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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新春 团拜会

2018年2月16

日，怡

和轩俱乐部与陈嘉庚基金在喜庆

祥和的气氛中举办新春团拜会。

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临时代办房

新文伉俪以及多名外交官员出席

团拜会，与怡和轩会友共度新春

佳节。

三楼新装修的消闲室迎来新年首批客人。

新加坡华人新年传统舞狮舞龙表演为新春佳节倍增喜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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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新春 团拜会

怡和轩俱乐部主席高允裕在

新春致词中感谢董事会及会员在

过去一年里对俱乐部各项活动的

支持，他强调俱乐部在保留传统

的基础上与时并进，在延续华族

每逢新春佳节，捞鱼生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中国驻新加坡使馆贵宾与怡和轩董事及会员亲切合影。

文化的同时也要考虑到会员们的

需求，在不断的创新中让俱乐部

的明天更加美好。

房新文代办在团拜会中热情

致辞，回顾了2017年新中关系和

各领域合作取得的积极进展，高

度评价怡和轩在促进新中友好方

面所做的积极贡献，并祝愿怡和

轩会务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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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新年年初二晚宴
2018年2月17日，怡和轩循例举办

新春贺岁晚宴，会员相聚在一起

互道新禧。



YIHE SHIJI Issue 35  5

农历新年年初二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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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雅梅女士一行五人访问怡和轩

2018年2月24日，中国青岛市市北区政协副主席汪

雅梅女士及儿子赵航在本地作家、前新加坡文艺

协会主席骆明先生的陪伴下访问怡和轩。汪雅梅的父

亲汪金丁先生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左翼联盟

作家，1937年来新加坡，随后执教于南洋女中，

并积极参与本地抗战文学创作，声名卓著。抗日

战争时期汪金丁也曾在怡和轩和晋江会馆与郁

达夫一道协助陈嘉庚和南侨总会开展文教和宣

传工作。日本入侵新加坡后，汪金丁和郁达夫、

胡愈之一道流亡印尼；日本投降后再回新加坡

办报，倡导文艺。1949年汪金丁返回中国，1998

年逝世。汪雅梅1941年出生于新加坡，后随父

亲一起逃难印尼，这是她1949年返回中国后

首次回到她的出生地新加坡。汪女士此行的目

的就是探访他父亲在新加坡的故友，也走访他

父亲曾经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怡和轩常务顾问林

清如、名誉主席王如明、文化组主任南治国和董事谢

声群一起接待了汪雅梅一行。

右二：汪雅梅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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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山五福城集团来访
商讨在新山筹办《陈嘉庚与李光前事迹展》

柔佛新山曾经是陈嘉庚事业重要的地点之

一。2017年12月，马来西亚陈嘉庚基金在新

山举行第四届陈嘉庚精神奖颁奖礼，获得新山十多

个华社机构的支持，场面隆重。新山五福城集团一

向热心文化，经常举办或赞助新山华社的文化活动。

集团决定于今年在五福城举办《陈嘉庚与李光前事

迹展》，通过图片展和座谈会，进一步传扬陈嘉庚精

神。集团代表在法律顾问林文泰和经理朱家宋率领

下，于今年1月25日造访新加坡陈嘉庚基金与怡和轩

俱乐部，以了解过去两机构举办类似展览的经验。陈

嘉庚基金秘书长陈佩仪、怡和轩常务顾问林清如、总

务杨云仲、文化组主任南治国热情接待。

印尼《国际日报》总编辑何华实一行访问怡和轩

2018年1月16日上午怡和轩会务顾问林清如、名誉

主席王如明、文化组主任南治国、副主任谢声群、

《怡和世纪》编委林沛等在怡和轩三楼会客厅接待

了印尼《国际日报》总编辑何华实、印华作协福利部

主任林秀及印华作协俱乐部主任叶冬珍一行。大家

都是见过面的老朋友，一起茶叙，回顾友谊，也畅聊

印尼当下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形势，喜乐融洽，甚是

开怀。之后，在本地作家寒川的带领下，他们还参观

了先贤馆、晋江会馆、同德书报社和南山书画院等。

何华实是印尼知名报人，也是《怡和世纪》的特约撰

稿人。2017年8月下旬怡和轩文化组去印尼西加里曼

丹的山口洋等地采风，得幸有何华实先生的安排，才

顺利圆满完成。

左二：何华实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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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和沙龙： 2018年2月9日 

对焦郭鹤年

2月9日，怡和沙龙在怡和轩俱

乐部二楼举行，《怡和世纪》

编委、作者及怡和轩会员约30人

参与了雅聚。沙龙的主题是分享

对新近出版的《郭鹤年自传》的

阅读体会。郭鹤年在商品交易、

酒店和房产等等商业及投资领域

的长袖善舞，他和新、马、印尼及

中国政府高层的密切互动，还有

他跨英国殖民、日本占领、新马独

立和中国对外开放的丰富阅历，造

就了他作为一代华商翘楚的传奇

人生。郭鹤年素来低调，虽在商

场纵横捭阖，但对其如何参与商

业决策，对其私人生活，外界鲜

有人知。由郭鹤年口述，知名记

者 Andrew Tanzer 整理和编写

的《郭鹤年自传》于2017年年底

出版，郭鹤年向外界展呈了他生

活中的不同面向。

《怡和世纪》总编辑林清如、编

委邹文学和南治国分享了他们的

阅读感想，在现场互动中，不少

出席者，如怡和轩董事郭庭水、

谢声群也发表了他们的读后感。

曾经在郭鹤年集团服务过的怡

和轩会员谢文川、还有与郭鹤年

有过近距离接触的会员李金源，

也与会众分享了他们的经历。有

关沙龙更详细的报道，请参阅 

《怡和世纪》3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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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月9日的另一场沙龙，参

与者针对《怡和世纪》34

期两篇文章：《暗潮汹涌：新加坡

自治前的反殖阵线》和《詹姆斯•

怡和沙龙 ： 2018年3月9日

解读《怡和世纪34期》两篇有关我国近代史的文章

普都遮里的政经思维 vs 新加坡

发展模式的神话》进行解读。这

是一场有关新加坡近代历史的

深层次探讨，文章作者新加坡知

名史学者林恩河与本刊编委林沛

亲临现场，与出席者进行坦诚与

深入的交流。

左起：张金陵、郭文龙、林恩河、林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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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和轩与劳斯莱斯 (新加坡)合作

2018年3月16日风和日暖，怡

和轩俱乐部首次慈善高尔夫

球赛在新加坡岛屿乡村俱乐部正

式挥杆开始，108名球员神清气

爽，轻松上场。虽然午后有短暂

骤雨，但这丝毫不能淋湿球员们

的激情；雨过天晴后，108位球员

继续挥杆，顺利完成球赛。怡和

轩主席高允裕先生在赛前媒体见

面会时宣布，“怡和轩俱乐部决

定把这项比赛定性为慈善球赛，

希望大家在娱乐时不忘记帮助社

会上的弱势群体。”

今年球赛的一个亮点，就是

得到劳斯莱斯（新加坡）赞助，一

怡和轩与劳斯莱斯(新加坡)合作

左起：劳斯莱斯（新加坡）董事经
理蔡逸慧、球赛筹委吴中庸、怡和
轩主席高允裕、球赛筹委会副主席
陈睦发。

怡和轩首次慈善高尔夫球赛圆满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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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和轩与劳斯莱斯 (新加坡)合作

杆进洞者可以赢得一辆价值145

万元的劳斯莱斯古斯特（Ghost）

豪华轿车。高主席在晚宴致词时

说，“劳斯莱斯打造精致品牌的

精神与怡和轩会员创业打拼的精

神相似，两者秉着相同的价值观，

贡献社会，能与他们合作，我们

感到荣幸。”在主宾蔡天宝先生

的见证下，高主席把善款新币五

万元支票递交《海峡时报》学校

零用钱基金（The Straits Times 

School Pocket Money Fund）总

经理陈美香女士，做为对该基金

的赞助。这次球赛会员报名费每人

1,200元，非会员每人2,000元，在

扣除费用后，剩余款项也将悉数

用作慈善活动费用。

2018年3月15日，上午10点，怡和轩俱乐部与劳斯莱斯
（新加坡）举行媒体见面会。出席的媒体有：海峡时
报、联合早报、联合晚报、GOLFASIA、Singapore 
Tatler、Epic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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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宾蔡天宝开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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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彩 瞬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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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彩 瞬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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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和轩主席高允裕致词

高主席向《海峡时报》学校零用钱基金递交善款五万元支票。（左起：怡和轩主席高允裕、主宾蔡天宝、 
EUROKARS 集团执行董事长郭丰诚、《海峡时报》学校零用钱基金总经理陈美香）

主宾蔡天宝向本次球赛冠军魏新华颁发奖杯

球赛筹委会以及劳斯莱斯（新加坡）代表向来宾敬酒。 
（左起：蔡逸慧、白毅柏、郭丰诚、高允裕、陈睦发、 
李笃从、吴中庸、胡进胜）

晚 宴 盛 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