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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血肉之躯书写的篇章
南侨机工赴中国抗战七十周年纪念

1937年卢沟桥事变，引发了中国人民的全面抗战。
1938年十月广州失守，中国海上交通受到封锁，滇缅公
路成了中国唯一的国际运输大动脉。这公路全长1146公
里，是云南20万民工，从1937年12月开始，用八个月的
时间建成。期间伤亡者无可计数，西方人士称它为“一
条用人肉筑成的路”。
抗战时期，中国缺乏驾驶和修理车辆的技术人员。
国民政府致函南侨总会主席陈嘉，请代为招募所需人员。
据统计，1939年二月到9月，南侨总会直接输送了3193名
机工，分十五批出发。有五批由 马来亚启程，另九批从
新加坡出发，怡和轩是他们集合的地点。这些满怀爱国热
情的志士，离别南洋亲友，在滇缅公路崎岖艰险的运输线
上，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运送各种急需的战略物
质。作为抗战生命线上的喉咙，滇缅公路成为日军轰炸的
重要目标。南桥机工遭到日军的攻击，伤亡惨重。在海外
华人历史上，这是一次人数最为集中，组织最为有序，经
历最为悲壮，影响最为深远的爱国行动。

抗战胜利后，保守的统计是，有三份之一的机工牺
牲，三份之一回到南洋，三分之一分散 中国各地。
今年是南侨机工前赴中国抗战的七十周年纪念，人
们共同回顾这段被埋没多年的历史，缅怀为国家为民族
而赴汤蹈火的一代忠魂。今年新加坡国家档案馆，中国
国家档案馆和云南省档案局联办了“南洋华侨机工回国
抗战史料图片展”，先后在云南和北京举行，十月二十
日来到新加坡，在中华总商会嘉庚厅展出，为期五天。
国会议员马炎庆为展览开幕时说，联展不但增进新中对
历史事件的了解，更通过档案史料分享与交流，让一段
值得人们共同珍惜的宝贵记忆重现。展览不但展示新加
坡华族社群对抗战的贡献，也展现南洋华人的无私奉
献。中国国家档案局副局长说，三千多名南桥机工用汗
水，鲜血乃至生命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事迹，在中国的
抗战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功勋，这段历史是中国和新加
坡的共同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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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贤侯西反及机工后代到访怡和轩

› 2009年11月23日先贤侯西反第六儿子侯润成（前排左三）孙女侯淑
萍（后排左五）外曾孙女林淑宝（后排左四），前厦门华侨博物院院长
陈毅明（前排左二）与怡和轩同仁合影。

› 2009年10月23日南侨机工陈邦兴的儿子陈勇（左一）和陈昭藻的
女儿陈达娅（左二）到访。陈达娅出示她父亲1934年的护照，上面注
明地址为 43，Bukit Pasoh Road（即怡和轩地址）。前排左三为槟
城孙中山文物纪念馆主席林秋雅。

普亮法师·南侨机工和海外抗战
时间 2009年8月30日

2:30PM

邹 璐（先贤馆助理馆长，自由写作人）
		 曾昭华（人类学研究学者，《双林之光》作者）
主持 韩山元（先贤馆副馆长）
主讲者

		 讲座是配合纪念南侨机工支持中国抗战70周年。
主讲者邹璐向200多位听众息诉1939年3200名南
洋志士奔赴滇缅公路，以血肉之躯书写的可歌可
泣的悲壮历史。曾昭华讲解当年新加坡双林寺住
持普亮法师出于爱国和尊严，也出于慈悲救世支
援中国抗战的宏愿，临危不惧的可贵精神。
› 左起曾昭华、韩山元及邹璐
› 普亮法师

与福建社会科学院代表团的交流
2009年10月29日福建社会科学院访问团：张帆（院
长）李鸿阶（副院长）伍长南（福建社科院经济研究所
研究员）单玉丽（福建社科院台湾研究院副所长）潘林峰

（福建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副所长）等一行人，与怡和轩同
仁就海峡西岸经济发展区等课题进行广泛交流。

后排左起：白毅柏 林光景 陈立发 卓清桂 谢连成 李崇海 魏钧扬 刘国华 林谋铨 吴添乐 陶耀建 吴文国 许福吉
前排左起：陈笃汉 周文忠 王如明 林源利 骆水兴 林清如 黄鸿美 李嘉兴 叶谋彬 潘国驹 谢万森 杨松鹤

怡和轩第44届（2009~2011年）
名誉主席： 陈共存
		 柯宝国
名誉董事： 王瑞生
		 廖德能
会务顾问： 蔡天宝
常务顾问： 李嘉兴
主 席： 林清如
总 务： 魏钧杨
财 政： 杨松鹤
外 事： 刘国华
文 化： 许福吉
康 乐： 吴文国
厦门联络处主任： 郑秀福
怡然阁管委： 叶谋彬

黄祖耀
周文忠
林鸿模
刘荫稳
林文镜
叶谋彬

林继民
陈远腾
王源河
卓有成
骆水兴
林源利
副主席：潘国驹
副总务：林光景
副财政：林谋铨
副外事：白毅柏
副文化：陈立发
副康乐：吴添乐
周文忠

杨松鹤

郑民川
林春和
李坤成

郭令裕
林源利
苏英民

董事会 成员名表

朱金卜
林鍟潼
洪宝兴

黄鸿美
李文龙
张文元

李嘉兴
张松声
张育义

叶谋彬

吴学光

林清如

林成基

黄章谊

陈帅池

黄鸿美
周文忠
谢连成

陈笃汉
李崇海

卓清桂
陆锦坤

陶耀建

谢万森

王如明

陶耀建

中国大使馆龚春森参赞来访

› 2009年9月龚春森参赞一行人到访，主席林清如、副主席潘国驹招待

› 龚参赞一行人参观先贤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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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博物院
五十周年庆典盛况
厦门华侨博物院是新马华人社会知名的先驱人物
陈嘉庚先生于1959年5月带头捐款创办，距今恰好五十
年。10月21日，厦门华侨博物院举行隆重盛大的五十周
年庆祝活动，来自中国境内以及海外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近200名中外学者专家应邀出席庆祝活动，并有一个
题为“风物长宜放眼量——院藏外国文物精品特展”首
次公开展出，庆祝活动期间并有三场不同主题的国际学
术研究会举行。

林清如主席代表海外嘉宾致辞（摘录）

“

经过多年的努力，华博如今已是中国惟一能全面
地，有系统地展示华侨历史的综合性博物院。要如何
正确处理史料，即对得起前人，又对下一代人负责，
往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些年来多次出入华博，我
的感觉是，你们在各方面都做到恰到好处。走进华侨
博物院，我们不仅领略到一物一景的回忆，更重要的
是，我们也深深地感受到海外华人的历史重量。本人
仅代表今天在座的来自海外的单位与个人，向华博致
以最崇高最热烈的祝贺！
尽管过的是水深火热的日子，离乡别井的同胞并
没有忘记祖国。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时，很多华
侨都是他的追随者。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在陈嘉庚
的领导下，华侨是中国抗日救亡活动最有力的后援。
陈嘉庚以怡和轩为总部，发动各种各样的活动，声援
抗日救亡的运动。此外，陈嘉庚领导的南桥总会也为
中国筹集各种军需用品，1939年还招募南桥技工赴 抗
战前线，协助解决中国战时交通运输难题。

4

出席典礼的包括原福建省省长胡平先生，中央及地
方领导，海内外嘉宾。出席庆祝仪式。新加坡方面出席
活动的主要代表包括，怡和轩俱乐部林清如、王如明、
杨松鹤，中华总商会代表李秉萱，先贤馆代表韩山元，
邹璐以及陈嘉庚先生的后人等。怡和轩主席林清如作为
海外嘉宾代表，上台致辞。

二次大战期间，南洋各民族为保卫家园，抵御外来侵
略而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各地华侨一直站在斗争的最前
线。大战结束后，全世界掀起反对殖民地主义运动，各地
华侨也与各民族共同进行了争取民族自决与独立的斗争。
在中国甚至是世界的近代史上，海外华侨为自己写下了辉
煌的篇章。
在座来自海外的同胞，除了少数是新移民外，我们都
是移民的后代。我们的前辈做了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选
择，他们选择离乡背井，出外谋生，最后又选择在海外落
地生根。他们的选择，决定了我们的命运。我们是无可避
免，无可挽回，但也是无恨无悔地成了异乡之民。一两百
年来，华侨含辛茹苦，有时还要受尽欺凌，总算与不同族
群创立了自己的天地，有了自己的家园。我们响往神州大
地，但更热爱自己的家园。虽然如此，在我们心灵深处，
一直存有一份与中国同胞永远切割不了的情结，我们的血
脉里流的永远是中华民族的鲜血。要是国家有国魂，民族
也该有族魂。正是这股族魂，让我们得以在这样的集会相
见，共同追溯我们的先贤们，我们的前辈的心路历程。正
是这股族魂，我们为新中国的诞生，为中国的崛起而欢
呼，为中国的辉煌成就感到自豪。

3场论坛共发表
学术论文18篇
庆典期间举办三场不同主题学术论坛，共有18位
专家学者发表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参与交流的学者
超过60多人。第一场论坛的主题为“陈嘉庚与社会教
育”，其中参与发表论文的有华侨博物院院长丁炯淳，
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院长庄国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
员陈民。怡和轩副主席王如明谈论“陈家庚和故乡与他
乡”，先贤馆韩山元邹璐共同发表论文《新马两地陈嘉
庚研究与纪念活动新动向》，引起与会者的广泛兴趣。
第二场论坛的主题是“跨国主义移民理论”，参与发表
论文的包括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东亚研究讲座教授刘宏，
南京大学教授范可。第三场论坛的主题是世界各主要国
家（地区）华侨华人研究的现状与学术思潮，参与发表
论文的包括美国加州大学教授王灵智，厦门大学教授李
明欢，日本桃山学院大学副教授过放，北京大学历史系
教授吴小安，厦门大学教授沈红芳，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李塔娜。
丁炯淳：“陈嘉庚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重视社会教
育。从鳌园到华侨博物馆，从露天博物到艺术殿堂，从
普及到普及与研究的结合，陈嘉庚的社会教育思想在鳌
园与华博得到了系统的体现。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结
合，才是完整的陈嘉庚教育思想。”

› 参加华博50周年庆典的怡和轩代表团：左起皱璐（先贤馆助理馆
长）、李秉萱（中华总商会代表）、韩山元（先贤馆副馆长）、王如
明（怡和轩副主席）、林清如（怡和轩主席）、魏维贤（南洋学会名
誉会长）、郑秀福（中国新加坡商会福建省会长，怡和轩驻厦门联络
处主任）、杨松鹤（怡和轩财政）及唐庆铭。

自然的价值，其核心价值是修正人的价值取向，体现的
是对人类社会的终极关怀。
陈嘉庚的精神是真正的“大道”，体现人类社会的
最普世和最崇高的理念。所有民主、民生、民权；自
由、平等、进步、富强、公平、正义、诚实、守信”等
价值观，都是这种精神的具体化。我觉得陈嘉庚倾资兴
学，是其人文关怀精神的实践，兴学办教育是陈嘉庚一
生服务社会、奉献社会、改造社会的最辉煌业绩。
陈嘉庚的一生，都在实践其人文关怀理念，这种理
念是人类普世价值的组成部分，也是全世界无数理想主
义者所追崇的信仰，只是陈嘉庚实践的更彻底。所以
说，嘉庚精神是超越国界的。”

› 参加学术论坛的学术界人士，前排（左七）为原福建省省长胡平。

王如明：“新加坡是陈嘉庚的他乡，也是他的故乡。他
是全球共仰的伟大企业家，教育家，爱国爱民义士。让
我们共同发挥他那“先天下之优而忧，后天下之乐而
乐”之情怀，发挥他那”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勤，
俭，诚与毅的品质。”
邹璐：“关于陈嘉庚的研究和纪念活动，在新加坡和马
来西亚出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变化。在新加坡，政府高
层对陈嘉庚的贡献与精神做了充分肯定并公开表彰。”
庄国土：“贯穿陈嘉庚一生的是人文关怀精神，办学正
是其人文关怀精神的体现。人文关怀是人文精神的精
髓，其关注的是人对人的价值、人对社会的价值和人对

› 参加在厦门华侨大学举办的“红头巾历史展览”。此展览由
新加坡民俗馆联合厦门华侨大学“华侨华人资料中心”承办，怡
和轩为协办单位之一。

讲座

时事 财经 保健 文化

风云六十年
主讲

中日国力之消长

赖涯侨副教授 （新日文化协会会长，南洋理工

大学孔子学院顾问）
2:30pm
主持 黄彬华（《认知日本—认识东北亚》等书作者）
		这是一场精彩的时事讲座，内容涉及到六十年
来中国在经济与军事上的发展如何迅速？21世纪
是否是“中国的世纪”？通过今年国庆的阅兵典
日期 2009年11月28日

礼，中国向世界传达了什么讯息？日本的存在感是否因
中国国力的迅速增强而逐渐稀薄？美，日两国的关系维
持和发展是否会因中国的崛起而受影响？同属亚洲的国
家，中，日两国在21世纪，在国力上孰强？中，日在软
势力的较量谁会最终占优势？奥巴马对崛起中的中国抱
什么新思维？在什么程度上美国，甚至是世界的经济需
要依靠中国的稳健发展？

授

教
› 赖涯侨副

2009年下半年展望：
亚洲变得更强
主讲

浦永灏 瑞士银行首席亚洲经济与投资策略师

日期 2009年9月6 日

2:30pm
浦永灏分析了这次金融危机反映出的经济格局的
一些变化，认为增加内需是保持各国经济增长的
根本因素。短期看来亚太地区经济开始复苏，新
加坡制造业增长也开始反弹，这很大程度上与世
界经济的反弹与中国的需求有关系。浦永灏认为
亚太的区股市下半年仍有很大的上涨空间，这种
反弹可能持续到明年年初，但这不代表牛市的到
来，投资者必须要谨慎。新加坡股票市场估值现
在差不多处于1.7倍左右，算是较低与平均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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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浦永灏

因此对于投资者来说现在是比较好的投资时机。他
也表示，亚太地区货币升值的空间很大。因此，对
于投资者来说现在是投资亚太地区货币，进行一篮
子货币投资的好时机。

陈嘉庚纪念馆
耗资1.25亿人民币建成的陈嘉庚纪念馆位于厦门市集美浔江海岸，占地
3000平方米，建筑面积6000平方米。纪念馆包括展览区，文物库房区
和行政办公区，以及其他附属设施，能满足纪念馆的陈列展览，学术研
究和文物藏品保存的三大要求。纪念馆外观再现闽南大厝造型，飞檐舒
展，白脊高耸，具有典型而又现代化的嘉庚风格。纪念馆共有四个主展
厅，分别在二，三楼。第一展厅介绍陈嘉庚南洋创业历程，第二展览厅
是爱国，爱乡教育等主题展厅，第三展厅是陈嘉庚当年领导抗日活动的
一幕幕生动而又感人的场景，包括一个怡和轩的建筑模型。接下来，有
展示陈嘉庚在中国参政议政的内容。该馆于2008年10月21日开幕。
表团参观
› 怡和轩代
交换纪念品

纪念馆后与

馆长陈呈（

中）

讲座
怎样预防中老年人慢性疾病
主讲

吴敏博士（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

日期 2009年9月30日

2:30pm

联办 老板俱乐部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生活压力也越来越大，各
种老年慢性疾病呈快速增长势头，成为老年人健
康的“第一杀手”。吴敏博士与听众探讨如何保
持健康，预防疾病，避免过早老化，享受快乐。

怡和轩与北京师范大学校友会
联办项目
这是自今年以来开办的有关中华语文的系列讲座，听众
多是在职的华文工作者，最近的几场讲座包括：

漫谈宋诗的哲理性
主讲

郭英德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日期 2009年9月6日

10:00am

新马华文文学的发展交流会
联办机构 怡和轩文化组、南洋理工大学孔子学院、热
日期
地点
内容

出席者

带文学艺术俱乐部、八方文化创作等团体；
2009年11月15日（星期日）11:00-13:00
怡和轩二楼会所
出席者就新加坡、马来西亚，包括印尼、菲
律宾、泰国等在内的东南亚各国的华文文学
现状进行探索交流，并分析了华文文学在这
些国家的渊源、发展轨迹，探讨了文学与政
治、民族、文化的关系，也对华文文学今后
的演变做出了展望。
王如明副会长、许福吉博士、庄华兴博士
（现任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外文系中文组高
级讲师兼中文学士课程主任、大马翻译与创
作协会秘书；甄供先生（大马著名作家、马
来西亚文学季刊主编）、陈川波先生（热带
文学艺术俱乐部会长）、网雷（热带文学艺
术俱乐部秘书）、郑九章先生、冬琴先生、
吴诸庆先生、李叶明先生等作家共12人。

汉语的表意性
主讲

黄易青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日期 2009年11月1日

2:00pm

语料库及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
主讲

张宝林（北京语言大学教授）

日期 2009年11月29日

7

怡和轩 第18届高尔夫球赛 盛况空前
怡和轩第18届高尔夫球友谊赛于10月13日在岛屿俱乐部 Island Old
Course 顺利举行。
参与比赛者计共120名会友和来宾，为怡和轩历来最大规模的高球赛。是
日风和日丽，赛后集体于岛屿俱乐部欢宴，主席林清如致辞感谢赞助球赛的
机构和人士，以及负责筹办球赛的董事谢膺坚，李崇海和吴文国。名歌唱家周
明伦等到场演唱助兴，大家尽兴而归。

球赛赞助者名录
瑞士宝盛银行 ￨ 2张香港往返商机票，钢笔120支，
			 帽子120顶，10支雨伞
张仰兴 ￨ 按摩器一个 Laven 香精一盒，
			 无线播音器一套
李金树 ￨ 万宝龙钢笔3支（价值$1500）
Robin Lian ￨ 48盒高尔夫球，10个打球手提包
和美集团 ￨ 120件运动毛巾
谢膺坚 ￨ 威士其酒1箱
李义忠 ￨ 3个冰袋+2个 Neck Cooler
许玉龙 ￨ 第一，二，三名奖品
李伍弟 ￨ 第四，五，六名奖品
李滋长 ￨ 第七，八，名奖品
林清如、周文忠各捐两千元；
潘国驹、李祟海、李顺德、石学藩、邬顺山、李庆祥、宋子谦各捐一千元

欢迎新会员

苏新元

谢声群

张克荣

施义开

杨云仲

蔡纪典

陈国楷

朱时生

章金福

林炳顺

出版者：怡和轩俱乐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