轩共贺牛年。怡和轩主席致欢迎辞，略谓：

对于怡和轩来说，2008年深具意义，大满贯
的一年。我们在崭新的会所里重新站了起来。去年
十一月九日三庆大典成功举行，嘉宾云集，是怡和
轩历史的盛事。我们确立保存历史，全面呈现历
史，参于文化建设的发展大方向。在这面旗帜的号
召下，我们吸引了大批新会员，我们有了一支生力
军。在新的一年里我呼吁全体会友齐心协力，共仝
精心策划怡和轩的具体运作，应兴应革的各方面，
我们准备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原因，怡和轩和中国的关
系一向都很密切。我们在怡和轩里的人，耳闻目睹
怡和轩一路走来的经历，和中国人民可说是情同手
足。去年暴雪成灾，接着又是惨绝人寰的纹川大地
震，虽然远隔重洋，我们感同身受，痛在心头，悲

在心中。八月间奥运成功举行，我们欢呼中华民族惊人
的凝集力，欢呼中华文化的瑰丽多彩。如今面临全球经
济不景气，中国政府和人民已有了心里的准备，一定的
对策，我们预祝中国政府和人民排除万难，从胜利走向
胜利。

大使阁下，再度感谢您的光临。您的光临促使怡和
轩新年团拜的传统得以延续。本人谨代表怡和轩祝您，
祝在座的各位新年进步，身心愉快。

“

”张小康大使致贺辞时说，尽管过去的一年中国遭遇
自然灾害，中国在各方面的发展并不受到影响。北京奥
运成功举行，中国探索太空科技研究取得了突破等等，
都是令人鼓舞的。她祝愿新中两国的友谊，在新的一年
会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团拜
新
春

福建与新加坡的关系：过去现在和未来

新中关系缩影

主讲：新加坡驻厦门总领事郑美乐女士
日期：2009年2月7日
地点：怡和轩

郑总领事叙述和检讨过去30年来新加坡和福建省在经济
领域方面的关系的变化。她认为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
新加坡人在福建的投资在比例上比起他们在中国其他地
区的投资少得多。她呼吁国人尽量利用乡谊之情，积极
在福建寻觅更多的商机。郑总领事也就五月间在福州召
开的商贸盛会和与会者交换意见。讲座由怡和轩、中国
商会 及厦门公会联合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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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三十年历史的推广华语运动，今年三月以新的姿
态，再度登场。怡和轩为本年度该项运动的赞助机构之
一。
“华文？谁怕谁？”的新鲜口号处处可见，突出华文当
今的国际地位。

讲座：“因为华文 ⋯⋯”
今年一月十八日，理事会主席林少芬到怡和轩，以“因
为华文⋯⋯”为题，做公开演讲。林女士从自身对华文
的体会和感受，从华文一路来的境遇到社会的认同，娓
娓动听，图文并茂，引发与到。讲座主持人为联合早报
高级执行编辑李慧玲小姐。

有奖猜题游戏比赛反应热烈
自三月以来，“网上有奖猜题游戏比赛”吸引了一万

推广华语华文怡和轩积极参与

右起：林少芬，李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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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多人参加，当中八成是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在
100名积分最高者当中，有六名脱颖而出，参加了七月
二日于电视台举行的公开问答比赛。节目于七月五日播
出，吸引五十多万名观众。

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
由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及通商中国联合主办的汉语桥
（新加坡赛区）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今年五月间在孔子
学院举行，总决赛于七月间在中国湖南举行。怡和轩
是赞助机构之一。

由在厦门的新加坡社团筹划，并获得福建省政府支持
的一个友好医疗服务中心，已于今年五月十九日由
我国驻中国大使陈燮荣主持了动土仪式。除了直接
惠及福建百姓，医疗中心也会促进福建省医疗体制的
改革，同时深化新加坡与福建省的历史渊源。今年初
我国驻厦门总领事郑美乐女士前来怡和轩作专题演
讲时，曾呼吁社会各界人士支持这一项目。董事部
决定怡和轩捐献S$10,000.00，同时致函全体会友，
呼吁乐捐。日前，董事部已将一笔S$19,000.00的款

响应筹建"福建（厦门）新加坡友好医疗服务中心”

项（计怡和轩S$10,000.00，吴学光，林清如，杨松
鹤，卓清桂，林庭珍，吴皆佳，吴裕兴，谢膺坚，柯
长源各S$1,000.00) 汇给主管机构。另一方面，怡和
轩驻厦门联络处主任郑秀福自己献捐人民币￥250，
000.00，并直接向怡和轩会友筹得S$26,000.00（计
柯宝国S$10,000.00，周文忠S$10,000.00，林春生
S$5,000.00，廖德能S$1,000.00).

怡和轩会友尽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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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清如在华文书籍

华文书籍奖
三庆大典期间，怡和轩宣布拨出十万
元设立华文书籍奖，每年分发十份各
一千元的书籍奖给十所特选中学的中
四毕业优秀生。首届颁奖礼于四月五
日假怡和轩大堂隆重举行，会务顾问
蔡天宝亲临主持。十名得奖者为：

圣公会中学 ß 李展名
公教中学 ß 叶展
圣尼各拉中学 ß 张佳仪
中正中学 ß 李梓聪
德明中学 ß 欧阳慧敏
海星中学 ß 刘畅
南洋女子中学 ß 符从容
立化中学 ß 吴慧婷
华侨中学 ß 温承易
南华中学 ß 张俐环

蔡天宝：怡和轩致力推动教育与文化事业
会务顾问蔡天宝在颁奖典礼上致词：

今天，我很高兴担任怡和轩第一届华文书籍奖颁奖典礼的主宾。首
先，我向获奖的十位杰出学生，以及培养优秀人才的特选学校表示祝贺！

每次受邀出席文教活动，我都感到非常开心和振奋。今天，以怡和轩
会务顾问的身份出席颁奖典礼，更是感触颇深。看到年轻一代在老师的辛勤
栽培下茁壮成长，看到社会团体踊跃支持我国的文教事业，我觉得新加坡的
未来充满希望。

去年，怡和轩成功举办了三项庆祝活动，包括怡和轩会所重建落成，
庆祝成立113周年纪念和陈嘉庚基金先贤馆开幕。焕然一新的会所，标志着
历史悠久、致力于保留传统文化的怡和轩迈向了新的里程。

除了举办庆祝活动，怡和轩也举办了一系列与文化、历史、经济、时
事有关的讲座；引进更多优秀的年轻才俊成为会员，并设立怡和轩华文书籍
奖，这些都充分的体现了董事会尽心推动教育、文化事业的责任与热忱。

今天，我们首次颁发怡和轩华文书籍奖，共有十份一千元的奖励金，
得奖者都是学业成绩优异并兼备良好品德的特选中学学生。今后，这个奖项
将连续颁发十年，鼓励更多学生努力学习华文。

本地十所特选中学肩负着为新加坡培养双语双文化人才的重要使命，
在30年的努力耕耘下，不但保留了优秀的传统教学特点，同时也为国家培
育了大批人才，为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中学是打好语文基础
的重要阶段，基于对特选中学的肯定和支持，我们因此特别设立了华文书籍
奖。

最后，再次恭喜十位得奖同学，希望你们将来学有所成时，不忘回馈
社会，报答国家，不辜负学校和各界人士的厚望。 

谢谢大家！

怡和轩主席林清如致词：

顾名思义，华文书籍奖旨在鼓励人们学习华文。在这个时候设

立这个奖有特别的意义。今年是推广华语运动的三十周年纪念。政

府和推广华语运动委员会正在把运动推向另一个高峰。我们希望这

小小的表示能在社会上得到回响，让大家共同做一些事，以改善学

习华文的大环境。

我们并不歧视邻里或其他中学校。只因为资源有限，我们只好

抓重点。锁定特选中学，因为这是多年前政府就开始推行的计划，

目标是为国家培养双语人才。在一个英语占绝大优势的环境里，特

选中学是否能够坚守自己的历史定位，自己的传统和校风，会是一

个严峻的挑战，也是双语教育成败的关键。我们应该为他们打气，

希望他们不仅能生存，还要能继续发展，能办得更好。

最近，英国诺丁汉大学的校长杨福家教授到怡和轩讲座。他

说，教育要办得好，社会特别是企业界的支持至关重要。他举例说

明，世界上成功的学府都有庞大的基金，基金绝大部分来自企业

界，社会人士和校友。在这方面，不论是大专学府，还

是中小学校，我想道理都是一样的。怡和轩历史上有

很多献身教育的先驱人物，而我们今天的主宾蔡天宝

先生，本身就是一个相信教育，贡献教育的现代企业

家。在过去一两年里，他的公司捐了三百万元给新加

坡管理大学，个人家族也捐了五百万元给南洋理工大

学做为基金。我们应该借这个机会，给蔡先生一个热

烈的掌声。

怡和轩

首届颁奖典礼纪实 “

”
“

”



5

傅海燕：应该继承五四精神
研讨会主宾教育部兼国家发展部高级政务部长傅海燕在
致辞时指出，本地华文知识分子应该继承五四运动的基
本精神——爱护国家，关心社会，积极对文化进行反思，
并为了社会进步，将信念付诸行动。她还指出，五六十年
代本地参与学运，工运和社会运动的学生，工人和华文知
识分子，在抗议社会不公平时，他们的思想脉络，其实可
以追溯到五四运动。

金观涛：中国的两次启蒙运动
研讨会上半场由南大理工大学的李元瑾教授主持。现任
台湾政治大学讲座教授金观涛在谈到“中国历史的两次启
蒙运动”时说，五四和八十年代的两次启蒙运动都是未完
成的启蒙运动，因此还会一次又一次被提出来。他强调，
如果文化转型是不可抗拒的大潮流，就必须把启蒙运动
贯彻到底。

金观涛教授李元瑾傅士

右起：衣若芬博士，周兆呈博士，梁秉赋教授，李慧玲小姐

今年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纪念。怡和轩联合南洋理工大
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南大毕业生协会及联合早报，在
五月二日假报业中心举行一场具有规模的研讨会。

衣若芬 梁秉赋 李慧玲：
五四与新加坡的渊源
下半场由联合早报副编辑主任周兆呈博士主持，座谈围

绕五四运动与新加坡的渊源和影响，就五四与新加坡华

文知识分子的课题进行座谈。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副教

授衣若芬博士在“折射于新加坡的五四之光”的讲题

中，举出实例强调五四在新加坡的反响。新加坡国立大

学中文系助理教授梁秉赋以“五四与新马华校生的反殖

民主义思潮运动”为题，指出五六十年代的左派思潮背

后有一个超越政治倾向，超越党派认同，超越意识形态

归属，属于更高层面的文化思想源头，这可直接回朔到

五四运动。联合早报高级执行编辑李慧玲谈论“ 五四

传统在当代新加坡的失落”，她认为五六十年代的学生

运动，反殖运动因与政治发展交织在一起，之后主流论

述只看到他的政治元素，认为它导致社会不安，于以否

定，而没有探究思想根源。随着华校的式微与消失，加

上经历过那一时代的华校生的沉默，五四传统与精神逐

渐在新加坡走向没落。她说，失落了五四传统，我们失

落了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关怀与承担精神。担任结评的国

大东亚所所长郑永年博士说，很多人把五四当价值看，

五四成了一种符号。大家对五四的回想，都属于有选择

性的。他认为真正的认识，应该属于科学的认识。

傅海燕政务部长

“五四运动的当代回想“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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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

2009年楼市能否‘牛转乾坤’
联合早报财经高级记者吴慧敏二月十四日于怡和轩主
讲：“2009年楼市能否‘牛转乾坤’”。吴女士从不同
的角度，包括华人的传统生肖学、宏观经济情况及市场
的基本因素分析房地产的可能走势。讲座由联合早报高
级执行编辑李慧玲主持。联办机构为老板俱乐部。

廖建裕教授（新加坡华裔馆馆长）于三月八日假怡和轩
主讲：”当今印尼华人“。廖教授凭借其资深学术背景
和专业研究，从当前印尼华人的社会地位，法律保障，
商业前景，政治前途等方面提出了精辟的见解与听众分
享。讲座由郑和研究协会会长陈达生博士主持。联办机
构为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

当今印尼华人

怡和轩四月初颁发了首届华文书籍奖。今年也开展了系列讲座，涉及文化、教育、历史、经济等课题，
邀请多位国内外知名学者专家做主讲嘉宾。特别是俱乐部积极策划参与了与联合早报联办的大型讲座—
—五四运动的当代回想，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俱乐部今后将对讲座进行整合，并与相关的团体研讨如何
提高文化讲座的范围和水准，希望能给与部友及公众带来更好更高的文化享受。

精辟讲座场场爆满

“
”文化组主任：王如明

右起：廖建裕 陈达生

右起：吴慧敏 李慧玲

二月二十四日，中国核物理学家兼现任英国诺丁汉大学
校长杨福家教授到怡和轩，以“走进一流学府——中外
高等教育比较”为题发表公开演讲，南洋理工大学校长
徐冠林教授担任讲座主席。杨教授指出，一流大学除了
要有一流的教授，一流的学生，要有独立的思考，自由
的表达，以及自由宽容，不浮躁的学术环境。与此同
时，也要有来自非政府的充足的资助，也很重要。他同
意前新加坡国立大学校长施春风教授所说的，“用政府
的钱自能办一所好大学，惟有动员社会的资源和力量，
才能办一所伟大的大学”

中外教育比较

右起：杨福家，徐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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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二十八日怡和轩与相灵音乐社联合举办了一场以“南
音之旅“为题的座谈会，取得意想不到的现场反应和效
果。当天有一百多位的公众人士聚集怡和轩大堂聆听讲
座，讲座由先贤馆的韩山元和邹璐主讲，还穿插相灵音乐
社乐手的现场表演。听众们不仅获得丰富南音知识更欣
赏到高水准的南音表演，实属难得。

南音之旅座谈反应热烈

过长宝

唐诗中的生命与激情

韩永元

幽默与教学

北大师范校友会在怡和轩举办系列讲座

当前现实主义画派的心声
日期：4月26日（星期日）下午 2:30
主讲：刘晓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徐悲鸿学院
主席：徐松声医生
联办：南洋美专校友会 怡和轩 艺雅文物鉴赏社

癌症不是绝症
日期：5月10日（星期日）下午2:30
主讲：杨新发 杨睿 谢文荪
主办：新加坡厦门公会 国际专业癌症中心
协办：怡和轩 公教校友会

右起杨新发 林璒利 右起杨睿  谢文荪

日期：5月30日 星期日 下午2:00
主讲：韩永远校长 新风相声学会 
 主席 汉语文中心校长
主席：冯玉珊 北师大新加坡校友 
 会会长

日期：5月17日 星期日 下午2:00
主讲：过常宝教授
主席：冯玉珊 北师大新加坡校友会会长

杜甫与中国诗教传统
日期：7月19日 下午 2:00~5:00
主讲：刘宁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副教授
主席：新加坡教育部南区校群特级教 
 师刘老师

刘宁

二月十五日吴小安博士（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主讲：从
南洋研究到东南亚研究——一个中国学者的观察与思考。
讲座由李志贤教授主持，联办机构为南洋学会。

从南洋研究到东南亚研究: 
一个中国学者的观察与思考

右起：吴小安 李志贤

近期北师大校友会选择在怡和轩举办几场文艺讲座，为怡和轩注入不少人文气息，怡和轩将与北师大校友会或相似团体
进一步探讨更有规范的合作。

7

右起刘晓 徐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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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起：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陈平原教授，林清
如主席，陈平原夫人，怡和轩会友陈立发与郭文
龙。后站立者为联合早报高级编辑周兆呈博士

友好交流
自2008年三庆大典以来，怡和轩各项会务顺利展开，硬

件建设与人员管理正常进行。不同类型的讲座系列吸引

了众多人士参与，并获得好评。随着先贤馆的开幕，国

内外团体或个别人士也相继来访。由于更多公众对怡和

轩认知认可，有更多来自各个领域的人士申请入会。自

2008年9月至今，我们又有了42位新会员。俱乐部的传

统项目“相约怡和轩”进行的有声有色，气氛热烈。俱

乐部计划在精心策划安排下，进一步提高晚宴质量。

总务：杨松鹤

“

”
欢迎北大学生领袖游学考察团

北京大学学生领袖游学考察团一行23人，
二月九日到怡和轩访问，并与怡和轩诸董
事畅谈交流，气氛热烈。游学考察项目正
式启动于2006年，旨在遴选优秀学生领
袖出国考察访问，以增强学生领袖的精英
意识与国际视野，同时，加强学校及学生
与各国政府，机构，人群的交流与沟通。
这是访问团首次访问新加坡，考察的议题
包括学习新加坡的发展模式和成功经验。
他们就金融，法治，外交，高等教育，环保
等诸多领域通过讲座，实地考察，访问交
流等方式，加强了解，提高认识。在访问了
怡和轩与先贤馆之后，学生们表示，没有
历史就没有现在，温故而知新，将有助于新加坡国家发展历程，
全面认识新加坡成功发展的经验。

 ›宁波工程学院师生来访 ›河南洛阳市政府代表团来访

›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院长许福吉博士（右一）偕
同事来访

8



华中海外校友齐聚怡和轩
怡和轩是孕育华侨中学的地方，林催

迁、林义顺和陈嘉庚同是华中的创办

人，今年是华中创办九十周年纪念，举

行了大规模的庆祝和嘉年华会。三月

十九日一百多名来自海外的华中校友

前来怡和轩，寻找历史的足迹。董事部

当天设午宴招待，以尽地主之谊。

› 华中老校友聆
听讲解员李业
明细述校主陈
嘉庚的故事

饮水思源

 ›董事卓清桂（右一）招待来宾  ›香港华中校友会主席郑良生（右一） ›右起：杨松鹤（怡和轩总务）林清如（怡和轩主
席）王勇成（新加坡华中校友会会长）陈兴庭（新
加坡华中校友会总务）

新山华社举办先贤事迹展览
新山五福城举办“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陈嘉庚李光前先贤事迹展览。设立于怡和轩的陈
嘉庚基金先贤馆作为学术顾问单位并参与其盛，包括策划，提供资料图片，培训等多方面
工作。此次展览历时一个月（6月20日至七月十九日），来访者超过十多万人次，反应之热
烈，实为空前。据传，展览将在全国范围继续展出，新山华社并将考虑设先贤馆，发扬先
贤精神。

›怡和轩预祝展览会成功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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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教初级学院同学 华文报界编辑同仁

陈嘉庚基金设于怡和轩的先贤馆自2008年11月9日
开幕至今，访客可说是络绎不绝。我们已接待一千多名参
观者，平均每个月有两百余位本地公众与外国客人来访。

至今来访者包括加东女子学校，加东中学，南洋小
学，公教初级学院，安德逊初级学院，维多利亚初级学
院，十所特选中学，德新中学和新加坡工艺学院中文系
等各大专校院的学生。另有诸如北大学生游学考察团，
新加坡清华大学校友会，北大师范校友会，新加坡中医
学院，国家历史博物院义工人员，新加坡导游协会，河
南洛阳市政府，华文报界编辑人员，华中海外校友访问
团，巴耶礼巴城隍庙乐龄中心和爱龄学堂等来自各界
的团队。另一方面，怡和轩的定期讲座也带动了各界人
士，为先贤馆吸引了不少访客。

德新中学同学

我们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办馆
方针，将持续不断地努力与各大专院校、
中小学、社团与基层组织建立更密切的联
系，争取他们组团前来参观。

为了在本地（特别是学校）加强关
于先贤生平事迹与精神的宣传，我们准备
派人到各校主办专题讲座，着重介绍陈嘉
庚、李光前、陈六使以及百年来的各族先
驱人物。

我们也准备设立一个电子资料库，并与国内外研究
机构与历史博物馆联网，尽力将先贤馆发展成为新马先
驱人物的研究中心。

潘国驱教授
陈嘉庚基金主席

先贤馆访客络绎不绝

历史博物馆义工人员青年奥运会义工人员

中国内蒙古企业界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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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新会员

编委会 顾问：林清如  主编：王如明 林谋诠 林清荣

傅成桂 陈文藩陈树生王洁明林亚藩李耀其

吴一贤

李伍弟李崇海傅新春

陈奕福

石学藩 李庆祥

许福吉

李国荣

林俊爽

邬顺山 林炳坤

林振聪

许玉龙

洪建利

蔡振徉

谢声远

蔡瑞华 王财结 卓顺发

林雍杰

张仰兴

2008年9月后入会新会员

黄一雄

张松声 何建源

吴中庸 何侨生 洪鼎良

陈睦发 赖涯桥

傅启斌

陈源金 卓潮来 卓福源 金多奉 陈永祥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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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山金街合影

长江三峡文化之旅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 李白《早发白帝城》

五星豪华游轮钻石世纪

六月间，怡和轩和厦门公会等团体部分会员
联合组织了一个百人旅行团，出发作“长江
文化之旅”。旅行团先飞抵重庆，游罢雾
都，隔天旁晚在夜景辉煌，仿佛天上人间的

嘉陵江出口登上五星级豪华游轮—钻石世
纪—开始闻名的长江三峡之游。三峡两岸景

点美不胜收，我们在雪玉洞，鬼城、白帝城
和神农溪之间流连往返。到了宜昌，我们终
于还了亲睹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水利工程的
心愿。离开三峡，旅游团齐上武当山。这本
是道教圣地之一，但奇特绚丽的自然景观使
他成了旅游胜地。归途路过武汉，那有不登
黄鹤楼的道理？由上远眺，始能体会为何黄
鹤楼会有“天下绝景”的美誉。百人旅游团
是由金航旅行社组织与承包，团员来自老中
青。个人自有不同心得，但都是尽兴而归。

时值炎夏三峡水位下降 部分团友在凉亭小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