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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词

新加坡颜氏公会40年走来，堪称一帆

风顺，然其台前幕后，有多人为她付

出心血，甚至终身奉献。

自1966年4月6日成立以来，由购置会

所，召收会员，为新加坡颜氏族人谋福利，

并与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香港等地展

开联谊活动，互相组团访问、探亲、祭祖。

1986年，在颜有政，颜荣源率团前往中国山

东曲阜复圣庙祭祖，并与颜秉刚宗主、颜廷

渭、颜廷潮相识，点燃世界颜氏族人回乡祭

祖之星火。1988年在马来西亚北马鲁国堂大

厦落成典礼上，受托筹组第一届世界颜氏宗

亲联谊大会。几经波折，并于1991年号召新

加坡颜氏公会全体同仁，广纳新血，团结一

致，耗资60多万新元重修会所，掀开了世界

颜氏宗亲联谊大会之幕。很庆幸的，中国曲

阜颜子研究会在李克胜会长率领庆贺团莅临

参与盛会，颜秉刚宗主为会上嘉宾，这星星

之火一发不能收拾。往后，各届联谊大会，均

得到当地政府大力支持，在中国甚至由政府

主办。2006年12月将在中国湖南怀化召开第

9届世界大会，参加者预计1,200多人，中国全

国各省及4直辖市均有代表参与。2008年，

第10届世界颜氏宗亲联谊大会则将在南京举

行。

转眼间，在世联会努力下，组织由区区

的十几个演变成今天将近2百个单位。新加

坡颜氏公会与时并进，现已形成一个由家庭

全力支持的典型式家庭公会，进一步影响世

界颜氏族人，并组织族人的强而有力的公

会，可喜可贺；也牵动圣人孔、曾、孟后裔纷

纷回乡探亲祭祖。

2004年世界圣裔孔、颜、曾、孟联谊总

会在曲阜成立。我会颜荣源宗长膺任颜氏总

会长。世联会自召开以来，积极展开各项活

动，包括成立世界颜氏文化教育发展基金，

设立秘书处；成立世界颜氏宗亲联谊总会、

出版新旧版陋巷志、筑建颜林围墙、重建颜

翰博府、修缮世界颜氏通谱等等。各组织将

以他们各自强项广泛进行修谱、建庙，成立

总商会，举办画展，组团互访，举办学术文化

讲座，商业联谊，促进国内外人际关系等等

⋯⋯愿世界颜氏族人共同负起这神圣的使

命，为发扬颜氏精神努力不懈！

今天，世界颜氏精英齐聚狮城，共襄

盛举，同温天伦，互叙家常，齐商族事，其乐

融融。愿能天长地久，永恒延续，一代代承

传。

我们谨此感谢颜金勇政务部长出席公

会成立40周年晚宴庆典，并祝各位宗亲身心

愉快，家庭美满！

颜清水

颜氏公会会长

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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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颜氏公会四十周年纪念特刊

得到，我们的人民相信我们的领导人。就凭

着这个信心，我们就建立了今天的新加坡。

新加坡人的三个心跟颜氏公会有什么

关系呢？颜氏公会在这40年里，和新加坡建

国并肩前进，虽然遇到许许多多的困难和挑

战，也是凭着决心、恒心、信心，克服许多困

难，为许多的宗亲们谋福利。40年的成就得

来不易，前面的道路仍然崎岖不平，仍有许

多挑战。时代不断的改进，不断的更新，同样

的，我们的公会也必须不断的改进，不断的

更新；我们必须培养年轻人，给他们机会，

让他们带领这个公会走向另外的40年。我们

可以肯定的是未来依然会有挑战，但我们必

须要有决心、恒心和信心来走往后的道路。

我们必须调整颜氏公会的定位，继续发

扬华人的优良传统，保留文化遗产和一些习

惯与价值观。颜氏公会有这个责任把尊师重

道，饮水思源等等文化和价值观延续下去；

必须教导下一代，学习优良传统美德。藉此

颜氏公会庆祝40周年，我谨此祝愿大家身体

健康，万事如意。

40年是个不算短的历史，在这40年里，颜

氏公会见证了新加坡建国的过程，即从

一个平凡的渔村演变成一个世界瞩目的国际

大都会，人民生活水准提高；不但如此，我

们也建立了团结互助，生产效率高的新加坡

团队，究竟新加坡成功的秘决在哪里？

首先，新加坡人有决心。当新加坡在

1965年脱离马来西亚的时候，我们一无所

有，没有任何的资源，没有工业，甚至连我们

喝的水都要向邻国购买。但是，我们求生的

愿望非常坚强，就凭这个决心，我们为新加

坡创造了一个新的远景。我们实现了我们的

理想，也为新加坡人创造了新的生活。

其次，新加坡人有恒心。当我们脱离马

来西亚后，许多的挑战接踵而来，英军撤离，

各族纠纷，经济危机。还有最近沙斯的袭

击，但是，新加坡逐步克服问题，全民团结，

以恒心面对一切挑战。

第三，新加坡人有信心。当我们离开马

来西亚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相信新加坡建国

能够成功，但是，我们的领导人相信我们做

颜金勇

人力暨教育部政务部长
名誉顾问

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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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词

新加坡颜氏公会自成立以来，在

历届会长的英明领导及所有宗

亲的共同努力下，使公会得以发展壮大，现

已成为我族最有影响力的宗亲联谊组织。

我们的祖先颜子以德行著称，是孔子

三千弟子中最优秀的学生，两千多年来，一

直受到人们的尊崇。宗亲们继承了先祖的崇

高思想和高贵品德，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

统文化，与当地人民和睦相处，艰苦创业，

共同发展。在功成业就之时，更不忘敦亲睦

族，团结互助，热心兴办公益事业。在培养

人才方面，不惜重金，为社会捐资办学，不遗

余力，培养出大批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优秀人

才，因此受到当地政府和人民的尊重。

40年来，贵会为当地公益事业、经济、

文化、教育以及慈善事业的发展；为社会的

进步繁荣，以及国与国之间友好往来作出了

努力和贡献；对族人事业也作出了积极的贡

献。

20多年来，贵会在整合世界颜氏族人

作出卓越的贡献。组团回乡祭祖立碑，创办

世界颜氏宗亲联谊大会，倡立世界颜氏宗亲

联谊总会，组织由初期12单位急增至1百多

个单位，队伍还不断增加中。出书、书画展、

总商会、修谱、修宗祠、论坛、不胜枚举。在

此，我呼吁世界500多万颜氏族人，精诚团

结，为族人事业作出更多的贡献。 

颜秉刚宗主

复圣公79代嫡长孙

世界颜氏宗亲联谊总会永久荣誉会务顾问

永久荣誉顾问

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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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词

颜来章

马林百列集选区议员

名誉顾问

献词

我很荣幸受邀参与新加坡颜氏公会成立四十周年庆典。作为颜永成的后裔，先辈在

1885年创设颜永成学校、捐献地段给与陈笃生医院，及资助同济医院和福利机构等，

是我们家族的荣耀与学习目标。我很高兴知道今天的颜氏公会，诚如祖先的那个年代一样，

不断地在建立一个坚强的社会作出积极的贡献。

当我在中学时，我是班里的唯一颜姓学生。进入大学后，那年全级除了我之外，也只有另

一位颜氏同学。我成为国会议员后，已接触了一些宗亲，但和其他姓氏相比，人数还是比较少

的。经过几代人的繁衍和努力后，今天，许多颜氏宗亲已成为社会上的成功人士，不仅为国家

作出卓越的贡献，同时也给我们颜氏公会带来殊荣。毋庸置疑，新加坡颜氏公会在协助颜氏

宗亲成为专业领域或职业行列的领导，将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新加坡颜氏公会成立的目的，旨在弘扬祖德，促进宗谊，并发扬优良的中华传统文化和

价值观。四十年来，物换星移，新加坡颜氏公会依然秉承先贤创会的宗旨，为敦睦宗谊和推广

文教事业不遗余力。

我衷心希望颜氏公会在新时代和新环境里，继续肩负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神圣任务，

为建设一个更美好的新加坡而努力，并为后代子孙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今天，世界颜氏宗亲团体已从九十年代的寥寥十几个，发展到目前的一百多个团体。世界

颜氏宗亲联谊会逐届的成功举行，更突显出了颜氏宗亲团体上下一心，血浓于水的亲情。我谨

此祝愿海内外宗亲们生活愉快，宗谊永固。

 It is my honour and pleasure to join the GAN Clan Association in celebrating their 40th anniversary. 
As a descendent of Gan Eng Seng, who was born in Malacca in 1844, settled in Singapore in 1860 at 
the age of 16 and founded the Gan Eng Seng School in 1885,  I am happy to note that the Gan clan is 
very much a growing force today in the building of a strong society in Singapore as were the days of 
my ancestor.

 When I was in school I was the only Gan in my class and when I went to the university there were 
only two Gans in my intake. As a Member of Parliament I met more Gans though still small in numbers 
in relation to other surnames. However, after many generations we have today many Gans who have 
become successful and has brought honour to the Gan Clan as highly respectable citizens contributing 
to this new nation of Singapore. The Gan Clan association will no doubt be an important grouping that 
will help to propel the Gans to aspire to be leaders in any profession or vocation they may be in.

 The Gan Clan will be remembered in years to come from the collective contributions made by the 
present and new generations of Gans towards nation building.

 All of us having now adopted our new homeland in Singapore must seek to build a better society 
here and for a better tomorrow for our descendents.

Andy Gan Lai Ch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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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颜氏公会四十周年纪念特刊

颜诗琴博士

原官委议员

顾问团副主席

新加坡颜氏公会于1966年成立，在历

届主席的英明领导和宗亲们的精诚

团结下，会务蒸蒸日上。作为颜氏公会的一

份子，我为公会成功地达到使命而自豪，并

祈望公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四十年来，新加坡颜氏公会恪守创会宗

旨，在宏扬祖德，敦睦宗谊，以及发扬优良

的中华传统文化和价值观方面，始终不遗余

力。而发起组织世界颜氏宗亲联谊会，进而

每两年轮流在各地举行恳亲大会，无疑加强

了颜氏宗亲团体的联系，增进国与国之间在

文化、经济和教育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世界颜氏宗亲联谊大会经已成功召开八

届会议，许多文化学术会议的举行和颜氏文

化书籍的出版，以及恢复和重建颜氏文物古

迹，都已取得令人鼓舞的成绩。当然，还有

许多项目正待我们去开展；一些有待我们完

成的工作，仍需大家继续努力，俾共同开拓

美好的愿景。

颜氏文化的宏扬与发展，将能加强宗

族的团结与社会的和谐安宁。我恳切地希望

各地的颜氏宗亲团体与时并进，在保留和发

扬优良的中华传统文化与价值观的同时，继

续肩负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神圣任务。我

坚信在各地宗亲团体的一心一德，群策群力

之下，颜氏宗亲团体必能再创辉煌，再攀新

高！

谨此衷心祝愿各地颜氏宗亲团体再接

再厉，会务蒸蒸日上；宗亲们身体健康，万事

胜意！

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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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颜氏公会四十周年纪念特刊

新加坡颜氏公会为庆祝创会40周年纪

念成立庆典委员会，并积极展开各

项工作，经过8个月的筹备，终于在今晚于海

皇歌剧院举行盛大隆重的庆祝晚宴。

除了设宴广邀来自中国、台湾与香港的

颜氏宗亲及宗亲团体，也诚意邀请邻国马来

西亚九大州宗亲会的代表前来参加盛会，共

叙宗情，加强宗族之团结，加深族人之间的

文化交流与合作。趁着族人聚集在一起的机

会，我们也胜利召开了世界颜氏宗亲联谊总

会理事联席会议。

为了见证40周年走过的岁月，本会已制

作一张DVD激光唱碟，赠送予诸位来宾。这

张光碟收进了40年来有关本会历史的演变和

会务活动、先贤史略，希望藉此加强颜氏族

人对会馆渊源，尤其是年轻一代对祖宗根源

的认识，从而加强宗亲的凝聚力，认识吾族

优良传统精神，并加以发扬光大。

筹委会也举办了两场由新加坡颜氏公

会与颜子研究会联办的专题讲座。第一场由

颜荣源宗长主讲，讲题为“世界颜氏宗亲联

谊大会对族人的影响及展望”，另一场则是

由颜素珍教授主讲的“弘扬儒家颜子精神，

塑造健康人格”。此外，筹委会也假晋江会

馆举办由中国颜真卿书画院与新加坡颜氏公

会联办的“中国颜真卿书画院精品展”。配合

40周年纪念，本会也将在稍后出版一本图文

并茂的特刊，以资纪念。

身为庆典委员会主席，有感于肩负重任，

让宗亲见证40年来在先辈们无私的奉献下，

由稚嫩走向成熟，由简陋走向完善，由本土

走向海外，逐渐壮大，并传送到世界各个角

落，因此务求庆典尽善尽美，让所有与会嘉

宾都有宾至如归的感觉，让族人为我们的团

结与成就感到骄傲。

最后，我谨此衷心感谢颜金勇部长在这

选举即将来临的紧要关键时刻，抽空出席庆

典晚宴。我也要感谢全体筹委会成员的辛勤

工作，方能促使这次的庆典圆满举行。

颜万成

副会长兼筹委会主席

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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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山万里情

颜少平

副会长

新加坡颜氏公会将于2006年4月6日庆

祝成立40周年会庆。我很荣幸的能

为执行委员会服务了19年。

当年，新加坡颜氏公会发起人创会的

主要目的，是把颜氏族群组织起来，联络家

属，并给予必要的协助，也就有了今天的奖/

助学金和福利组。

会馆必须要有雄心大志的团队，与时并

进。在这千变万化的时代，我很高兴颜氏公

会能引进不同的活动，也能保留传统文化及

价值观。

在新加坡颜氏公会成立的前几年，最

主要的工作是购买一间属于自己的会所及招

募新会员。下一个阶段是联络颜氏族群，促

进颜氏家属和世界各颜氏宗亲的联系。 

让我感到非常骄傲的是，新加坡颜氏

公会能主办第一次世界颜氏宗亲联谊会。这

是新加坡颜氏公会在世界颜氏宗亲组织上

的首创，也在新加坡宗亲团体里提高了颜氏

公会的知名度。 

我个人希望在未来的几年，我们应把目

标放在如何吸引年轻人加入公会，同时考虑

年老会员的需求。

我借此机会向所有的会员及家属问好，

并祝贺本会年年好。

 The Gan Clan Association will celebrate its 
40th Anniversary on 6th April 2006 and I am 
very honoured to be able to serve in its Executive 
Committee for the past 19 years.

 The founders of the Gan Clan association’s 
main objective was to have an organisation where 
fellow clansmen can gather and foster kinship 
whilst providing assistance to its members.   These 
comes in the form of scholarships / bursaries and 
also welfare.

 The needs and aspirations of its members have 
changed along with the times and I am glad to add 
that the association has also introduced different 
activities to meet these changes while preserving 
its traditional values and culture.

 In the first few years, the association’s main 
focus was to purchase a building for our own 
use and to recruit members. The next phase was 
to consolidate and also to foster greater kinship 
and networking with fellow clansmen around the 
world .

 In this respect I am proud to add that The 
Singapore Gan Clan Association mooted the idea 
of a World Gan Clan Conference and held the 
inaugural event as well. This put The Singapore 
Gan Clan Association on the map not only amongst 
the various Gan Clan Associations around the 
world but also amongst clan associations in 
Singapore.

 It is my personal wish that in the next few 
years we could put our efforts in recruiting 
younger members and at the same time seeing 
to the needs of our older members. 

I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wish every member and 
their family well and also the association with 
many more good years.

Gan Seow Peng
Vice President

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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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颜氏公会四十周年纪念特刊

颜文福

总务

新加坡颜氏公会将于来临的2006年

4月6日，在新加坡举办我会成立

40周年会庆。

我很荣幸的能受委为第23届新加坡颜

氏公会执行委员会总务一职。我非常感激我

会永久会务顾问颜挺节宗长，在过去的几年

里，无微不至的关心和鼓励我，务必使我加

入公会执委会成为总务。

往后的日子里，我会的重任是如何保护

及将颜氏公会发扬光大，秉承前辈们的奉献

精神，保留传统的文化价值观及历史。在目

前的环球化大环境里，维持道德观念及人

格的高尚品德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面对时代

迅速的变化，必须与时俱进。我们应协助年

轻的会员，让他们了解、觉悟，知道先辈们如

何维持宗亲联谊的可贵。

40周年筹委会也录制了光碟，收集公

会这40年来会务活动，以及发起人及资深

宗长的历史口述档案。 

我祝愿公会有美好的前景。

 Come 6th April 2006, our Gan Clan Association 
will be celebrating the 40th Anniversary of its 
establishment in Singapore.

 It was a great honour to be elected to serve 
as the Secretary General of the 23rd Gan Clan 
Association Executive Committee. I am indebted 
to founder members Gan Teng Chek, for his 
guidance and encouragement.

 Going forward, one of the key tasks for our 
Association is to preserve our valued customs and 
traditions, cultures and history; as the World is 
changing at a remarkably pace and our treasured 
cultures are in danger of being eroded. We hope 
our Association can help our young members 
understand where our forefather came from and 
give them a sense of belonging to our kin. 

 The celebration organizing committee had 
produced a Compact Disc contains speeches by 
some of our founding members. 

 I wish our Association many more successful 
years ahead.

Yan Wenfu
Secretary General

23rd Gan Clan Association Executive 
Committee

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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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章湖

永久会务顾问

世界颜氏宗亲联谊总会第一任总会长

我乃新加坡颜氏公会倡办人颜有政之

胞弟，向来陪同家兄参与公会活动，

历任名誉会长、会务顾问等职。

1995年，在颜永发、颜国华、颜挺节、颜

荣源力荐下出任会长，同时主持第三届世界

颜氏宗亲联谊大会。2000年世界颜氏联谊总

会在第六届世联会云顶高原成立，我很荣幸

被推选为第一任总会长，负起团结世界颜氏

族人之光荣使命。

新加坡是个弹丸小国，能够发展族人事

业非常有限，征得同仁认同，将总会由新加

坡迁至我族崇拜始祖复圣公故居中国山东

曲阜颜庙内，在颜秉刚宗主及诸宗长领导通

力配合下，短短数年间，中国各省市县乡，如

福建、广东、山东、江苏、湖南、湖北、四川、

甘肃、黑龙江、河北、河南、北京、上海、天

津、重庆、浙江⋯⋯竞相成立宗亲会，颜子研

究会、宗祠重修、修谱⋯⋯此情此景，看在眼

中，乐在心中，想先辈地下有知，也应欣然一

笑。然这一切，只是开始，前景有待发扬光

大。各地族人应发挥所长，扶贫济弱，有钱

出钱，有力出力，互相提携，共同向前。多沟

通、多谅解、多联络、多包容，前面还有很多

事情等待我们去做、去执行、去完成。个人

也许有己见，过于执著，但应以大局为重，步

步为营，良性竞争，彼此学习。翰博府乃我族

神圣府第，文革期间遭破坏，2002年发动重

建，今胎死腹中，是我族之耻，应乘此盛世

之际，集众族人之力，从速恢复重建工程，

方对得起祖先，对得起自己！

2008年世联会十庆，应是族人团结的

转捩点，是重要的集会。各地应组织阵容庞

大的队伍前往南京赴会，都应该集众回乡祭

祖，组织一个有势力有干劲的委员会，直接

与曲阜政府对话，将翰博府重建起来，将我

们的面子争回来，将我们的队伍整合起来，

实实在在干一番事业。

我谨此吁请不同国度与环境的世界族

人，积极负起完成翰博府的重现。这是机

缘、是责任、是神圣使命，让后代留下光荣的

足迹。

宗亲们，非常幸运我们生在盛世，享受

美满的人生，和睦相处，若我们能好好的组

织起来，精诚团结，我们应可为后代子孙留

下不朽的盛业！

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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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廷节

永久会务顾问

仰望公会风姿，外观雄伟，内部堂皇

⋯⋯回忆往日，历历在目：泥泞路沿

家招募会员、筹款购置会所、设立奖助学金、

照顾贫病族人、协办丧喜事；代寻亲人、处

理纠纷⋯⋯从个人到家庭，塑造典型家庭

式环境；与各地宗亲组织联系、互访、互助、

互动；鼓励及协助宗祠、公会、研究会之设

立。从国内到邻国，到世界各地，创世联会、

成立世界颜氏联谊总会：一次次的庆典，一

幕幕的场景，让我们忘记以往的辛、酸、苦、

辣，天伦让我们发自内心的微笑，相信往生

宗贤亦然。

新加坡颜氏公会四十年走来，堪称顺

利，然其成果，乃是历届英明会长的领导、

执委团队的团结、家属的有力支持及世界颜

氏族人的理性配合与付出。得来不易，后继

者应加以爱护、珍惜、与时并进，再创辉煌。

亲爱的宗亲们，公会要延续、要传承这

千秋大业，需要您的参与，您的付出，您的贡

献！往后的荣辱，就要看你们的了！

我祈望能看到另一个40年的盛典，看

到每一次来自各地颜氏族人的集会，敦宗睦

谊，绵延不绝⋯⋯

编者按：颜 廷节，公会 会宝，

2006年7月19日安祥的离开我们，毕

生心血为公会鞠躬尽瘁，提携后进为

传承尽心尽力。此篇献词乃其最后心

愿，我等应化悲痛为力量，继续他在

推动公会的宏志，方为纪念众公最好

的回报。

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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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子文化是儒家文化的典型代表，是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孔子是儒家文化的创始人，而颜子则

是孔子最满意的学生，是其最积极的追随者

和以身力行者，堪称是典型代表。他们所创

立的儒家思想，以及颜子尊师睦友、敏而好

学、处贫乐道、克己归仁等个性德行特征，形

成了自己的文化特色。作为颜氏后人，我们坚

守祖先美德，圣母颜征在、复圣公颜回、家训

泰斗颜之推、爱国书法家颜真卿，开台始祖

颜思齐、教育家颜永成⋯⋯为我们树立了好

榜样，都是我们学习的好对象。

世界宗亲联谊是一座桥梁，为沟通族

人的主要管道，是我们颜氏家族的主体文

化。1991年当新加坡颜氏公会首次掀开世界

联谊大会序幕，参加的单位仅有区区13个；

2006年却有1百多个，发展之神速，令人侧

目。然其间组织联谊会、研究会、宗祠、修

谱、修宗祠、建会所、建学校。举办座谈会、

学术论坛、书画展、出版刊物、书藉、通商、互

访⋯⋯成绩斐然。然而，这只是开始，我们

还有很多发展空间，有很多事情等待我们去

做。我们主张百花齐放、和而不同，互不干涉

内政，各自发挥强项，更应该鼓励及协助那

些没有组织的国家和地区组织起来。为世界

颜氏族人，作出更大的贡献。

自2002年第七届世联会发动重建翰博

府以来，由于曲阜人事变迁，至今尚未进行

工程，族人应组成“重建翰博府委员会”，直

接与曲阜有关单位磋商，希望在南京第十届

大会上列为重点项目，达成协议，早日实现世

界颜氏族人完成翰博府重建的期望！

新加坡颜氏公会自成立以来，在颜有

政、颜辉宗、颜期巢、颜国华、颜挺节、颜文

祥、颜永发、颜章湖、颜清水等宗长的英明

领导下，一步一脚印，为新加坡颜氏族人作

出一定的贡献，成绩有目共睹，深受社会所

赞许。第三代接班人已安排就绪，将顺利接

班。然而，时代代沟问题仍然需要我们去面

对，去沟通、去解决。年长者必须秉承过去

的经验，贯输及传授予年轻者。年轻者也应

先了解公会过去的历史背景和处理方式，先

融入后才改革，去芜存菁，尽量保留优良传

统，并与时并进，了解公会赋与我们使命的

重要性！ 

我有幸在八十年代成为新加坡颜氏公

会家庭的一份子，并有机会以新加坡颜氏公

会这块招牌，与世界各地宗亲们互相认识，

增广见闻，学习到不少人生的经验。在此，我

谨吁大家珍惜现有的一切，并加以发扬光

大！

最后，谨祝新加坡颜氏公会庆祝成立

40周年，生日快乐！

颜荣源

前会长／会务顾问团主席

世界孔、颜、曾、孟圣嫡联谊总会总会长

世界颜氏宗亲联谊总会永久会务顾问

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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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和平与发展，共同繁荣与进步的

大好形势下，欣喜新加坡颜氏公会

迎来了40华诞。值此，我谨代表曲阜市颜子

研究会表示热烈地祝贺！

40年前，为顺应社会的潮流和颜氏族

人的愿望，在新加坡率先创立了新加坡颜氏

公会。贵会的成立，标志着世界颜氏族人大

团结、大交流，共同发展的新起点。在贵会

的影响和倡导下，世界各地纷纷成立了颜氏

族人公会；与其同时，贵会还带头成立了世界

颜氏联谊总会。从此，颜氏族人联系更加紧

密，更加团结，交流更加方便，从而为进一步

宣传颜子优秀传统美德，为弘扬中华民族的

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人类和谐进步与发展起

到了积极作用，并作出了重大贡献。

贵会不仅是一个家族的团体，更是一个

当代社会进步的民间组织。多年来，贵会为

社会和人类进步作出的贡献有目共睹，功不

可没。曲阜市颜子研究会在贵会的大力支持

和无私的帮助下，健全了组织，开展了颜子文

化研究与交流；加强了族人的团结与联谊；

加强了颜子文物遗迹的保护。这些成就的取

得与贵会的支持和帮助是分不开的。在此，

再一次向贵会表示衷心地感谢。

我相信在当地政府的领导下，贵会一定

能朝着健康、有序、兴旺发达的目标前进。愿

贵会为人类社会的繁荣与进步再创佳绩，再

铸辉煌。

李维生

曲阜市颜子研究会会长

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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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颜氏公会庆典大会和世界颜氏

宗亲联谊总会理事联席会议在这美

丽的宝岛城市新加坡召开。来自马来西亚、台

湾、香港、中国大陆的曲阜、福建、湖南、江

苏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颜子后裔的精英、专

家学者和社会各界友好人士近百人峰会于

此。

这次大会是一个对颜子文化研究和颜

氏宗亲联谊有着重要意义的大会。此次大会

由荣源先生和素珍女士做专题讲座，就颜子

文化的不同领域、不同层面进行学术研讨。

同时，还要对颜子文化的发展和工作方向进

行研究。此外还要对如何开好第九届世界颜

子文化研究会暨世界颜氏宗亲联谊会进行

沟通交流和商讨。毫无疑问，本次大会将会

对如何发展和领导好颜子文化的健康发展

起着划时代的作用，有着深远的历史影响。

新加坡颜氏公会自成立以来，成绩卓

越。有政先生领导其公会和族人首先购置了

公会会所，用以安置和接纳世界各地，尤其

是中国大陆逃荒谋生而至的颜氏族人，又不

断的向世界各国发出成立颜氏公会的倡导。

同时，公会进行了大量的社会捐助，救死扶

伤，做了许多社会善事，博得广泛赞誉。当得

知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恢复崇敬儒家思想的

消息后，有政先生于1986年率团赴中国大陆

曲阜寻根求源，并四处寻找并拜见复圣公第

79代嫡长孙颜秉刚先生。他还积极与曲阜市

政府协商，确立了秉刚先生在颜氏家政活动

中的领导地位。在台湾颜氏公会兴建颜子庙

时公会出巨资进行援助。新加坡颜氏公会积

极组织协调、领导并参与了在海外各国和地

区召开的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

第六届世界颜子文化研究会暨世界颜氏宗亲

联谊会。特别是2000年在马来西亚云顶高原

举行的第六届世界颜子文化研究会暨世界

颜氏宗亲联谊会，新加坡颜氏公会给予很大

帮助。

1998年，章湖会长和荣源秘书长积极

组织协调在中国大陆福建永春召开了第五届

世界颜子文化研究会暨世界颜氏宗亲联谊

会。第五届大会在会长颜华煨先生的领导和

组织下召开得非常成功，这是世界颜子文化

研究会暨世界颜氏宗亲联谊会首次在中国大

陆举行。该大会对中国大陆的颜子文化研究

和颜子后裔的联谊起着重大的作用和深远

的影响。大会的成功是与新加坡颜氏公会、

香港颜纯炯先生、台湾颜氏公会、菲律宾颜

氏公会的大力支持所分不开的。会议期间，

章湖先生和荣源先生又率团参加，给大会巨

大的精神支援。

2002年，新加坡颜氏公会又积极组织

协调在中国大陆、颜子文化的发源地——中

国曲阜成功召开了第七届世界颜子文化研究

会暨世界颜氏宗亲联谊会。章湖、荣源先生

光荣的当选为七届大会永久顾问。会前章

湖、荣源先生二顾问和时任新加坡颜氏公会

会长的清水先生，以及山东临沂颜子研究会

颜世谦

世界颜氏宗亲联谊总会总会长

山东临沂颜子研究会会长

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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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长颜世谦先生在新加坡进行数日的策划

研究和讨论，并与曲阜颜秉刚先生、颜廷淦

先生、以及时任曲阜颜子研究会秘书长的颜

世全先生进行电话沟通，并达成共识，这有

力的保证了七届大会的成功召开与讨论筹资

建颜林围墙及道路。

2004年，第八届世界颜子文化研究会

暨世界颜氏宗亲联谊会在中国山东临沂隆重

召开，新加坡颜氏公会章湖先生、荣源先

生、清水先生、诗琴女士等在大会召开前后

给予了巨大的物质和精神支持，使此次大会

成为迄今为止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和代

表性最广泛的成功大会。

数十年来，我们颜子后裔遵循祖德祖

行，万众一心，和睦相处。颜氏公会发展之

迅速，规模之庞大，成为了当今世界一个以

姓氏为载体的国际组织，其业绩显著，影响

深远，铸就了底蕴深厚的颜子文化。但由于

发展迅速，管理滞后，也出现了一些枝节上的

不足。新加坡颜氏公会的几位主要领导成员

积极地进行协调沟通，化解矛盾，从而促进

了团结，使得世界颜子文化研究和世界颜氏

宗亲联谊健康的向前发展，出现了今天的大

好局面。我想通过此次大会的召开，颜子后

裔会在世界颜子文化研究会暨世界颜氏宗亲

联谊会，以及新加坡颜氏公会的领导和组织

下，更好的研究和探讨颜子文化，规避矛盾，

拓展强项，把世界颜子文化研究的事业推向

更为健康和成熟的阶段。让我们充分协商

讨论，以建立一个和谐融洽和包容的良好氛

围，为在中国湖南召开的第九届世界颜子文

化研究会暨世界颜氏宗亲联谊会建立坚实的

基础。

江山辈有才人出，长江后浪推前浪。湖

南九届大会和南京十届大会将会产生第11届

和第12届世界颜子文化研究会暨世界颜氏

宗亲联谊会的举办地。相信两个新的举办地

的颜子后裔组织将会在世界颜子文化研究会

暨世界颜氏宗亲联谊会和新加坡颜氏公会

的影响下，不断的总结不足，体现优势，把会

议召开得更加成熟，更有成就。

最后，呼吁世界颜子后裔应以颜子文化

的大业为重，谨记血浓于水的深刻道理，求

大同，存小异，有急有缓，着手于眼前，达

成共识的事情去做，着眼于有统一思想的去

说，有争议的暂且搁置，把我们的事业做得

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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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万物复苏、生机勃勃的丙戌之春，新

加坡颜氏公会迎来了40岁华诞。在

此，谨代表世界颜氏联谊总会秘书处表示热

烈的祝贺！

40年来，新加坡颜氏公会在历任会

长的领导下，以“联络宗谊，谋求宗亲的福

利”为宗旨，继承先祖美德、弘扬优秀文化，

对内致力于会员的福利、教育和康乐，对外重

视联络各地宗亲组织，加强了全球颜氏宗亲

的联系与交流，直接影响和带动了世界各地

的颜氏宗亲。由此，颜氏联谊组织就象雨后

春笋般发展壮大起来，开辟了世界颜氏宗亲

联谊的新天地。

1988年12月，新加坡颜氏公会提出召

开世界颜氏宗亲联谊大会的建议。1991年

4月6日，第1届世界颜氏宗亲联谊大会在新加

坡隆重开幕，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菲

律宾、美国、加拿大及马来西亚各地的宗亲

200多人与会。这是全球颜氏宗亲联谊史上

的又一座新的里程碑。它不仅是全球颜氏宗

亲大团结的开端，也顺应了经济全球化的发

展潮流，为世界颜氏宗亲经济、社会领域的

交流与合作开辟了领域，带动了东南亚地区

以血缘为基础的宗亲会大团结，促进了世界

颜氏宗亲的共同发展。

世界颜氏宗亲联谊总会从新加坡颜氏

公会发起倡议，并于1999年4月在新加坡召

开第一次筹备会议，2000年4月在马来西亚

第6届世界颜氏宗亲联谊大会上正式成立，

到2004年11月6日在曲阜完成注册，无不凝

聚着新加坡颜氏公会新老会长的不懈努力

和无私奉献。这又标志着世界颜氏宗亲联谊

活动更加成熟。

在新加坡颜氏公会的感召和世界颜氏

宗亲联谊活动的影响下，以弘扬孔子思想、

传播儒家文化为纽带的孔、颜、曾、孟圣裔

联谊会于2004年9月在曲阜成立，并在中国曲

阜国际孔子文化节期间成功举办了两届，既

为世界孔、颜、曾、孟圣裔的团结、合作与发

展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平台，又展示了世界颜

氏宗亲承传祖德、精诚团结、共同发展的风

采。

回首过去，从新加坡颜氏公会的成立，

到八届世界颜氏联谊大会的成功召开、世界

颜氏联谊总会的成功注册，再到两届孔、颜、

曾、孟圣裔联谊活动的开展，新加坡颜氏公

会为增进世界颜氏宗亲之间的联谊，为弘扬

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都作出了重大的

贡献。

颜世全

世界颜氏宗亲联谊总会秘书长

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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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此新加坡颜氏公会成立四十周年庆

典的时候，我代表第四届世界颜氏

宗亲联谊总会致以十二万分的热烈祝贺！新

加坡颜氏公会，是世界上成立最早的一个颜

氏宗族组织，也是机构最为完整、健全的颜

氏宗亲组织，四十年来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

在联络宗谊、扩大交往、加强团结、为国家的

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做出重大的贡献。经过艰

辛的努力，新加坡颜氏公会在1991年成功举

办第一届世界颜氏宗亲联谊大会，这是前所

未有的盛举，有力促进了各国各地区社会经

济、文化、教育、福利及公益事业的发展，为

社会的安定繁荣及增进国与国之间的宗谊，

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成为世界上颜氏宗亲组

织的一面旗帜。

自古以来，经济能力是一切国家、团体

或个人进展的最重要推动力。新加坡颜氏公

会，尽自己之所能，在物质方面协助宗亲开

拓商机，在精神、品德及人伦价值观方面扮

演重要的角色，并致力于研究世界的经济发

展趋势，让各地宗亲在任何领域的竞争上把

握商机、知彼知己而百战百胜。同时，通过宗

亲会组织，以敦亲睦族、弘扬祖德、团结互

助为宗旨，筹措了各种奖学助学基金、举办各

项公益事业活动，开展慈善扶贫工作，都做

出自己的贡献。不仅对新加坡，而且对祖居

地，为保持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与当地经济

的发展，为社会的繁荣进步，为提倡文明，都

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华侨；我们

颜氏宗亲的足迹遍布全世界各个地方，至今

颜氏后裔已遍布台湾、香港、菲律宾、新加

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缅甸及澳洲等地

区和国家。新加坡颜氏公会为团结各国各地

的颜氏宗亲，已经作出了许多的贡献，今后我

们也一如既往的对她寄予殷切的希望。我们

希望国内及其他国家地区的颜氏宗亲加强团

结，求大同，存小异、大家联合起来，相互提

携，互助互济，以血缘亲情为纽带，把我们的

宗亲组织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为宗亲而思

念、为宗亲而牵挂、为宗族而奉献、为宗亲而

牺牲，为所有宗亲的事业发展而献策出力！

在今天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候，我们宗亲

会也要不断自我更新，才不会被历史洪流所

淹没。

亲爱的宗亲们，现今社会日新月异，我

们也要与时俱进。年轻的一代对宗亲组织

的认同逐渐淡薄，我们要研究新的方案，

采取新措施吸收青年会员，改变宗亲组织出

现青黄不接的现象。目前的世界发展趋势，

正逐渐地扬弃意识形态之争，着重于经济发

展，因此，我们宗亲组织可以像同业公会那

样，在宗亲组织血缘关系的基础上，互相提

携、共谋商机，使宗亲组织与经济发展结合

起来，这是符合新时代的发展的要求的。这

样，将促进宗亲的经济工商联系与交流，使

经济成为宗亲组织的联络桥梁，进而提升宗

亲组织在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

领域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今后，大家要为

社会、为人类多做贡献，弘扬我颜氏先祖的

功绩及起美德，因为这是我们的神圣职责和

光荣使命！

颜华煨

第四届世界颜氏宗亲联谊总会总会长

永春颜氏宗亲联谊会会长

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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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廷淦

复圣公78代嫡孙

世界颜氏宗亲联谊总会署理总会长

新加坡颜氏公会1966年成立，今天已

走过四十个春秋。四十年的历程，四

十年的收获，新加坡颜氏公会正在成熟的道

路上阔步而前。

1986年，新加坡颜氏公会代表团一行

三十余人，在有政会长、荣源秘书长带领下，

到曲阜寻根祭祖。在复圣庙拜祭了圣祖颜

子，立碑纪念，并与翰博府宴欢。当时大家

都非常激动，久久不愿分开。从此，新加坡

颜氏宗亲与翰博府结下了深厚的宗亲之谊。

也正是从那时起，新加坡颜氏公会带动了大

陆宗亲，纷纷组织起来，联系宗谊，发展文

化，一个世界性的颜氏大家庭从此拉开了序

幕。 

新加坡颜氏公会为世界颜氏宗亲联谊

大会的建立，为各地宗亲组织的发展、文化

进步、经济繁荣等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

用。  

首先是宗亲联谊，自2000年世界颜氏宗

亲联谊总会成立，大陆上曲阜、山东临沂、北

京、南京等地的宗亲都相继成立了联谊会或

颜子研究会。为了开好第七届世界颜氏宗亲

联谊大会，分别在曲阜和香港召开了两次筹

备会。第七届颜氏宗亲联谊大会是建会以来

大陆宗亲代表团最多的一次。其间，章湖会

长、荣源秘书长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大会始

终充满了热烈、欢快、融洽的气氛，会议达

到了预期目的，并为以后的活动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此后，国内各地均以不同的组织形式

和联络方式开展了联谊活动。

再就是颜氏优秀文化的发展，通过各种

文化学术会议，出版颜氏文化书籍，恢复和

重建颜氏文物古迹等使祖德风范和颜氏优

秀文化得以宏扬。

第一，开展了各种文化学术会 议 。

2003年在南京召开了颜氏文化研讨会；同

年又在山东临沂召开了颜子文化研讨会；

2004年在山东沂南召开了颜真卿研讨会；

2005年在山东苍山召开了颜师古研讨会；

2002年和2007年在曲阜两次召开了颜子思想

研讨会。这些研讨会的召开使颜子思想和颜

氏文化得到了发扬光大和广泛传播。

第二，出版颜氏文化书籍。1994年由人

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了《颜子研究》；1998年

齐鲁书社出版了《颜子家世》；2001年再版了

《陋巷志》；2003年齐鲁书社出版了《颜子

研究论丛》；2004年出版了《颜子家族的历

史与文化》。

第三，恢复和重建了历史颜氏文物古

迹。在曲阜开展了恢复颜林和颜府的工作。

在山东临沂开展了四项颜氏文物古迹的恢复

和重建：一，苍山重建了“师古祠”；二，沂南

重建了“谱碑亭”；三，费县恢复了“颜林”；

四，郯城重建了“乡贤祠”。 

另外，一部三十集的“颜真卿”电视剧

也正在拍摄。

各宗亲组织的联谊活动和文化的发展，

还带动了各地经济的发展与繁荣。

凡此，正是有了新加坡颜氏公会的模

范作用，才使各地宗谊活动和颜氏事业发展

得如此迅速而广泛与深入。

在新加坡颜氏公会成立四十周年之际，

谨致敬意与祝贺！并藉此，祝新加坡颜氏宗

亲事业兴旺，阖家幸福！

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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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文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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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永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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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逢贵会举行纪念创会四十周年庆祝

大典，并出版纪念特刊，敝人有幸受

邀献词，与有荣焉。

贵会自创会以来，不懈努力，追随先辈

的脚步，联络宗亲，关照福利，服务社会，默

默耕耘地作出很大的贡献，令人赞赏。

追思我等颜氏先辈们，早年梯山航海，

到被目为蛮荒绝地的南洋诸岛及世界各大

洲去，生根发芽开花，真是“有颜花开万里

香”。溯本追源，无限感慨。

如今，世界各地凡有颜氏宗族的足迹，

都有颜氏公会或宗祠的设立，这对联络宗亲

情谊，经济繁荣及助长华人团结与向心力方

面，都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世界颜氏总会的

成立，更是我颜氏宗族发展的一个巨大里程

碑。

贵会诚邀孔，颜，曾，孟，四姓现任奉祀

官为特刊题词，更是意义深长，对儒家思想

的发扬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毫无疑问，儒

家思想将是我们的文化价值，理念的核心，

是我们工作出发的前提与座右铭。

马来西亚与新加坡一衣带水，希望我们

两国总会加强联系，促进合作，交换资讯，建

立共识，特别是以儒家思想作为我们共识的

核心，号召全世界炎黄子孙团结协力，共荣共

利，形成世界一股巨大的经济力量，并促进

世界和平，发展与繁荣。

不揣粗陋，聊缀数言，权充献词。

颜世质

马来西亚颜氏公会联合总会总会长

彭亨颜氏宗祠族长

献词

08-S1.indd   25 4/16/08   2:44:07 PM



26

新加坡颜氏公会四十周年纪念特刊

颜坚生

（中国）湖南颜子学术研究会会长

星洲者，国中之国也。面积非广，人口非多，立国迄今，亦仅四十春秋。然国运之隆，非止

南亚称雄，且誉为远东之龙，缘何臻此？天时地利人和俱全故耳。人和之功，归华胄

大振雄风，而我颜氏族众，秉持优良传统，为建家国，迭立汗马奇功。

四十年前，侨居之贤，为凝聚族群作更大献替，几经筹议，乃有颜氏公会之创立。公会迄

今，日新月异，宏猷大展，不仅蔚为南亚族裔鳌首，并辄为祖国故郡献力扬眉，举办首届及第

三届世界颜氏宗亲联谊大会，即系为全球鲁国子孙作出空前贡献。影响所及，三江四海颜氏，

无不昂首连 ，兢创兴家睦族光前裕后伟绩。湖南倡修并 事之世界通谱，即为众志成城光宗

耀祖之炯例，值此贵会成立四十周年之际，百感交集，为表庆贺至诚，谨献芜词以吐心声：

星洲颜氏，鲁国之光。
精诚团结，祖武威扬。
矢勤矢勇，必正必刚。
慎终追远，师晋绍唐。
善邻睦族，和谐端庄。
前瞻远瞩，迭创辉煌。
自兹以往，百世流芳。

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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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廷飞

世界颜氏宗亲联谊总会总干事

世界颜氏总商会

南京颜氏文化研究中心

新加坡颜氏公会于1966年4月6日正式

成立。值此庆祝创立四十周年之际，

我们不得缅怀推动该会建立的创始人颜有

政宗长，不得不对为世界颜氏宗亲联谊做出

无私奉献的新加坡颜氏公会的宗亲们致以

崇高的敬意。

随着新加坡颜氏公会走过40年的光辉

历程，旅居海外的颜氏后裔，为了生存和发

展，同族人联合起来，互相提携，以血缘亲

情为纽带，在族内开展了互访互惠、互助互济

活动；在国际和地区之间联络宗亲，共谋发

展，继承祖德，与时俱进，弘扬颜氏文化，振

兴民族经济，兴办慈善公益事业，为国家和

社会服务，促进世界各地文化和经济的交流

等，均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新加坡颜氏

公会为促进台海交流、祖国和平统一也作出

了积极的不懈的努力。

2000年，在新加坡颜氏公会的积极倡

导与大力支持下，世界颜氏宗亲联谊总会宣

布正式成立。从此，世界各地颜氏公会、联

谊会、颜子研究会、颜氏文化研究机构相继

先后成立。新加坡颜氏公会高瞻远瞩，还将

世界颜氏宗亲联谊总会总部落户于颜氏发源

地山东曲阜，并给予各方面的全力支持，为世

界颜氏宗亲联谊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溯我 颜氏，古有始祖复圣颜子，有

《颜氏家训》的著者颜之推，更有一代

英杰 颜真卿、颜杲卿、还 有颜辉、颜廷

之、颜协和颜元、颜师古等名家辈出。在

现代社会中，国内外更涌现出一大批名

流学者、实业家和仁人 志士，他们的学

说，他们的艺术，他们的业绩，他们的德 

行⋯⋯都值得大书特书。今日的庆祝和联谊

活动，我们旨在通过广泛交流与沟通，加强了

解和互信，加强合作与交流，继续发扬我们

先辈的美德，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增强对世

界颜氏联谊总会的认同感和凝聚力。

世界颜氏宗亲联谊的基本原则应该是：

不分尊卑，不论长幼，不计嫡庶，不分主干和

旁枝，保证宗亲之间公平公正、团结友善、互

助合作。提倡人人平等，取消宗族歧视。

颜无二姓，天下颜氏是一家。同祖同

根、同源同心、同文同语，血浓于水的颜氏子

孙，实是血脉相连，气息相通。颜氏的联谊应

是天下颜氏子孙的联谊。所有颜氏后代都有

权利和义务参加联谊活动。联谊活动要有充

分的广泛性和代表性，不应人为地设置门槛

儿，不以地域划圈子，不以实力作指标，不以

成败论英雄。

凡参加世界颜氏联谊总会的团体和个

人，应该是奉献型、争光型和不求回报型

的。

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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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武胜

台湾颜氏总会理事长

欣逢新加坡颜氏公会成立40周年会

庆，本人谨代表台湾颜氏总会暨全

体成员，致上最诚挚的祝贺。

时光易逝，虽转眼已历经40年，但仿佛

如昨一般。新加坡在1965年8月9日退出马

来西亚联邦成为独立国家，又于1967年与印

尼、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一起成立东南

亚国家联盟。新加坡颜氏公会于1966年由

有政宗长及其他颜氏宗亲成立，以推动海外

颜氏族人的团结与联系活动，让世界各地颜

氏子孙纷纷效法成立宗亲会，并弘扬大孝，

恪遵祖德。2000年，海内外世界颜氏宗亲

联谊总会诞生，目的是建立宗亲联谊与沟通

的管道，并每两年在不同地区召开世界联谊

大会，进行祭祖及联谊活动。1991年世联大

会，2000年世总成立。

台湾也在1970年成立台北市颜氏宗亲

会，1972年更结合台湾、新加坡、香港、菲律

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宗亲共同成立世界颜

氏宗亲总会并建复圣公颜子庙，每年举办复

圣公颜子的祭祀典礼，让海内外族亲共同为

光辉世纪耀中华，祖德流芳国际夸，饮水思

源休忘本，联谊祭祖最堪嘉之目标，完成族

人团结发扬孝道，认祭祖为基础，维系人类

和平为目的。惟可惜以上两会之会务运作，自

1996年开始中断，台湾颜氏子孙为求赶上时

代潮流之演变，不得不成立台湾颜氏总会，

以配合国内外宗亲祭祖联谊活动。

40年来的时空转变，放眼看吾族人

事业的成就和进步发展，确切印证先祖

遗训：人不可忘本、忘祖、背祖、欺祖、

离祖，要和平、成功、和谐、祥和、安定。

回顾世界颜氏宗亲联谊总会能顺利完成 

第9届，接著2008年将由南京举办第10届联

谊大会，这一切均是新加坡颜氏公会的热心

投入与大力支持，实为功不可没。对世界各

地宗亲们除了感谢还是感谢，抱著知恩、感

恩和报恩的心情，更祈望新加坡颜氏公会

永续为颜氏族人发辉弘扬祖德之使命。

当前台湾颜氏子民应是觉醒的时候，我

们更应缅怀先民毕路褴缕之艰辛营造，吸

取300馀年来台湾由荷、西、明郑、直迄清末

及日本50年的教训。切记决不可欺祖，不可

离祖，因为社会要祥和，国家要安定。同时，

颜氏族人得以祭祖承传先圣之遗志，才是天

下太平之起点。台湾颜氏总会草创于2006年

11月25日，迄今总抱着战战兢兢，一步一脚

印的心情，实感责任重大，期待能力挽狂澜，

勇往直前，谋求台湾颜氏族人之团结发展。

最后，再次感谢新加坡颜氏公会40年

来为整个颜氏家族所作的付出与贡献，祝福

颜氏族亲人人事业顺利，家庭和谐，身体健

康，更祝贺40周年大庆顺利成功。

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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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颜氏公会成立于1966年4月，迄

今已40载，当时热心宗亲颜有政、颜

辉宗、颜国华、颜挺节等十多人发起组织公

会，其主旨结合宗亲之情谊，敦亲睦族，互相

联系关怀、贵会尊祖敬宗更热诚。始祖复圣

公2492诞辰在台北举行首次太牢祭典。

1972年7月23日台北市颜氏宗亲会成立

为联络海内外宗亲团体，遂于9月2日至9月

12日组团访问东南亚各地颜氏公会，并为要

首次在台祭复圣公2492年农历11月16日诞

辰，国历1972年12月21台北市妇女会行祭

典，先总统蒋公派内政部长林金生主祭，于

斌枢机总主教演讲颜子之德行。邀请国内知

名学者专家来上香祭拜，海外各公会组团回

国参加者有新加坡颜氏公会、马来西亚各州

颜氏公会、菲律宾源河张颜同宗总会、钞坑

颜氏同乡会、越南颜连邢相济总会、香港颜氏

公会，首次在台湾祭颜子，轰动一时，受社会

各界好评。

1974年11月15日世界颜氏宗亲总会在台

北奥林匹克大饭店举行成立大会，并选出理

监事32人，颜国松任理事长。11月16日复圣

公2494年诞辰在中华民国民众活动中心举

行祭典，先总统蒋公颁「敦本报国」，并派副

总统严家淦亲临上香，并讲述大典之意义。

大会时由理事长颜国松、前后任台北市

颜氏宗亲会理事长颜国年、颜桑路及全体

理监事共同倡建复圣颜子庙，经大会一致通

过，海内外宗亲热烈捐地捐款，群策群力，全

力以赴。于1976年5月20日请立法院长倪文亚

动土，考试院长杨亮功奠基。1978年9月16日

正式开工，历经多年之努力，于1993年1月5日

入庙安座并举行诞辰太牢祭典，海外各公会

均组团回国参加。

复圣颜子庙能矗立于台北，宗亲以后集

会有所，祭祀有堂。目前社会团体以长者参

加为多，星会以奖勉年青子女参加公会活

动，吸收年轻宗亲有机会为公会服务，以稳

公会之基础，真是难能可贵。适逢贵会成立

40年会庆良辰，谨提此就教诸位宗亲，恭

祝大会完满成功，诸位执委身体健康，万事 

如意。

颜国年

台北市颜氏宗亲会理事长

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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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失求诸野”，想不到复圣公祖

庙，竟出现在番邦新加坡奠

基立足，我颜氏自小邾子设姓以来，历二、

三千年，其世系单纯，一脉相承，世世忠孝

传家，代有闻人，在复圣公圣地山东省曲阜

市，成立世界颜氏总会在宗主颜秉刚君领导

之下，族众团结一致，汇成良好民族，忠孝传

家。

1976年新加坡颜氏公会10周年庆典在

颜有政会长号召下，唤起全球颜氏族人，踊

跃到新加坡参加盛典，本人为福建省边陲一

个小岛“金门县”，附骡参加大会盛况，觉得

颜氏族家，人材济济。而新加坡颜氏公会，

确足领袖群伦，为颜氏海外典范，称之为复

圣公番邦祖庙，名符其实也。

颜氏公会在有政先生领导下，联系全球

颜氏族人，团结一致，为颜氏中兴时期。有政

先生不幸英年早世，其后公会领导人，如颜

永发、荣源诸君，继承颜氏公会大任，庶会

务蒸蒸日上，堪为海外各宗亲会之典范。尤

其荣源先生，亲赴大陆各地，联系族众，团

结一致，其精神可嘉。

兹以新加坡颜氏公会成立40周年纪

念，本人蛰居金门小岛，谨叙数语，聊表对公

会成就的赞辞。

颜西林

金门颜氏宗祠会务顾问

献词

08-S1.indd   30 4/16/08   2:44:22 PM



31

千山万里情

香
港
泉
州
同
乡
总
会

理
事
长
颜
纯
炯
敬
贺

颜
子
庆
盛
世

鲁
国
皆
俊
彦

新
加
坡
颜
氏
公
会
成
立
四
十
周
年
志
庆

颜纯炯

08-S1.indd   31 4/16/08   2:44:24 PM



32

新加坡颜氏公会四十周年纪念特刊

四十个风雨春秋，创辉煌同舟共济。

2006年春，新加坡颜氏公会迎来了

40周年华诞，来自四海五洲的宗亲们欢聚一

堂，同歌维系著世代族人的祖宗文化，共颂

激励著族人拼搏进取的颜子精神，深情地

向我们伟大的共同祖先——孔子的得意弟子

复圣公颜回表达无限的尊崇与敬仰。对旅居

新加坡的宗亲而言，新加坡颜氏公会从创建

至今，不仅是族人守望相助的平台，更是宗

亲亲情的凝聚所在，是祖宗的信念所系，是

团结奋发的力量之源。

颜子，是古代社会中崇德明德的典范，

他强调道德修养，重视道德的社会作用，他

的崇高思想和高尚情操，启迪和激励著一

代代颜氏后人奋发进取，立业治家。颜氏家

族，从始祖至今，历经二千馀年，繁衍百代，

人才辈出。作为颜氏家族后人，我们既为拥

有颜子这样一位显赫的祖先而感到无比自

豪，又为肩负著传承和发扬祖宗德行的责任

而深感任重道远。

历史悠久，享誉世界的前身为“鲁国堂

颜氏公会”的新加坡颜氏公会，创建四十年

来，一贯坚持“敦亲睦族、弘扬祖德、团结互

颜延龄

澳门晋江同乡总会会长

助”的宗旨，以宗亲血浓于水的亲情团结凝

聚族人，以颜家的传统家风与颜子精神维系

和服务众多宗亲，为族人排忧解难、谋取福

祉，深受宗亲们的拥戴和支持。新加坡颜氏

公会还积极参与当地社会文化、教育、种族

及宗教协调工作，大力弘扬颜氏文化，以血

缘亲情为纽带，在国际和地区之间密切联络

宗亲，共谋发展，积极倡导、支持和推进世

界颜氏宗亲联谊总会成立，为加强同世界各

地颜氏宗亲会的联系与交流作出了积极的贡

献，为促进海峡两岸的交流和祖国和平统一

大业作出不懈的努力。

在新加坡颜氏公会成立40周年之际，

出版这一纪念特刊饶富意义。它昭示著氏族

宗亲在狮城铸造事业辉煌的历史，昭示著新

加坡颜氏公会凝聚著的一股以祖德为念、

以祖宗为先、以华夏儒商文化为重的精神维

系力量。这种可贵的精神，不仅是颜氏宗亲

世代的薪火相传所系，更是中华民族强大生

命力的关键所在。

谨此，本人向新加坡颜氏公会取得的

辉煌业绩，致以热烈的祝贺！

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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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锡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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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颜氏公会四十周年纪念特刊

衷心感谢新加坡颜氏公会盛情邀请本

人为公会庆祝40周年出版纪念特刊

撰写献词，此举实属深感荣幸。

新加坡颜氏公会自成立以来，在已故有

政宗长与历届会长的英明领导，及所有宗长

的共同努力下，使公会得以发展壮大，现已

成为我族在世界上颇有影响力的宗亲联谊会

组织；且在1991年贵会向全世界各国伸出宗

谊之手，倡议筹组世界颜氏宗亲联谊总会，

建立了世界颜氏宗亲的网络，负起联系世界

族人之重任，获得各地颜氏宗亲大团结，大

和睦及大交流中的联系，这是值得世界各国

宗亲们嘉许之创举。

在全球化资讯的时代，我认为这是人际

网络关系的时代，除了通讯发达外，人与人

之间的接触是沟通的基础；而宗亲会组织在

全球仍然占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我们的祖先

颜子以德行著称，自两千五百年以来，一直

受到人们的尊崇，如今颜氏子孙遍布世界各

地，各方面都涌现杰出的人才精英，宗亲们

也继承了先祖的崇高思想和高贵的品德，弘

扬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

无论如何，进入廿一世纪的当儿，我们

必须急起直追，形成一个完整颜氏网络，发

挥颜氏族人的凝聚力，进而吸收科技资讯

与技术，并让彼此的心声更能接近与沟通讯

息。宗亲们！大家应以新的观念，新的姿态作

好准备，为世界颜氏宗亲们祈求美好灿烂的

春天。

谨此恭贺新加坡颜氏公会四十周年纪

念特刊成功出版，顺祝宗亲们身体健康，诸

事圆满。

颜进明博士

第一届世界颜氏宗亲联谊总会

副总会长兼副总秘书长

马来西亚颜氏公会联合总会

前任总秘书长

献词

最后谨以：

 凝聚族亲血缘亲缘的情谊
 共同传承复圣弘道的精神

与大家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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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颜氏先贤眼光独到，于四十年

前筹组颜氏公会，发扬敦亲睦谊的崇

高精神，汇集宗亲们的力量于一炉，贯彻难能

可贵之理想，在教育福利各领域为宗亲们发

挥得淋漓尽致。更集资购下会所，不但使公

会拥有固定的收入，更提供会员们一个集会

的场所及活动空间。除此之外，更能发挥守

望相助的精神，大力协助全马各地颜氏公会

的成立，并给予很大的经济财力资助，使各

属会同仁都铭感五中，永记心底。

创会四十载以来，更因所有宗亲精诚团

结、存异求同，因此人材济济，财雄势厚，这

些年来执各地所有颜氏公会之牛耳，可谓实

至名归。不但如此，更首开先河，主办第一

届世界颜氏宗亲联谊大会，登高一呼，万山

响应，使散居世界各地的宗亲们汇集一堂，

互相观摩与蹉商，开启往后互相联系的康庄

大道，为国家的经济及旅游业带来极大的利

益，可说居功至伟。

先贤们的丰功伟绩，是后辈们学习的典

范。四十年来所奠下的基础，实非容易，希望

宗亲们能多加珍惜，弘扬祖亲们的高尚精神，

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再接再厉，在颜氏宗亲

的史书上写下光辉灿烂的一页，开创另一辉

煌之里程碑。谨以数言与新加坡颜氏宗亲们

共勉之。

颜觥峻

马来西亚雪隆颜氏公会会长

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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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赞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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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山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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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新加坡颜氏公会主办第三届世界

颜氏宗亲联谊会及庆祝成立30周年纪

念，当时，来自世界各地的宗亲云集新加坡，

亲切交谈，场面温馨，会议非常成功，使人留

下深刻的印象。

转瞬间又是另一个十年的到来。今年，

新加坡颜氏公会庆祝成立40周年，除了举

行盛大庆典外，也将出版「新加坡颜氏公会

40周年纪念特刊」。

据悉，特刊部份内容将由专人撰写有关

复圣颜回公、姓祖颜友及历代颜氏先贤的史

实，这将使与会的宗亲们对先祖的思想、言

行、有更深一层的了解和认识，身为后裔的我

们，是多么的有幸，又是何等的光荣！

我会於地理位置，离新加坡最近，关系

非常密切。一路来受到新加坡颜氏公会的关

照、支持与扶助。尤以颜有政宗贤及其家属

为主。我会会员子女亦多往新加坡求学，就

业并参加为新加坡颜氏公会会员，一起为颜

氏族人服务。

谨此祝新加坡颜氏公会40周年会庆成

功地举行。

颜清波

柔属颜氏公会会长

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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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庆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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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两国，曾经是史实

上无以割舍的单一邦国，却因客观

环境而促成分家的现实。所幸两国不但并

非各走极端，而且是有互映光辉相补备之

良性作用。

除了两国政 府关系良 好，并在东协 

（ASEAN）里头并肩共同奋进之外，人民之

间的往来也分外频密。一脉相传的两国华商

更是在商贸经济上、教育上、文化上等各领

域相辅相成，共存共荣。

从事公会、宗祠之类的民间组织工作，

大致皆宗旨鲜明，立意正确。由微观角度切

入，不外是敦睦宗谊、守望相助。从宏观角度

审势，无论是血缘性质、地缘性质乃至业缘

性质的华裔民间组织，包括我们颜氏公会，

皆肩负着延续民族薪火、传承中华文化、发扬

汉粹、万代昌隆之光荣使命。

贵会走过40个春秋的日子，想当然并不

简单。进程间或许不免有汗，有血、有泪。然

而，延续宗脉，发扬民族文化千秋大业的漫

漫长路，终究需要有民族意识，有恒心叙行

华裔民间组织的社会义务、有毅力克服种种

障碍，方能踏上坦途。

晚辈本身乃至吉玻颜氏公会的会龄尚

浅，尚希贵会同人多多给予指导与鼓励，以期

在共同把颜氏家业的根扎得更稳固的基础

之上，与其他的公会宗祠同人连手推进中华

文化事业，进而造福着形成的「地球村」的

全球社会。

晚辈衷心祝贺贵会40周年纪念盛会圆

满成功，并祝愿这一盛会能激发两国颜姓子

弟踊跃地与我们一起履行光大家业与维护

华魂的光荣使命。

颜和财

（市议员）AAP, BKM, PJK

马来西亚吉玻颜氏公会会长

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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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新加坡颜氏公会的邀请，让本会

能够在《新加坡颜氏公会40周年纪

念特刊》内献言题词，让身在马来西亚最东

北端的本会感到无比荣耀。

今天，新国颜氏公会跨越40年再昂首

迈前，诚属可喜可贺，值得海内外颜氏宗亲同

声庆祝。我要代表吉兰丹颜氏公会作出祝

贺。

所谓“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新加

坡颜氏公会与大马多个国内颜氏公会的联

系说来非常密切，我们除了珍惜这份感情以

外，更期望两地宗亲加强合作，共倡优越。

马新两国的颜姓华人与其他炎黄子孙一

样延续相同的传统及文化，让中华优秀道德

观传承，让宗亲脉博渊源流长，若说毗邻的

关系，马新两地的颜氏公会实有“一颜观两

地”之势，让彼此的美好联系持续发展及密

切。

新加坡颜氏公会通过特刊，记载颜氏

渊源及新国颜氏宗亲40年的成长里程，将是

宗谊留长延伸，把历史记载，把优越的功勋

留痕，值得赞赏。

在融入不同国度的本土文化之下，今日

颜氏宗亲能够在全球化的无边疆时代跨步前

进，不只是在宗亲的根基下立足，更是族群

之佼佼者，公会发挥团结宗亲的力量，让宗亲

的优越与贡献更显突出。

今日摆在眼前的挑战不只是祖先南来时

的苦劳，大家已步入安逸及稳定，不过，我们

仍需奋斗及不忘本，以争取更卓越及更辉煌

的成就。

我们希望颜氏宗亲继续凭着超强的毅

力与极高的智慧，在国内与国际舞台上扮演

角色。大家也要凭着高瞻远瞩的眼光，让优

秀的传统美德及文化习俗，宗情祠系发扬光

大。

我谨以这几句浅言与各位，尤其是新加

坡颜氏公会的宗亲共同勉励，愿颜祠宗情万

古长青。

颜贻准

吉兰丹颜氏公会主席

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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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此新加坡颜氏公会成立40年大庆之

际，我谨向历届会长及全体会员，表

示衷心的祝贺与诚挚的慰问。

新加坡颜氏公会，在颜有政等历届会长

的领导下，为促进世界宗亲联谊，做了大量工

作。在继承先祖遗德，弘扬家族传统，造就

颜氏人才，光耀祖宗门风方面，做出了卓越

的贡献。令族人敬佩，让世人惊叹！

我是1989年与荣源宗长认识的。1991年

我应邀出席了新加坡的首届世界颜氏宗亲大

会。之后，我又应邀参加了两年一次在各国

召开的世宗大会。我是颜氏宗亲，同时又是

一名新闻记者（中国“人民日报”），我以新闻

职业的敏感，亲历和观察了历届大会，深感

新加坡颜氏公会倡导世界颜氏宗亲大会的

深远意义，也深感他们为召开世宗大会付出

的艰辛劳动。为开好大会，他们朝朝暮暮不

知开了多少次预备会。我也为历届大会写了报

道。

新加坡首届世宗大会之后，先后又在马

来西亚、菲律宾、中国的永春、曲阜、临沂、怀

化召开了世宗大会。这些会虽然不是在新加

坡开的，但是新加坡颜氏公会的领导——章

湖、荣源宗长等，仍是非常关心。会上的大事

小事，他们都事必躬亲，对会议的每个议

程，甚至每个细节，他们都精心考虑，因而历

届宗亲大会都很成功。在此，我特别要提提

令我由衷敬佩的荣源宗长。他是非常热心于

我家族事业的长者，又是一位模范的宗长，

还是一位天才的会议组织者、领导者。每届

大会的成功，都与他的辛勤劳动和策划周密

分不开。可以说，组织好世宗大会，非他莫

属。荣源宗长虽逾花甲之年，仍致力于世界宗

亲联谊工作，可敬可佩，我们要永远向他学

习。

新加坡颜氏公会，已走过40个年头。在

他的带领下，全世界的宗亲联谊蓬蓬勃勃，

欣欣向荣；颜子思想研究，也在日益深入。

我们还要在世界宗亲联谊的大道上继续走下

去，把颜子思想发扬光大，把先祖德风，一

代代地传下去。我们希望颜氏公会带好这个

头，我们也深信他们能带好这个头。

颜景政

中国北京颜氏联谊会

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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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万象更新。值此新加坡颜

氏公会四十周年华诞，我代表世界

颜氏发源地中国·滕州颜氏文化研究会暨全

体会员表示诚挚地祝贺。

自始祖郳国国君小邾子颜友公在今滕

州开基建国，取父字为氏，繁衍至今，已百余

代，海内外宗亲族人名人辈出，成为中华民

族诸多姓氏中的知名姓氏。新加坡颜氏身居

狮城，缅怀祖根宗源，秉承复圣颜子仁德思

想，适应世界潮流，率先成立颜氏宗亲联谊

组织，首开世界颜氏联谊之先河。四十年漫

长岁月，贵会历届领导人不辞辛劳，不断完善

公会章程及规章制度，志士贤达慷慨解囊，

筹资创建颜氏公会会馆，汲取先进企业管理

理念，加大公会的管理与运作，以会馆为依

托组织开展各项公益活动，广泛吸纳各界宗

亲族人，把颜氏公会办成宗亲交流联谊的平

台，成为敦宗睦族、团结友善的大家庭，为世

界各地颜氏创树了光辉典范。

贵会十分重视外联工作，多次组织宗亲

族人抵达中国曲阜寻根祭祖，派员赴各国联

谊，成功举办了两届世界颜氏宗亲联谊大会，

推动了世界颜氏宗亲联谊活动的开展，促进

了海内外联谊活动走上正规化、制度化轨

道，为世界颜氏宗亲联谊、思想交流、文化建

设、经贸合作创造了条件及做出了表率。纵观

世界颜氏联谊发展史，新加坡颜氏公会功

不可没，必将载入史册。我深信，新加坡颜

氏公会在今后的世界颜氏联谊活动中，必将

创造出更加辉煌的业绩。

至此，赋诗一首，以表故国宗亲的夙

愿。

颜道朗

中国·滕州颜氏文化研究会会长

小邾陵前蒲公英，
根深叶茂花茸茸。
清风播扬飘海外，
百代不忘故国情！

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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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地区的狮城迎来了颜氏公会

成立40周年会庆，我谨代表湖南颜

子学术研究会、全体宗亲及我本人，向贵会

及全体宗亲们表示诚挚的问候和良好的祝

愿。

颜氏公会由一个地方宗亲组织，发展

成为了国际性联谊的网络中心。在团结族

人，发扬传统文化，为了社会的文明发展

尽自己的责任。在与时俱进，拼博创新，为

族人，乃至为社会谋福利。为了发展联谊，

拨冗莅临世界各地参加宗亲的组织联谊活

动。

一九八六年，贵会组团来大陆山东曲阜

复圣公的故里寻根祭祖，与复圣第七十九代

嫡长孙颜秉刚宗主及宗亲们进行联系，掀起

了国内族人参加联谊组织的热潮，实现了首

届世联大会在贵地成功召开，拉开了世界性

召开颜氏宗亲联谊大会的序幕。

多年来贵会在历届会长及宗亲们的共同

努力下，披荆斩棘，艰苦缔造，使公会组织

得到发展壮大。颜章湖、颜荣源会长，还在

世界颜氏宗亲联谊总会的筹备到成立，作出

了不懈的努力，并推波助澜，促进大陆各地

纷纷响应，踏入宗亲联谊组织的活动中来，

这是公会全体宗亲辛勤努力的结果，必将在

我族历史文化中留下光辉的一页。

我们先祖一世复圣颜回，“虚心好学，

德冠四科”，以德著称于世，在二千五百多年

以来受到历代帝王、贤达公卿及人们的敬仰

与尊崇，被尊为先师、亚圣，直至追封为复

圣。是中华民族文明史上的重大举措。我们

颜氏家族人丁兴旺，人才辈出，彪炳史册者

代不乏人，如：东晋时期的光禄大夫颜含，

南北朝时期的金紫光禄大夫、文坛领袖颜延

之，黄门侍郎、家训鼻祖颜之推，唐代训诂

学家颜师古，金紫光禄大夫、太子太师、上

柱国、鲁郡开国公颜真卿，明代哲学思想家颜

钧，清代思想家、教育家颜元等先贤，为中华

民族的繁荣与昌盛，在文学教育、哲学、史学、

书法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中华民族

的历史上永垂不朽。

新加坡颜氏公会的宗亲们，继承了先祖

辈的崇高思想和高贵的品德，为弘扬祖德，

努力推动族人的联谊，以四十年的光辉成就

与办会的经验和魄力，在二十一世纪的今

天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今天的人们不只是

守在国土上默默的耕耘，也在力图创新与扩

展。办好宗亲联谊活动，对宗亲们及他们所

属地区的发展将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凝

聚于内，辐射在外，贵会为促进颜氏家族乃

至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

必将永载史册！

颜昌华

（中国）湖南颜子学术研究会会长

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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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克初

原湖南长沙市副市长

在沐浴春风的大好时光，我们来到美

丽的新加坡与各位宗亲欢聚一堂，

深感荣幸！请允许我代表春初等湖南省会长

沙宗亲，对新加坡颜氏公会成立40周年表示

最热烈的祝贺！祝新加坡颜氏公会越办越

兴旺！祝新加坡颜氏全体宗亲身体健康、家

庭幸福、兴旺发达！祝全世界颜氏宗亲平安

幸福、世世代代兴旺发达！感谢清水会长的

盛情邀请，以坚生宗亲为代表的湖南宗亲才

得以参加此次盛典，同时要特别感谢新加坡

颜氏公会各位宗亲的热情接待！预祝大会取

得圆满成功！

今天，我们能够在这里欢聚一堂，举行

跨国界的全球盛典，是新加坡颜氏宗亲及全

球宗亲世世代代奋斗不息的结果，也是圣祖

回德光高照的结果！我们正处在一个并不太

平的世界，这就更加需要我们颜氏宗亲发奋

图强，团结互助，继承和发扬先祖优良传统，

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为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只有中华民族强大

了，我们颜氏宗亲才能扬眉吐气、光宗耀祖，

我族才会更加兴旺发达！

新加坡族群的主体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民同属炎黄子孙、华厦民族，颜姓人家五

湖四海皆是兄弟姐妹。我代表长沙市颜氏

后裔同时也代表长沙市委、市政府领导热情

邀请新加坡及世界各地的颜氏兄弟姐妹到

中国长沙作客、考察、投资兴业！愿中华文化

繁荣发达，祝全世界颜氏族群永远兴旺发

达！

繁荣、开放、秀美、文明的长沙欢迎

您！

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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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姓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

认祖归宗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古语

云：“树有根，水有源，人必有祖有宗”。因

而自周以来有三千多年，便以家族建祖庙或

宗祠，并篇篡祖谱。当今海外各姓氏宗亲会

都是发扬中华文化，秉承亲其亲而爱人民的

思想，把同姓宗亲聚集起来，团结起来组

成各国和地区的宗亲会。其宗旨都是敦宗睦

族，互相帮助，争取事业成就，光宗耀祖。同

时保持操守立身行德以慎终，追念自己的祖

先。

新加坡颜氏公会成立40周年暨世界颜

氏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和世界颜氏网络成

立15周年以来，颜氏族人在历届领导层积极

推动下，继承了先祖的崇高思想和高贵品德，

团结友爱，集思广益，艰苦创业，科学发展，

热心兴办公共事业。为社会捐资办学，培养

人才，不遗余力。婚丧互助，赈灾济贫，慷慨

解囊。既赢得了社会和人民的尊重，亦为各

地族氏族人所敬仰。颜氏宗亲联谊大会每两

年按期举行，宗亲联谊会的召开，不仅协助

了各地宗亲寻根求情，为宗亲会补充新鲜血

液，使得宗亲会不断发展壮大，同时亦为每

个颜氏族人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颜氏宗亲会是聚集千千万万人的颜氏团

体。颜氏宗亲会顺应了时代的发展，会务事

业蒸蒸日上。新时期的宗亲会既迎来了发展

的大好机遇，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我作为

新加坡华侨子女，新加坡颜氏公会外地名

誉会长愿为颜氏宗亲会的发展尽绵薄之力，

我们要发扬儒家的亲亲仁民思想，老吾老以

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博爱思想。

从家庭到族人都循礼遵纪守法，大办公益，

这样既有利于社会稳定与构建和谐社会，亦

光宗耀祖。

祝愿颜氏宗亲会不断团结壮大！祝愿颜

氏宗亲会与日同辉！

颜健建

中国侨联委员

江苏省侨联副主席

南京市侨办主任

南京市海外交流协会会长

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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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景臣

曲阜民政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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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门忠气山河壮，百代 精 神日月

光。”贵会创办40年来，在加强联

谊、增进亲情、继承祖德、弘扬文明、促进

发展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并有所创

新，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和典范，积累了宝贵

的经验。特别是由贵会发起和主办的第1届

世界颜氏宗亲联谊大会，它是海外赤子念祖

爱国的表现，也是孔颜思想仁德礼仪的传

承，更是颜氏宗亲史上的里程碑，是海内外

颜氏宗亲大团结的开端，它带动了世界颜氏

以血缘为基础，以发展为动力的宗亲大联

谊，为传承发展颜氏文化和推进发展颜氏

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具有非凡的历史意

义和现实意义。其中，凝聚着贵会全体宗亲

的心血和智慧、热诚和忠心，我们无不为之

感动，为之感激，为之振奋！此刻，在喜庆贵

会40华诞盛会之时，请让我们举起美酒，衷

心地恭贺新加坡颜氏公会生日之喜；祝愿贵

会在今后的日子里蒸蒸日上，欣欣向荣，让我

们携手并肩，共创辉煌！

四川的颜氏宗亲大多是真卿公的后裔，

他们是在元、明、清时期的“江西填湖广，湖

广填四川”的移民运动中适居四川的。“世间

颜氏归一人岁月三千始祖复圣爷，齐鲁仕贵

遍五州子孙百万蜀宗真卿公。”颜氏湖广填四

川，鲁公后裔满丘山。勤奋勤劳勤持家，百人

千年成数万。

四川颜子文化研究会（筹）是在第7届和

第8届世界颜子大会的感召下，于2005年才成

立的。在贵会精神鼓舞下，我们努力工作，奋

起直追。我们创办了《巴蜀颜子文化》报，开

通了“巴蜀颜氏文化网(www.bsysw.cn)”。通

过短短两年多时间的努力，我们与贵会和海

内外宗亲建立了密切的兄弟姐妹联系。海内

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2006年12月在湖南怀化召开的“第9届

世界颜氏联谊大会”上，在贵会和海内外宗

亲的支持下，我们四川颜子文化研究会与重

庆颜子研究会联合取得了“第11届世界颜氏

联谊大会”的承办权。作为复圣八十世的我，

志在尊祖敬宗，携手天下，弘扬祖德。我们

四川省颜子文化研究会（筹）要继承颜子精

神，以德修身，以德处世，以德置业。颂颜氏

之美德，承复圣之精髓。孙中山先生说：“由

于宗族的团结，扩充到国家民族的大团结，

这是中国人才有的良好传统观念，应爰加运

用。”

同宗同谊，同心同德。祝新加坡颜氏公

会成立40周年活动圆满成功！祝贵会宏图大

展，伟业更新！祝愿贵会全体宗亲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祝我们的友谊万古长青！

黄帝晏安友颜脉，同是复圣鲁公血。
百年外徙新加坡，四十华诞颜氏悦。

热切地期盼2010年与您们在巴蜀喜 

相逢！

颜晓亚

四川省颜子文化研究会（筹）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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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颜氏公会，有一座二间三层楼

店屋。可在世界颜氏宗亲的心中，是

一座耸入蓝天的大厦。新加坡独立41周年，

新加坡颜氏公会，就有40年的历史，举办了

40周年庆典。

新加坡是一个小小岛国，一天就能走遍

南北东西。到处都有狮头鱼身塑像，述说着

传奇的历史故事。新加坡没有农业，没有土

地种粮食蔬菜，绿色美丽的宝岛，处处都有

芳香的鲜花。

世界颜氏起源于山东曲阜，曲阜陋巷是

颜回生长的地方。世界颜氏宗亲联谊，新加

坡是发祥圣地。在新加坡国会里，有国会议

员，有部长，新加坡的颜氏家族，他们是东方

小龙的脊梁。

颜有政、颜章湖、颜荣源⋯⋯你们生长

在新加坡。可你们的大名传扬五洲，四海铭

记着你们的事迹。新加坡颜有政公，率先带

团回国祭祖，新加坡在曲阜点的香火，把全

中国全世界都照亮。

一个个颜氏宗亲组织，像雨后春笋满山

遍野，十亿神洲相继成长颜氏组织，世联会

是我们联谊的纽带。世界颜氏宗亲联谊大会，

从第一届到九届，每届都参加组织者，只有

荣源一人。

回居四科之首潜心圣学，修博约之训闻

克复之旨，孔子以四代礼乐告之，称颜回能中

庸。颜学厚德存仁以人为本，克己复礼德治

教化为经。追求四方咸宁，与今社会和谐一

脉相承。

继承中华传统文化，和谐社会振奋中

华。新加坡发起世界颜氏宗亲联谊，宏扬颜

子美德爱我华厦。颜族泱泱两千余年，繁衍

百代人才辈出。颜氏家训培育子孙，竖立世

界民族之林。

家庭、民族、国家，上下五千年历尽沧

桑，屡遭外侮再复兴，太阳太阴风云山川常

青。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健康人生源于家

庭。每一个家庭团结和睦，社会咸宁达到和

谐、安康。

我重庆颜氏族人，建立了颜子文化研究

中心，北仰望颜府的秉刚宗主，南遥望新加

坡颜氏众宗亲。在世界颜氏汪洋中，重庆颜

子文化研究中心只是大海的一滴水，在大海

中永远不甘枯。

颜学东

中国重庆颜子研究会会长

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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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悦东

甘肃颜氏联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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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景焱

中共山东省滕州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四十年前，中国正值文化革命时代，忙

于阶级斗争，而远在南洋的新加坡

颜氏公会却已成立！这不仅折射出当年新加

坡社会经济之繁荣，也展现了新加坡颜氏

宗亲的凝聚与团结。颜氏公会成立的重大意

义、长远影响，发展世界颜氏联谊的地位与

作用与时俱现，历史弥彰，这将深深影响着

代代宗亲。今天，又值此大庆，当举世同贺！

2004年，从我个人历程来讲，是迈出国

门走向世界的一年，而这恰恰是从新加坡开

始，更是在新加坡颜氏公会的鼎力相助下开

始的。在允进宗亲的联络下，我在狮城进行

了为期一个月的国外教育培训。期间，考察了

解新加坡的教育、人文、经济、政治、城建等

等，并先后拜访了荣源、清水、万成、长江、

诗琴⋯⋯等宗亲，得到了热情的接待和无私

的帮助。异国他乡，情如泉涌，我也由此渐渐

融入了世界颜氏宗亲的大家庭，受其鼓舞，为

之奋力。

四十年，弹指一挥间，颜氏公会让我们

世界角角落落的300万颜氏子孙相互联络、

交流、集会，既促进当今社会发展，又研究

历史文化渊源；既繁荣经济政治，又扩大宗

族影响，其冲击波和影响力正在扩散和集

聚。新加坡颜氏公会紧贴时代发展，积极引

导着颜氏文化、经济发展的方向。从创立之

初，这里就聚集着诸多宗亲中的精英和默默

奉献的前辈们。他们激情满怀，亲情相顾；

他们慷慨解囊，无私捐助；他们勤劳创业，

义务奉献；他们呕心沥血，创立基业，为颜

氏宗亲联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们当

永远敬仰他们，以他们为楷模，不断传承颜

氏美德，传承颜氏文化，推动宗亲联谊，促进

社会发展，以使颜氏一姓在百家姓中永远圣

裔传承，熠熠生辉。 

21世纪，人类已进入信息时代，经济全

球化趋势明显，人的交流与发展亦融入世

界，我们颜氏宗亲的联谊也应顺应潮流，与

时俱进。不仅秉承先贤的美德、文化，更当

在发展经济、奉献社会中做出新的努力和

成绩，拥有经济基础的文化才会更为繁荣昌

盛、生生不息；不断创新的族群才能立足社

会，长足发展。对此，新加坡颜氏公会又为

我们宗亲做出了榜样，国内宗亲更当在敬仰先

贤、相互协作的基础上，摒弃狭隘世俗观念，

自强图强，利己利人，相互扶助，光大宗族，

求同存异，协作共赢，让颜氏一族在世界各

地团结发展，渊远流长。

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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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景刚

湖南颜子研究会秘书长

第九届世界颜氏宗亲联谊大会秘书长

满江红
—为纪念新加坡颜氏公会成立四十周年而作

 四十周年，光荣史，昭彰日月。联亲谊，后先辉映，

精诚团结，千里咫尺一堂共，天涯邻万民悦，慕诸公，

费力又操心，弘祖德。

 建公会，获共识，操经济，创伟业，竟回光返照大

陆亮彻。祭祖山东复圣庙，促成世界联谊热。功在今，

有利及千秋，耀史册。

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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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联谊之先河

弘祖德之风范

颜茂华
上海颜氏联谊会敬贺

新加坡颜氏公会成立四十周年志庆

颜茂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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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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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景汕

曲阜颜氏联谊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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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振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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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宝臻

天津颜氏联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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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明灿

福建省厦门市姓氏源流研究会副会长

福建省厦门市姓氏源流研究会颜子文化分会会长

一脉血缘，同根同荣，

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同谱新章，再铸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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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闻贵会经过积极的筹备，将于4月

5日至8日举行新加坡颜氏公会成立

40周年庆祝纪念活动。在此，我谨代表本人

暨厦门一些宗亲表示热烈的祝贺！

新加坡颜氏公会自创办后，发展迅速，

广泛团结各地颜氏宗亲，弘扬颜氏先祖的功

绩和美德，重视开展会员的福利、教育和康乐

等活动，促进与海内外颜氏宗亲联系、交流

和合作，不断发展壮大联谊和宗亲队伍。几

十年来，贵会会务蒸蒸日上，坚持继承和发

扬颜氏的优良传统，团结海内外颜氏宗亲，

成绩斐然。

相信，新加坡颜氏公会在颜章湖、颜荣

源、颜清水等顾问、会长的领导下，今后一定

会做出更可喜的成绩，做得更加出色，为社

会、为广大宗亲作出更大的贡献。

预祝

大会圆满成功！

颜光熙

中国厦门

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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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京宗

宏扬儒家传统思想

彰显处贫乐道美德

海南颜氏联谊会
颜京宗敬贺

恭贺新加坡颜氏公会成立四十周年

08-S1.indd   64 4/16/08   2:47:14 PM



65

千山万里情

弘
扬
优
秀
文
化

光
大
颜
子
美
德

福
建
仙
游
颜
氏
宗
亲
联
谊
会

顾
问
颜
金
训
敬
贺

新
加
坡
颜
氏
公
会 

周
年
纪
念

40

颜金训

08-S1.indd   65 4/16/08   2:47:16 PM



66

新加坡颜氏公会四十周年纪念特刊

承
传
圣
祖
团
结
宗
亲

发
扬
复
圣
弘
道
精
神

福
建
德
化
颜
氏
宗
亲
联
谊
会

顾
问
颜
锡
懿
敬
贺

新
加
坡
颜
氏
公
会 

周
年
纪
念

40

颜锡懿

08-S1.indd   66 4/16/08   2:47:19 PM



08-S2.indd   1 4/16/08   3:04:05 PM



68

新加坡颜氏公会四十周年纪念特刊

新加坡颜氏公会
第23届（2005/2006年度）

执行委员会

秉刚宗主

永久荣誉顾问

名誉顾问

 金勇MP 来章MP
（人力暨教育部政务部长）

 挺节 章湖

永久会务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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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务顾问团

主席：荣源 副主席：东如 副主席：挺尧BBM 副主席：
   诗琴博士

 委员：呈瑞 委员：文祥 委员：期巢 委员：奋坚 委员：清秀

产业信托人

 章湖 文祥 期巢 荣源 清水

永久荣誉会长

 颜张美玲 章湖 挺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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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名誉会长

永久荣誉会长

 期巢 文祥 荣源

 东如 挺尧BBM 清秀 振源 期伟

 清灿 国钧 荣聪 允祥博士 拱枫

 华亮 奋坚 展诚 章珠 陈惜芝
     （文祥夫人）

 陈白兰 洪雪娇 呈瑞 诗琴博士 万成 
 （章湖夫人） （永发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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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名誉会长

名誉会长

 清水 振忠 少平 德利 振隆

  文发 华忠 汉钦

 昌富 连川 乾侯 少安

 期金 振元 子钦 春华

 振起 惠明 瑞永 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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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誉会长

 俊生 厥兴 金镇 文山

执行委员会

 会长：清水 前会长：荣源 副会长：万成 副会长：少平 

 总务：文福 副总务：玉泉 副总务：业隆 财政：明林 副财政：华忠

  福利：振隆 副福利：亚水 副福利：意棠

  教育：京民 副教育：添宝PBM 副教育：兆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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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委员会

  交际：振忠 副交际：凤娇 副交际：荣培

 康乐：玉锭 副康乐：桂花 副康乐：德利 中文书：清祥 副中文书：元池

 英文书：文发 副英文书：维明 青年：允进 副青年：清英 副青年：天赞

 执委：镜波 执委：振兴 执委：文孝 执委：经敷 执委：亚礼

 执委：永培 执委：实成 执委：福泰 查帐：长江 副查帐：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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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坡名誉会长

 曲阜颜世全 曲阜颜廷淦 济南颜秉罡教授 临沂颜世谦 沂南颜承收

 滕州颜道朗 北京颜景政教授 北京颜振卿 北京颜晓文 永春颜华煨

 永春颜交通 上海颜茂华 同安颜立水 安海颜期前 厦门颜光熙

 德化颜锡懿 仙游颜金训 海沧颜明远 江苏颜廷飞 南京颜健建

 海南颜京宗 河北颜宝玉 天津颜宝臻教授 湖南颜坚生 怀化颜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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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坡名誉会长

 新疆颜承平 黑龙江颜景玲 甘肃颜悦东 广东颜达 枣庄颜景焱

 枣庄颜世广 台湾颜国年 台湾颜山祜 金门颜西林 金门颜民强
     （铭祥）

 金门颜忠诚 澳门颜延龄 香港颜金炜 香港颜纯炯 澳洲颜清湟教授

 菲律宾颜受涛 菲律宾颜期前 菲律宾颜长江博士 菲律宾颜德庆 印尼颜振源

 雪兰莪/吉隆坡 雪兰莪/吉隆坡 雪兰莪/吉隆坡 雪兰莪/吉隆坡 马六甲
 颜锡其 颜觥峻 颜进明博士 颜华誉 拿督威拉
     颜文龙局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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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坡名誉会长

名誉委员

马六甲颜山迪PJK.BKT. 马六甲颜芳安 柔属颜金新律师 柔属颜清波 柔属颜泱仁

 文德甲（彭亨） 槟城颜庆泉 森美兰颜瑞贵 吉打/玻璃市颜和财 吉兰丹颜贻准
 颜世质

 锦山 怡蔚 志远 文钟 英杰 

 德源 美云 春辉 江志 国华 

 少雄 毓贤 秋亮 颜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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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龄组

 委员：锦山 委员：春根 委员：国华 委员：光成 委员：振起

 顾问：振忠 顾问：振隆 主任：玉锭 主任：镜波 主任：经敷 

 秘书：兆雄 副秘书：荣培 财政：亚礼 副财政：江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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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组

 顾问：颜黄金莲女士 顾问：颜郑素贞女士 顾问：颜陈白兰女士 顾问：颜陈金英女士 顾问：颜庄莉华女士 
 （清水夫人） （荣源夫人） （章湖夫人） （少平夫人） （万成夫人）

 主任：颜桂花 副主任：颜凤娇 秘书：颜郑赛玉女士 副秘书：颜张玛利女士 副秘书：颜陈玲娟女士 
   （文福夫人） （玉泉夫人） （玉锭夫人）

财政：颜刘碧霞女士 副财政：颜周月颜女士 委员：颜夏联华女士 委员：颜陈幼女士 委员：颜刘玉珠女士

 （明林夫人） （京民夫人） （维明夫人） （振忠夫人） （振隆夫人）

 委员：颜叶莲娣女士 委员：颜郑惠凤女士 委员：颜李清和女士 委员：颜李秀兰女士 委员：颜黄丽容女士

 （德利夫人） （添宝夫人） （荣培夫人） （经敷夫人） （长江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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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组

 委员：颜陈裕枝女士 委员：颜黄玉美女士 委员：颜林干媚女士 委员：颜黄丽华女士 委员：颜林莲凤女士

 （振兴夫人） （兆雄夫人） （清英夫人） （天赞夫人） （永培夫人）

  委员：颜黄金好女士 委员：颜薛楚兰女士 
  （福泰夫人） （聪信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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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组

 顾问：少平 顾问：万成 主任：允进 副主任：天赞 副主任：清英 

  秘书：实成 副秘书：文孝 财政：聪信 副财政：明从

 委员：允贤 委员：锋颖 委员：国耀 委员：春辉 委员：英杰

   委员：锦辉 委员：怡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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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贵宾:

颜金勇MP（教育部兼人力部政务部长）

颜来章MP  

筹委会顾问:

清水　章湖　挺节　荣源　东如　挺尧BBM　诗琴博士　呈瑞　文祥　奋坚 

期巢　清秀

筹委会主席：万成  副主席：少平

秘书：文福  副秘书：玉泉　业隆PBM

财政：明林　华忠

特刊组主任：荣源

委员：清水　章湖　挺节　少平　万成　兆雄

募捐组：清水　荣源　章湖　挺节　少平　万成　文福　明林

宴会组主任：万成  委员：天赞　意棠　维明　实成

节目组主任：文福  委员：玉泉　桂花　业隆PBM

交通组主任：玉锭  委员：德利　京民　允进　亚水　聪信

接待组主任：明林  委员：兆雄　振忠　荣培　凤娇

晚会司仪：裴小玲小姐

四十周年庆典筹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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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荣誉顾问：秉刚宗主

名誉顾问： 金勇MP（教育部兼人力部政务部长） 

  来章（原国会议员）

  诗琴博士（原官委议员）

永久会务顾问：章湖 荣源

会务顾问团

主席：清水 副主席：东如 挺尧BBM 

委员：呈瑞　文祥　期巢　奋坚　清秀

正会长：少平 副会长：万成 业隆PBM

前会长：清水 

正总务：兆雄 副总务：玉泉 天赞

正财政：振忠 副财政：京民

正中文书：华忠 副中文书：维明

正英文书：文发 副英文书：连聪 

正交际：明林 副交际：长江 凤娇 

正福利：振隆 副福利：亚水 亚礼

正教育：文福 副教育：彰荣 秋亮

正康乐：玉锭 副康乐：桂花 德利

正青年：允进 副青年：聪信 清英

执行委员：经敷　振兴　实成　怡霨　福泰　永培　伺宇　荣培

候补执委：意棠　国华

正查帐：怡章 副查帐：江志

42周年联欢宴会筹委会

筹委主席：业隆PBM 委员：兆雄 玉泉 天赞 实成

新加坡颜氏公会
第24届 (2007-2008) 

执行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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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鲁国堂颜氏公会
创办沿革

闲来无事，整理书籍，以消除蠹鱼。偶

尔翻阅新加坡华族会馆志，不禁使

我佩服作者坚毅的意志与苦干的精神。他花

了几年的时间，搜集了那么多的资料，而完成

了这洋洋大观的著作，内容的确相当丰富。

单以氏族团体而言，就有两百个单位。当时，

真使我喜出望外，认为从这些书本，也许可

得到不少宝贵的资料，以充实我的撰述。然

而，连篇累牍，我聚精会神地看下去，看到头

晕脑胀，眼花撩乱，却找不到鲁国堂颜氏公

会的史略。这么一来，无异在我的头上淋下

一盆冷水，真是令人大失所望。初时，我颇

感诧异，再经忖度，始恍然大悟，因而自惭笨

拙，盖鲁国堂颜氏公会，已成明日黄花，时间

已湮没了历史的陈迹，再也看不到雪泥鸿爪

了。因为每个古老的团体，除非有档案，或有

碑记可稽考，不然，委实无从下笔，所以鲁国

堂颜氏公会已属不存在而被遗漏，这倒也难

怪。

现在既难得他山之助，只好自结网罟，

不要临渊羡鱼，切实地针对正题，谈谈鲁国

堂颜氏公会创办的沿革。

（一）

早期我姓宗团的组织

也许有人以为早期颜氏家族好像一盘

散沙，完全没有组织，这简直是管中窥豹，仅

见一斑，而不知全形。事实上，我姓鲁国堂颜

氏公会已有悠久历史。虽则基础不巩固，总

算有组织，历有年所，而是现在颜氏公会的

前身，只是名义上稍有差异，但若说是复兴，

却也合乎逻辑。

（二）

鲁国堂颜氏公会究竟成立于哪一年代？

要是有人发问，到底鲁国堂颜氏公会创

办于什么时候？这无异问我天有多高，地有

多厚，我一定目瞪口呆，难以解答。

因为当年的事，只有当时的人才会清

楚。如今老辈大多撒手人寰，下一代只是一

知半解。这么一来，只好像瞎子一般去摸索，

尽力去找寻一些资料。结果，也是一鳞半爪，

诸多残缺。总之，属于记事，若非画蛇添足，

也不信口雌黄。纵使没有十全十美，或事实

稍有出入，就让后人再去检讨与考证吧！

现在话分两头：

（A）根据事理的推测

(1) 当年先贤颜麟献地予天福宫及我姓

宗人作公冢，是在1866年以前的事。斯时，

新加坡是英国的殖民地，人口不多，易于统

治。对于社团及乡会，可能没有严格管制。因

此，天福宫也就是由闽帮选出会董来管理宫

业及义冢。（附注：请参阅〈麟记山公冢的来

龙去脉〉一文）

(2) 若说颜氏公冢没有人掌握，随便让

◆颜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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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的岁月

人家埋葬，这也是不合情理的。更进一步

说，假使颜氏公冢也有我姓宗人掌握，掌握

的是不是鲁国堂颜氏公会？鲁国堂颜氏公会

是不是在那个时候产生？吾人却不敢太过武

断。不过有两点耐人寻味的理由，可以辅助

吾人的考证：是鲁国堂颜氏公会的董事，也

是麟记山颜氏公冢的信托人，及鲁国堂颜氏

公会每年清明节，皆负责祭扫公冢，这是有

连带关系的。不能说桥是桥，路是路。

(B) 指出真凭与实据

(1) 因为恐怕有人指责笔者是凭空捏

造，于是访问我姓长老，据称，当年颜光泮宗

亲（注：因其听觉不灵，人家也叫他臭耳）最

热心。年年清明节，都是他拿一本红格簿去

捐缘。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二、三十年

前的事。所以，鲁国堂颜氏公会很早就成立

了，1948年算是复兴。其次，笔者1928年到

新加坡来，就晓得我姓有鲁国堂颜氏公会的

组织。

(2)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日军狂风刮黄

叶一般地席卷东南亚，新加坡就在1942年沦

陷。当时，所有社团，无不树倒猴狲散，消声

匿迹。至1945年，战火熄灭，很多社团又如

枯木逢春，重新萌茁。我姓鲁国堂颜氏公会，

也于1948年6月3日依华民政务司之社团法

令，重新注册。准证编号No R of S 121/48.，

地址：29-A Telok Ayer St. 真凭实据，谁也不

能否认的。

鲁国堂颜氏公会的注册地址为直落亚逸街
（俗称“源顺街”）29-A“谦美”公司

“谦美”公司东主为颜世芳。图中站在大门口
者为颜世芳内孙，现届青年团主任颜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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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颜氏公会 
创立经过

◆颜国华

短引

埋一粒种子在土壤中，经过时间的孕

育，成为胚胎，萌茁嫩苗，继而长出枝干，再

加以培植，终于开花结果，已经有了收获。辛

劳的园丁，算达到愿望了，所以万分欢欣而鼓

舞，因为他没有白费心机。

世人常言：“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种瓜种豆的原因；得瓜得豆是果。因果的定

律，很早就有名家可以考证。

以我们新加坡颜氏公会的创立来说，

当然也有缘由。但究竟其动机与过程怎样发

展，也许很多宗亲不明底蕴，惟是不佞当年

谬承有政会长错爱，受邀参加筹委，忝陪末

座，滥竽充数，所以略知概梗。现在，让我

原原本本地把见闻描摹出来，使大家了解其

端倪。

公会创立动机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记得十年前，

马六甲桃场仁贵颜氏宗祠，来函邀请经祜，

有政等参与其事，担任颜氏宗祠的要职。本

来是为宗人谋福利，集众志而成城，仁风义

举，应该接受。惟是经祜以年事已高，行动

不便，不敢应命，而有政因星马已经割分，况

兼路途遥远，假使徒挂虚名，恐怕阻碍祠务

的进展，实在毫无裨益；若推位让贤，由当地

的宗亲去担承，当能发挥更大的效果。所以

他们两位，俱奉函婉辞。就事论事，乃欲顾

全大局，当然无可厚非。

自从马六甲桃场仁贵颜氏宗祠聘函递到

以后，有政的心田，即萌茁为我姓家族效命

的新苗。当时他的感想的确是认为新加坡的

宗族团体，星罗棋布，惟有颜氏家族尚付阙

如，这样瞠落于人后，实在使人为之赧然。以

其意见：假如每个宗亲都有热情，人同此心，

心同此旨，百尺高楼从地起，何患不能成功？

因此，他下了决心，顺时而谋。

筹备公会经过

“意志若坚定，水滴石也穿”。有政既

蕴蓄为家族作出贡献的志愿，当真是千方百

计，费尽思量，为要集思广益，就设宴于丰泽

楼，邀请几位宗亲座谈，杯酒言欢，共商大

计。果然登高一呼，万山响应。即席联名发

起，并选出有政、期巢、辉宗、国华、挺节、松

旭、文玄、光辉、期清、才亢、长寿、期成等为

筹备委员。有政为召集人，筹备处暂设于吉

宁街壹佰肆拾贰号源崇美茶庄贰楼。第一次

筹备会，即由挺节负责草拟章程，准备向政

府申请准证，并开始征求会员。作事起头难，

果然大费周章，结果，至1966年4月6日，注册

才获得批准，正式成立。那天，就是我们新

加坡颜氏公会光荣的诞辰。宗人皆大欢喜，

而衷诚祷祝其“如日之升，如月之恒，如松之

茂，似竹长青”。

积极征求会员

“鼓不打不响，人不说不知。”初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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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缺乏宣传，所以很多宗亲，不知我们新加

坡颜氏公会已经成立，响应不够热烈。“孤

树不成林”，只有一小撮会员，除承担原定的

执委之外，剩下的会员，实在寥寥无几。这种

现象，何殊组织军旅，人数一少，有将无兵，

简直不成体统。因此，大家认为应该尽力推

动，对于积极征求新会员的工作，已不容延

缓了。

斯时征求会员的先遣队，是本人及挺

节、期成、长寿，大家一条心，抱着不屈不挠

的精神，大街小巷，穷乡僻壤，到处奔走号

呼。真是披星戴月，沐雨栉风。经过漫长的时

间，坚持到底，不敢稍懈。

若说当时征求会员工作的反应，碰着宗

族观念较浓厚的人，正如顺水推舟，毫无困

难；但是有些固执的，则大伤脑筋，一定要鼓

如簧之舌，婉转劝说，使他们口服心服，乐意

参加，总算达到目的。

到如今，回溯当年的情景，我们一伙

人，的确如马前卒，在主帅发号施令之下，

摇旗喊呐，冲锋陷阵，浴血苦战，终而托主

帅宏福，闯出天下，真是煞费苦心，才完成使

命。

倡议购置会所

征求会员的工作，如火如荼，入会的人

数，也逐渐增加。可是当时没有固定的会所，

成为主要的课题，以会长有政的见解，认为

没有适当的会所，如逢喜庆节日，实在有失观

瞻；倘若租赁，别说堂皇华丽的，就算找壹间

比较宽阔的，最少也要付出千元。而且逐月

还租，年久月深，到头来屋宇还是别人的。

抑有进者，租赁的屋宇，如无长期合约，一旦

业主要收回，又须搬迁，好像流水漂萍，根

本不是办法。

反过来说，若能自己购置壹座会所，除

自用外，有空旷的，还可出租，以租金收入，

充为经常费，俾资挹注，免得收支不敷，现出

赤字，而产业永远又是属于我们颜氏公会所

有的。若是为长久计，应该自己购置，一劳永

逸。会长高谈阔论，言多中肯。斯时执委会仝

人，受其鼓舞，无异打了兴奋剂，顿萌雄心，

马上以一致的步骤，穿针引线，继而按步就

班，终于如愿以偿，达到目的。

时至今日，以事实来证明，本会经济能

安如磐石，无非我们有一位具有深邃眼光，

而能未雨绸缪的会长——有政，他可说是没

有文凭的经济学家。

突破经济困难

购置会所的工作，局外人看来，好像探

囊取物，非常容易。可是主持者却碰着重重

的难关，搞得头昏脑胀。

斯时会所购定了，价格是壹拾叁万五千

元，连装修布置，要二十多万元，耗费不赀。

初期由名誉会长、执委，以及热心宗人自动

捐献。成绩虽然不错，可是资产与负债，差数

尚钜，绠短而汲深，致经济有捉襟见肘的现

象。迫不得已，才三番五次，已题又捐，希望

集腋而成裘，弥补其缺空。

1976年11月18日，会长有政，副会长期

巢，正财政辉宗，及正交际文祥等，代表新

加坡颜氏公会，联袂往菲律宾作亲善访问；

藉以联络各地宗亲的感情，宣扬本会组织的

宗旨，以及活动的情况。他们是掏自己的荷

包，办公会的事务。而且凌空千里，风尘劳

顿，究竟为谁辛苦为谁忙？相信大家都有雪

亮的眼光，当然会瞧得清楚。

菲律宾之行，毕竟是为了公益，名正而

言顺。所以行踪所至，宗人优渥招待。尤其

是期党宗贤，欣闻新加坡我姓公会成立，欢

快万分，热情洋溢，自动捐献三万新元，匡助

本会完成大业。所谓“为山九仞，功亏一篑，

补充一篑，居功甚伟”。因此，本会礼堂乃

以“纯治堂”命名，藉以表扬其功绩（注：纯

治乃期党宗贤令萱堂的芳名，期党宗贤性孝

纯笃；饮水而思水源，故以纯治命名，乃纪念

养育之恩，很有意义！笔者附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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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置会所的事务，由于不断地努力，总

算渡过难关，大功告成。完全没有负债，是一

件值得吐气扬眉的喜讯，可以告慰各地的宗

亲。

结语

无论什么组织，都要有健全的领导层；

有了健全的领导层，也不能缺少精明能干的

领袖，才不致变成群龙无首。反过来说，有德

高望重，智慧超越的主脑，如无辅佐的工作

人员，也难免变成演独脚戏，导致孤掌难鸣。

俗语说：“螃蟹无脚不能走动”，是千真万确

的。

颜氏公会能有今日辉煌的成就，论功

行赏，第一当推会长有政。他是第一位发起

人，高瞻远瞩，且具有伟大的魄力。在过去十

年中，出钱出力，尽劳尽瘁。其独特的表现，

就是平时的会议，除非身体不舒服，或因要

事出国，不然，他一定出席亲自主持会议。

以身作则，使全体执委心折而通力合作，对

会务才能获得高度的发挥。但吾人不可忽略

了一点更重要的因素，是宗亲们有充分的热

情，踊跃参加，衷诚爱护我们的颜氏公会。

由于三位一体，上下和洽，故会务能

顺序进行而无阻梗，这就是我们良好的表

现。

惟是 成语说：“其进也锐，其退也

速。”吾人否定其为必然性，但也应加以警

惕，务须力求稳定，保持工作的水准与效率。

今朝明日，现在将来，不要逞一时之盛，一鼓

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要有坚强持续的斗

志，如虹的气魄，就能千秋长存。这是笔者

恳切的期望。

颜氏公会发起人
前排左起：颜光辉、颜期巢、颜有政、颜辉宗、颜国华
中排左一：颜挺节。右起：颜期清、颜文玄
后排左起：颜松旭、颜期成、颜拱枫、颜辉煌、颜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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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生心血为公会鞠躬尽瘁
提携后进为传承尽心尽力

——颜挺节宗贤追悼会纪实

新加坡颜氏公会发起人、章程起草

人、永久会务顾问、永久荣誉会长、

第一届世界颜氏联谊总会会务顾问颜挺节宗

贤，于2006年7月16日逝世。颜挺节宗贤的离

去，是其家族、新加坡颜氏公会全体同仁及

世界颜氏宗亲所不能接受的，也是世界所有

颜氏族人的重大损失。

新加坡颜氏公会会务顾问团主席颜荣

源于8月27日（星期日）上午10时30分，于颜

氏公会礼堂举行的追悼会上，指出颜挺节宗

贤一生对新加坡颜氏公会和中国永春家乡

的建设贡献很大。他指出：1965年，马六甲仁

贵颜氏宗祠函聘颜经祜、颜有政出任该会理

事。颜经祜乃颜挺节令尊，时已是73岁高龄，

因年事已高而婉拒。颜有政宗贤则因新马早

已分家，且马六甲路途遥远而提出建议：与

其出任马六甲宗亲团体理事，不如另起炉灶。

当时，颜有政仅认识源崇美茶庄颜辉宗，而颜

挺节则认识当时在合众银行任职的颜国华。

四人相识后，即积极展开筹备工作，由颜挺

节宗贤亲自起草新加坡颜氏公会章程。如果

当时没有颜挺节宗贤的积极推动和劳苦奔

波，新加坡颜氏公会的历史可能就要改写。 

颜荣源继续说：1995年公会物色新一任会

长时，咸认为颜章湖宗长是最佳人选，但他

却频频婉拒。最后，还是由颜挺节和颜国华

两位宗贤亲自上门，软硬兼施，事情才告成

功。颜章湖宗长接任后，会务蒸蒸日上，国际

形象日益提高。颜章湖宗长也出任了第一届

世界颜氏联谊总会总会长，现任永久会务顾

问。这是我会的骄傲，也是颜挺节和颜国华

两位宗贤的功劳。

新加坡颜氏公会颜清水会长

续之致词，他说：“颜挺节宗贤用毕

生的心血，从没有到有，从有到现在

的堂皇壮观，整整为公会的成长花了

41年的光阴。其间辛酸苦辣、任劳任

怨，为族人树立典范，为提携后进，

物色人选，苦口婆心，软硬兼施，为

后辈创造机会，为公会的未来发展

操心。今天追悼会的对联——“毕

生心血为公会鞠躬尽瘁：提携后进

为传承尽心尽力”，非常贴切地放映

了颜挺节宗贤对公会的贡献，受之 

无愧。”会务顾问团主席颜荣源：颜挺节毕生心血为公会，鞠躬尽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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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希望大家在追思颜

挺节宗贤的同时，也应该想

一想为公会做一点事。随

着公会老一辈先贤的逐渐

离去，公会接班人的问题

刻不容缓，迫在眉睫。他

表示，新加坡颜氏公会是

一个典型家庭式公会，这

种融洽和睦的气氛是公会

众多家庭长期支持的爱护

的结果，可谓来之不易。身

为颜氏子孙，应该庆幸今天

能拥有新加坡颜氏公会这

样一个良好的平台，让大

家尽情的施展才华。

永久会务顾问颜章湖于1958年加入新

加坡丰美布庄时，因为兄长有政的关系，很

早便认识挺节宗长。后来，颜氏公会成立，

彼此接触的机会也就比较多了！有政过世

后，挺节宗长时常和他联系，并鼓励他出来

为公会服务。后来当上会长，也是挺节宗长、

荣源宗长和国华宗长几位的鼓励和支持。

颜章湖也列举数项颜挺节为家乡所作的

贡献。例如：永春颜氏公会，筹备购买一间

店面来做会所，经挺节宗长大力推动下，新加

坡颜氏宗亲们共捐献二十万以上；永春石鼓

仙林堂奉供法子公，缺少钱兴建一间庙堂，

挺节宗长了解情况后，积极展开筹款活动，共

筹到几十万元人民币，帮忙家乡建好一座很

堂皇壮观的法子公庙。

石鼓中心小学和永春13间小学缺少一

个开会讨论事务的理想地点，需要一间大礼

堂，也是挺节宗长带头向乡亲们募捐几十万人

民币建成。

早期大溪桥由木板做成，后来因损害而

不能通行，丧失抬棺木要水浅才能过去，这

也是挺节宗长和麻坡颜永欉、赞叔发起筹款

重建，现在是一座水坭桥，卡车也可顺利通

行！

石鼓亭有400年历史，内供奉观音，年久

破旧失修，也是挺节宗长带头筹款修复。

通往法子公庙及石鼓中心小学的泥路，

逢雨天和晚上很难行走。挺节宗长乃建议

政府拨出土地，由乡亲们出资修建一条道路

可到达仙林堂和石鼓中心小学。这一建议得

到政府的同意。这条水泥路花了四十万人民

币，建成后，大型旅游车可通行无阻！

2004年前，永春大水灾，挺节宗长登高

一呼，就筹到十万元人民币，捐送给永春政

府救济灾民。

颜章湖说：从上述实例，便可知道挺节

宗长对家乡十分关心，对新加坡颜氏公会也

非常热忱和爱护；颜氏族人应学习挺节宗长

的这种精神！

总务颜文福致词时，讲述当年未加入公

会时颜挺节宗贤经常约他去章湖宗长的办

公室吃午餐，在场的还有几位顾问和正副会

长。午餐过后，大家就到会议室里，每人一

杯咖啡，畅谈公会业务。几次过后，他才知

道其实没有免费的午餐，他们要颜文福当该

届的总务。尤其是挺节宗贤，更是力挺他，要

他为公会做点事。

颜文福说：自从挺节宗贤割眼皮后，晚

上出门不方便，他就少出席执委会。但是，

他老人家还是关心公会会务，好几次隔天早

献花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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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打电话给他，问他谁出席了会议，谈了怎么

样？

颜挺节宗贤担心公会庆祝四十周年会庆

的经费来源和开销，认为公会要向会员募捐

很不容易，能筹多少就花多少，尽量不要用到

公会的储蓄金。不久，他就急着催促大家赶

快展开募捐行动，使颜文福深深了解到他不

只关心目前的公会情况，也同时担心公会的

未来发展。

颜文福感慨地说：“与挺节叔相处了两

年多，使我感同身受，他对新加坡颜氏公会

四十多年来的执著，不是为了他个人利益，而

是他对公会的这份感情。

颜挺节的孙女宝莲非常感谢公会为她们

的爷爷举办追悼会。她说：“阿公虽然有着非

常深的中国传统出身背景，可是爸爸和叔叔

们都以亲切的“Dad”来称呼他。但是，阿公

永远都记得他的“根”，以及他中国福建永

春石鼓的家乡，对乡亲朋友们

的福利与照顾，始终不遗余

力。”

“我们是传统家庭，

有着传统的价值观，但阿

公没有用堂皇的家庭“训

语”或“课程”来教导我们

如何过日子。反之，阿公的

教育方式是以身作则，把他

所经历的和他那传统的价

值观念，对人的“诚实”“仁

慈”与“爱护”传承给下一

代。”她继续说。

她指出，阿公常以家庭和睦为荣，非常

疼爱孙子。以一位远从中国移民到本地的华

人而言，阿公还能与时并进，不单努力的学习

英语，并开拓眼界，对新事物抱着开放的态

度，就好象他乐意品尝不同的美味佳肴，如日

本寿司和生鱼片，还有各式的西方餐点，无

形中也和新一代更加亲近。

她也透露，令阿公最开心的就是家庭

聚会，大家非常期待每个佳节的到来，以及

每个聚集在一起用餐的日子。“就好比每年

的国庆日，我们不单是庆祝国庆，也是家庭

相聚在一起享用“薄饼”的大日子！”她说。

当天，颜挺节宗贤三公子颜少平副会长

也致谢词，感谢宗亲们的慰问，及肯定他父

亲对公会和家乡的贡献。稍后，颜清水会长

也颁发名誉会长证书予颜少渊宗长和颜少

奇宗长。

颜氏公会执委在追悼会上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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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挺节简介

颜挺节宗贤于1929年出生在中国福

建永春县石鼓镇。年轻时就读于

家乡永春中学，18岁与堂兄颜振起南来，

先到厦门，后因无作“大字”（即签证），

在香港受困了3、4个月，晚上只能躺在货

舱木箱上睡觉。抵新后，颜挺节继续就

读于英校，后在父亲颜经祜怡明轮胎店

里工作。23岁时，与马六甲的孙玉好表妹

成婚，并育有四子。长子颜少渊，现任新

加坡美国银行人事部副总裁。次子颜少

奇，现任EXXON MOBIL贸易亚洲太平洋

区总裁；三子颜少平，现任GK国际有限

公司董事经理；四子颜少安，现任新加

坡交易所第一级市场高级执行副总裁；

颜挺节共有孙子11人，含贻弄孙，其乐

融融！

颜挺节宗贤生前不时谦虚地 表

示：“我老了，应该让贤，由年轻有魄力

的执委会负起发扬公会的担子。”

他表示：公会中一直由老执委掌

权，新的接班人很难有学习的机会，况

且新旧两代思想差距大，会员当中，中、

青会员约占40%，教育程度也高，由年轻

执委理事，较容易处理年青会员所需所

求，对推广会务更是熟能生巧，当然，老

一辈的执委可从旁协助与提点，互相配

合。

此外，他也经常与年轻会员分享他

的服务心得。他说：“立场公正，不计较

大事小差，以真诚对待公会，你自然而然

会产生一分化不开的感情。”因此，既已

决心献身公会，虽然忙碌了近40年，挺

节宗贤从不后悔自己当初的抉择；“不为

挂个名堂而来，能做多少便做多少，40年

来，我问心无愧。”

他经常提醒后进，表示“既然大家

都是抱着发扬互相互爱精神而进入宗

亲组织，大家便不应该有重富轻贫的观

念。”

1996年，欣闻新加坡颜氏公会将主

办第三届世界颜氏宗亲联谊会，颜挺节

宗贤喜忧参半地说：“我们的责任越来

越大，这可不是一两个人的力量所能胜

任的，会员应发挥群策群力的精神，才能

把世界颜氏宗亲联谊会的成立宗旨——

文化交流与经济合作，做得更完美、更

出色。整体而言，本地颜氏公会被选为

世界颜氏宗亲联谊会秘书处，说明新加

坡宗亲组织在世界团体组织中受重视的

程度；这是一个新的开始，是对会员组

织能力的一项考验，大家应该珍惜更多

的学习机会，以便应付未来更多的智力

挑战！”

附：颜挺节一生所获衔头
第一届世界颜氏联谊总会会务顾问

新加坡颜氏公会永久会务顾问

新加坡颜氏公会永久荣誉会长

新加坡颜氏公会颜子研究会会务顾问

中国永春颜氏联谊会永久名誉会长

中国永春华侨海外会务顾问

第一届、第三届及第五届世界颜氏联谊

大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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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4月6日，新加坡颜氏公会获

准注册。之后，加入公会成为会员

者与日俱增，惟当时并无会所，只是利用源崇

美茶庄作为联络处。有鉴于此，在会长有政

的登高一呼下，众志成城，购得武吉巴梭路

18至20号，一幢三层楼的旧建筑物为会所。

在搬入展开活动前，公会耗资七、八万元重

新布置装修，顿时焕然一新，生机勃勃。

1991年4月，第一届世界颜氏宗亲联谊

颜氏公会大厦扩建始末

大会在新加坡举行。作为大会的主办单位，

在这之前，颜氏公会积极展开筹备工作，包

括装修粉刷整座建筑物，翻新礼堂，添购家

俱等等，以崭新姿态迎接海内外嘉宾的莅

临。

九十年代会馆大厦翻新后，倏忽已是十

八载。为求与时并进，鼓励年轻与年长的各

年龄层宗亲都能前来活动，公会领导层乃决

定第三次进行翻新工程，俾为日后的发展作

—— 第三次扩建缘由与目的

一楼电梯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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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准备，为宗亲提供更优质的活动与服务。

翻新工程预计在今年5月间展开，主要

项目为：

a) 设电梯：让年长宗亲及家属能参与会

馆活动。

b) 建天台：增加活动空间，扩大活动范

围。宗亲也可在这里举行生日聚会、中秋赏

月、品茗聚叙、欣赏文娱节目等。

c) 铺天井：增加一楼室内面积，可供商

业用途，增加收入。二楼部份，则可作为露

天设施。

d) 新礼堂：从新设计，予人以私人俱乐

部的感觉，以吸引年轻宗亲前来聚叙。

整个扩建工程预计耗资60万元，将于

2008年10月竣工。所有费用，冀望执委、会员

与宗亲慷慨解囊。届时，美仑美奂的颜氏公

会大厦将再次绽放光彩，与岁月同在，与日月

争辉！

三楼大礼堂，会议厅、秘书室

天台花园、休闲娱乐厅及文化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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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五年筹备委员会

 正会长 ：有政 副会长 ：期巢

 正总务 ：国华 副总务 ：挺节

 正财政 ：辉宗 副财政 ：文玄

 中文书 ：松旭 英文书 ：才元

 正交际 ：光辉 副交际 ：期清

 正福利 ：期成 副福利 ：长寿

第一届（一九六七年度）执行委员会

 名誉会长 ：颜明 辉煌 清溪 贻  
昌训 国梁 经祜

 产业信托人 ：有政 辉宗 期巢 国华

期清

 正会长 ：有政 副会长 ：期巢

 正总务 ：国华 副总务 ：挺节

 正财政 ：辉宗 副财政 ：文玄

 中文书 ：松旭 英文书 ：才元

 正交际 ：文祥 副交际 ：期清

 正福利 ：期成 副福利 ：长寿

 监察主任 ：品文 监察委员 ：拱枫

光辉

 正查账 ：辉民 副查账 ：玉琳

第二届（一九六八年度）执行委员会

 名誉会长 ：颜明 辉煌 清溪 贻

昌训 国梁 经祜

 产业信托人 ：有政 辉宗 期巢 国华

期清

 正会长 ：有政 副会长 ：辉宗

 正总务 ：国华 副总务 ：挺节

 正财政 ：期巢 副财政 ：期清

 中文书 ：松旭 英文书 ：才元

 正交际 ：文祥 副交际 ：乾候

 正福利 ：长寿 副福利 ：期成

 监察主任 ：呈亮 监察委员 ：拱枫

文玄

 正查账 ：永发 副查账 ：子基

第三届（一九六九年度）执行委员会

 名誉会长 ：颜明 辉煌 清溪 贻

昌训 国梁 文玄 经祜

 产业信托人 ：有政　辉宗　期巢　国华

期清

 正会长 ：有政 副会长 ：期巢

 正总务 ：国华 副总务 ：文祥

 正财政 ：辉宗 副财政 ：呈亮

 中文书 ：松旭 英文书 ：挺节

 正交际 ：期清 副交际 ：长寿

 正福利 ：拱枫 副福利 ：长寿

 监察主任 ：振精 监察委员 ：永发

乾候

第四届（一九七○年度）执行委员会

 名誉会长 ：颜明 辉煌 清溪 贻

昌训 国梁 文玄 经祜

拱枫

 产业信托人 ：有政 辉宗 期巢 国华

期清

 正会长 ：有政 副会长 ：辉宗

 正总务 ：国华 副总务 ：文祥

 正财政 ：期巢 副财政 ：期清

 中文书 ：松旭 英文书 ：挺节

 正交际 ：锦祥 副交际 ：奋坚

历届职员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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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福利 ：长寿 副福利 ：乾候

 监察主任 ：呈亮 监察委员 ：永发

亚仔

 正查账 ：振精 副查账 ：章湖

第五届（一九七一年度）执行委员会

 名誉会长 ：颜明 辉煌 经祜 清溪

贻  文玄 昌训 国梁

拱枫

 产业信托人 ：有政 辉宗 期巢 国华

期清

 法律顾问 ：金新律师

 正会长 ：有政 副会长 ：期巢

 正总务 ：国华 副总务 ：文祥

 正财政 ：辉宗 副财政 ：乾候

 中文书 ：松旭 英文书 ：挺节

 正交际 ：期清 副交际 ：锦祥

 正福利 ：长寿 副福利 ：奋坚

 监察主任 ：永发 监察委员 ：亚仔

培栽

 正查账 ：义全 副查账 ：呈亮

 候补执委 ：章湖 振精

第六届（一九七二年度）执行委员会

 名誉会长 ：颜明 辉煌 经祜 清溪

贻  文玄 昌训 国梁

拱枫 期清 呈亮

 产业信托人 ：有政 辉宗 期巢 国华

期清

 法律顾问 ：金新律师

 正会长 ：有政 副会长 ：辉宗

 正总务 ：国华 副总务 ：文祥

 正财政 ：期巢 副财政 ：永发

 中文书 ：松旭 英文书 ：挺节

 正交际 ：乾候 副交际 ：应喜

 正福利 ：奋坚 副福利 ：锦祥

 监察主任 ：培栽 监察委员 ：英源

义金

 正查账 ：振精 副查账 ：亚仔

 候补执委 ：超群 东如

第七届（一九七三/七四年度）执行委员会

 名誉会长 ：颜明 辉煌 清溪 贻

文玄 经祜 昌训 呈亮

国梁 拱枫 期清

 产业信托人 ：有政 辉宗 期巢 国华

期清

 法律顾问 ：金新律师

 正会长 ：有政 副会长 ：辉宗

期巢

 正总务 ：文祥 副总务 ：挺节

 正财政 ：乾候 副财政 ：永发

 中文书 ：国华 英文书 ：应喜

 正交际 ：培栽 副交际 ：义金

 正福利 ：奋坚 副福利 ：厥时

 正教育 ：期隆 副教育 ：雄西

 正康乐 ：锦祥 副康乐 ：荣聪

 正查账 ：阳咸 副查账 ：振忠

 候补执委 ：连培 超群 亚仔 东如

第八届（一九七五/七六年度）执行委员会

 名誉会长 ：颜明 文玄 呈亮 期巢

辉煌 昌训 国梁 清溪

经祜 期清 贻  拱枫

华民

 产业信托人 ：有政 国华 辉宗 期清

期巢

 法律顾问 ：金新律师

 名誉顾问 ：清湟博士 良民博士

福俊博士 金山博士

允祥博士

 正会长 ：有政 副会长 ：辉宗

乾候

 正总务 ：文祥 副总务 ：挺节

 　　 ：永发 副财政 ：荣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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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书 ：国华 英文书 ：应喜

 正交际 ：培栽 副交际 ：才荣

 正福利 ：奋坚 副福利 ：伯谦

 正教育 ：期隆 副教育 ：清波

 正康乐 ：锦祥 副康乐 ：荣聪

 正查账 ：厥时 副查账 ：义金

 候补执委 ：东如 雄西 华亮

第九届（一九七七/七八年度）执行委员会

 名誉会长 ：颜明 文玄 呈亮 期巢

辉煌 昌训 国梁 清溪

经祜 期清 贻  拱枫

华民

 产业信托人 ：有政 国华 辉宗 期清

期巢

 法律顾问 ：金新律师

 名誉顾问 ：清湟博士 良民博士

金山博士 允祥博士

福俊博士 醒农博士

 教育顾问 ：期隆

 正会长 ：有政 副会长 ：辉宗

乾候

 正总务 ：文祥 副总务 ：挺节

 正财政 ：国华 副财政 ：荣聪

 中文书 ：昌富 英文书 ：应喜

 正交际 ：培栽 副交际 ：荣发

 正福利 ：奋坚 副福利 ：怡欣

 正教育 ：清波 副教育 ：伯谦

 正康乐 ：锦祥 副康乐 ：永发

 正查账 ：振忠 副查账 ：昌禧

第十届（一九七九/八○年度）执行委员会

 会务顾问 ：有政

 名誉会长 ：颜明 文玄 呈亮 期巢

辉煌 昌训 国梁 清溪

经祜 期清 贻碧 拱枫

华民

 正会长 ：辉宗 副会长 ：乾候

文祥

 正总务 ：国华 副总务 ：挺节

 正财政 ：永发 副财政 ：荣发

 中文书 ：昌富 英文书 ：应喜

 正交际 ：培栽 副交际 ：天振

 正福利 ：奋坚 副福利 ：怡欣

 正教育 ：清波 副教育 ：伯谦

 正康乐 ：锦祥 副康乐 ：振忠 

第十一届（一九八一/八二年度） 
执行委员会

 会务总顾问

 兼名誉会长 
：有政 国华

 会务顾问 ：诗琴博士

 名誉会长 ：颜明 光辉 清溪 文玄

国亮 华民 呈亮 国梁

拱枫 期巢 期清 期伟

挺尧 东如 章湖

 正会长 ：辉宗 副会长 ：乾候

文祥

 正总务 ：挺节 副总务 ：永发

 正财政 ：天振 副财政 ：振忠

 中文书 ：昌富 英文书 ：连培

 正交际 ：培栽 副交际 ：寿华

 正福利 ：奋坚 副福利 ：怡欣

 正教育 ：伯谦 副教育 ：应喜

 正康乐 ：锦祥 副康乐 ：荣发

 正查账 ：呈瑞 副查账 ：厥时

第十二届（一九八三/八四年度） 
执行委员会

 会务总顾问

 兼名誉会长 
：有政 国华

 会务顾问 ：诗琴博士

 名誉会长 ：颜明 光辉 文玄 国亮

华民 呈亮 国梁 拱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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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巢 期清 期伟 挺尧

东如 章湖 荣发 天振

期灯 昌富

 正会长 ：辉宗 副会长 ：文祥

乾候

 正总务 ：挺节 副总务 ：呈瑞

 正财政 ：永发 副财政 ：荣源

 中文书 ：连川 英文书 ：培栽

 正交际 ：厥时 副交际 ：怡欣

 正福利 ：奋坚 副福利 ：振忠

 福利助理 ：振兴

 正教育 ：伯谦 副教育 ：应喜

 正康乐 ：锦祥 副康乐 ：清祥

 正查账 ：庆源 副查账 ：江志

第十三届（一九八五/八六年度） 
执行委员会

 会务顾问团 ：有政 辉宗 国华 挺节

 永久名誉会长 ：有政 辉宗 国华

 名誉会长 ：诗琴博士 颜明 光辉

文玄 国亮 华民 呈亮

国梁 拱枫 期巢 期清

期伟 挺尧 东如 章湖

天振 昌富 期灯 寿华

荣聪

 正会长 ：文祥 副会长 ：乾候

永发

 正总务 ：荣源 副总务 ：庆源

 正财政 ：厥时 副财政 ：明烈

 中文书 ：连川 英文书 ：培栽

 正交际 ：锦祥 副交际 ：振勋

 正福利 ：奋坚 副福利 ：振忠

 正教育 ：伯谦 副教育 ：国钧

 正康乐 ：清祥 副康乐 ：永明

 正查账 ：应喜 副查账 ：振兴

第十四届（一九八七/八八年度） 
执行委员会

 会务顾问团 ：有政 辉宗 国华 挺节

 永久名誉会长 ：有政 辉宗 国华

 名誉会长 ：挺节 章湖 振源

诗琴博士 光辉 华民

期巢 文玄 期清 东如

期灯 昌富 天振 期伟

挺尧 拱枫 荣聪 国钧

寿华 国荣 呈亮 国梁

 名誉委员 ：聪慈 清水 呈瑞 期金

再兴

 产业信托人 ：有政 辉宗 期巢 期清

国华

 正会长 ：文祥 副会长 ：乾候

永发

 正总务 ：荣源 副总务 ：庆源

少平

 正财政 ：连川 副财政 ：永明

 正中文书 ：锦祥 副中文书 ：镜波

 正英文书 ：培栽 副英文书 ：良财

 正交际 ：明烈 副交际 ：振兴

允进

 正福利 ：奋坚 副福利 ：振忠

宋山

 正教育 ：伯谦 副教育 ：应喜

文钟

 正康乐 ：清祥 副康乐 ：国星

 正青年 ：金镇 副青年 ：厥兴

添成

 正查账 ：厥时 副查账 ：振勋

第十五届（一九八九/九○年度） 
执行委员会

 会务顾问团 

 主席
 ：辉宗 

副主席 ：章湖

 委员 ：国华 挺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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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久名誉会长 ：有政夫人 辉宗 国华

挺节

 名誉会长 ：章湖 振源 诗琴博士

东如 国钧 期巢 期清

天振 光辉 华民 挺尧

昌富 乾候 拱枫 期灯

清水 荣聪 呈瑞 期伟

国荣 呈亮 寿华

 产业信托人 ：辉宗 文祥 国华 期巢

期清

 正会长 ：文祥 副会长 ：永发

奋坚

 正总务 ：荣源 副总务 ：嘉庆

文锺

 正财政 ：明烈 副财政 ：亚海

 正中文书 ：玉池 副中文书 ：镜波

 正英文书 ：培栽 副英文书 ：少平

 正交际 ：锦祥 副交际 ：振勋

金福

 正福利 ：厥时 副福利 ：振忠

振隆

 正教育 ：伯谦 副教育 ：连川

取图

 正康乐 ：清祥 副康乐 ：振兴

厥兴

 正青年 ：万成 副青年 ：添宝

允进

 正查账 ：应喜 副查账 ：江志

 候补 ：恰竹

第十六届（一九九一/九二年度） 
执行委员会

 会务顾问团 

 主席 
：文祥

 副主席 ：辉宗

章湖

 委员 ：国华 挺节 期巢 呈瑞

奋坚

 永久荣誉会长 ：有政夫人 辉宗 国华

挺节 文祥 章湖 期巢

 永久名誉会长 ：永发夫人  诗琴博士  荣源

呈瑞 文祥夫人 清秀

章湖夫人 奋坚 明烈

振源 东如 光辉 国钧

挺尧 荣聪 期伟 展诚

清水 允祥博士 章珠

华亮 亚海夫人 万成

振忠 清灿 华民 拱枫

蕙芸夫人

 名誉会长 ：天振 昌富 期灯 金风

振利 乾候 国荣 呈亮

期金

 产业信托人 ：辉宗 国华 文祥 期巢

章湖

 正会长 ：永发         副会长 ：诗琴博士

                          明烈

 正总务 ：荣源 副总务 ：文锺

万成

 正财政 ：连川 副财政 ：亚海

 正中文书 ：玉池 副中文书 ：培栽

 正英文书 ：少平 副英文书 ：华秀

 正交际 ：锦祥 副交际 ：应喜

振勋

 正福利 ：振忠 副福利 ：振隆

亚水

 正教育 ：伯谦 副教育 ：金镇

厥兴

 正康乐 ：清祥 副康乐 ：取图

春美

 正青年 ：添宝 副青年 ：允进

清美

 正查账 ：振起 副查账 ：镜波

 候补 ：江志 永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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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届（一九九三/九四年度） 
执行委员会

 会务顾问团 

 主席 
：国华

 副主席 ：辉宗

章湖

 委员 ：挺节 期巢 文祥 奋坚

 永久荣誉会长 ：颜张美玲 辉宗 国华

挺节 章湖 永发 文祥

期巢

 永久名誉会长 ：永发夫人 诗琴博士 呈瑞

荣源 万成 章湖夫人

东如 振源 清水 挺尧

国钧 清秀 清灿 展诚

拱枫 荣聪 期伟 光辉

华亮 振忠 奋坚

亚海夫人  锦祥  允祥博士

文祥夫人 章珠

 名誉会长 ：国荣 昌富 期灯 乾候

期金 天振 明烈 应喜

 产业信托人 ：辉宗 国华 章湖 文祥

期巢

 正会长 ：永发            副会长 ：诗琴博士

       呈瑞

 正总务 ：荣源 副总务 ：万成

少平

 正财政 ：取图 副财政 ：华亮

 正中文书 ：伯谦 副中文书 ：连川

 正英文书 ：惠明 副英文书 ：培栽

 正交际 ：文锺 副交际 ：振忠

业隆

 正福利 ：振隆 副福利 ：亚水

振起

 正教育 ：玉池 副教育 ：玉泉

明林

 正康乐 ：清祥 副康乐 ：美珠

桂花（大）

 正青年 ：添宝 副青年 ：华忠

英杰

 执行委员 ：锦祥 金镇 厥兴 振勋

      允进 振兴 镜波 淑云

 正查账 ：致今 副查账 ：亚海

第十八届（一九九五/九六年度） 
执行委员会

 会务顾问团

 主席
 ：国华

        副主席 ：辉宗 挺节

 委员 ：永发 期巢 文祥 奋坚

 产业信托人 ：辉宗 国华 章湖 文祥　

期巢

永久荣誉会长 ：颜张美玲 辉宗 国华　

挺节 章湖 永发 文祥  

期巢

永久名誉会长 ：永发夫人　诗琴博士　

呈瑞　荣源　万成　 

章湖夫人　东如　振源　 

清水　挺尧　国钧　清秀　

清灿　展诚　拱枫　荣聪　

期伟　光辉　华亮　振忠 

奋坚　亚海夫人　允祥博士

文祥夫人　章珠

 名誉会长  ：国荣　昌富　华顺　乾候　

少安　期金　天振　明烈　

应喜

 正会长 ：章湖        副会长 ：诗琴博士

       呈瑞

 正总务 ：荣源 副总务 ：万成　 

少平

 正财政 ：连川 副财政 ：明林

 正中文书 ：伯谦 副中文书 ：厥兴

 正英文书 ：文发 副英文书 ：木辉

 正福利 ：振隆 副福利 ：亚水　 

振忠

 正教育 ：玉池 副教育 ：取图　 

文钟

 正康乐 ：清祥 副康乐 ：玉泉　 

桂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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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交际 ：惠明 副交际 ：长江

永明

 正青年 ：实成 副青年 ：添宝　 

华忠

 执行委员 ：清水 培栽 亚海 振勋

致今 光成 美珠 英杰

 查账 ：振起 副查账 ：镜波

第十九届（一九九七/九八年度） 
执行委员会

 会务顾问团

 主席 
：国华

       副主席 ：挺节　永发

 委员 ：文祥　期巢　奋坚

 产业信托人 ：章湖　文祥　期巢　荣源

清水

 永久荣誉会长 ：颜张美玲　国华　挺节

章湖　永发　文祥　期巢

 永久名誉会长 ：东如　挺尧　清秀　振源

期伟　清灿　国钧　荣聪

拱枫　光辉　奋坚　

允祥博士　展诚　章珠　

华亮　章湖夫人 永发夫人

文祥夫人　亚海夫人　

诗琴博士　呈瑞　荣源　 

万成　清水  振忠

 名誉会长 ：来章　昌富　国荣　伯谦

连川　乾候　少安　华顺

期金　应喜　振元　春华

进福

 正会长 ：章湖        副会长 ：诗琴博士

       呈瑞

 正总务 ：荣源 副总务 ：万成

文钟

 正财政 ：少平 副财政 ：清水

 正中文书 ：长江 副中文书 ：振起

 正英文书 ：文发 副英文书 ：京民

 正福利 ：振隆 副福利 ：亚水

 振忠

 正教育 ：金镇 副教育 ：取图

华忠

 正康乐 ：明林 副康乐 ：荣培

振勋

 正交际 ：惠明 副交际 ：永明

毓贤

 正青年 ：玉泉 副青年 ：添宝

文孝

 执行委员 ：清祥　桂花　美珠　镜波

实成　致今　振兴　清英

 查账 ：光成 副查账 ：贻泰

第二十届（一九九九/二○○○年度） 
执行委员会

 名誉顾问 ：来章

 主席 ：挺节 副主席 ：章湖

 委员 ：期巢　文祥　奋坚　东如

挺尧BBM　清秀

 产业信托人 ：章湖　文祥　期巢　荣源　

清水

 永久荣誉会长 ：颜张美玲　挺节　章湖

文祥　期巢

 永久名誉会长 ：东如　挺尧BBM　清秀

振源　期伟　清灿　国钧

荣聪　拱枫　奋坚　

允祥博士　展诚　章珠　

华亮　章湖夫人　永发夫人

文祥夫人　亚海夫人　 

诗琴博士　呈瑞　荣源　

万成　清水 振忠

 名誉会长 ：昌富　连川　乾候　少安

期金　振元　春华　金镇

取图　予钦

 正会长 ：荣源 前会长 ：章湖

 副会长 ：诗琴博士　呈瑞

 正总务 ：万成 副总务 ：少平

玉泉

 正财政 ：华忠 副财政 ：添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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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中文书 ：长江 副中文书 ：振起

 正英文书 ：惠明 副英文书 ：文发

 正福利 ：振隆 副福利 ：亚水

振忠

 正教育 ：清水 副教育 ：文钟

厥兴

 正康乐 ：明林 副康乐 ：荣培

英杰

 正交际 ：京民 副交际 ：清祥

毓贤

 正青年 ：文孝 副青年 ：实成

清英

 执行委员 ：桂花　美珠　镜波　光成

德源　德利　维明　允进

 查账 ：江志 副查账 ：经敷

第二十一届（二○○一/二○○二年度） 
执行委员会

 名誉顾问 ：来章　金勇

 主席 ：挺节   副主席：章湖

                                      诗琴博士

 委员 ：呈瑞　文祥　奋坚　东如

挺尧BBM　期巢　清秀

 产业信托人 ：章湖　文祥　期巢　荣源

清水

 永久荣誉会长 ：颜张美玲　章湖　挺节

期巢　文祥

 永久名誉会长 ：东如　挺尧BBM　清秀

振源　期伟　清灿　国钧

少平　荣聪　允祥博士　

拱枫　华亮　奋坚　展诚

章珠　振隆　文祥夫人　

章湖夫人　永发夫人　呈瑞

德利　华忠　汉钦

诗琴博士　荣源　文发　

万成　长江　清水　振忠

实成

 名誉会长 ：昌富　连川　乾候　少安

期金　振元　金镇　取图

子钦　春华　振起　惠明

瑞永

 正会长 ：荣源 副会长 ：清水

少平

 前会长 ：章湖

 正总务 ：万成 副总务 ：文发

维明

 正财政 ：明珠 副财政 ：德利

 正福利 ：振隆 副福利 ：亚水

振忠

 正教育 ：玉泉 副教育 ：长江

凤娇

 正交际 ：添宝PBM 副交际 ：荣培　

   呈注

 正康乐 ：清祥 副康乐 ：桂花

美珠

 正中文书 ：京民 副中文书 ：汉钦

 正英文书 ：华忠 副英文书 ：文福

 正青年 ：文孝 副青年 ：实成

清英

 执行委员 ：镜波　光成　毓贤　振兴

春辉　亚礼　锋颖

 查账 ：玉锭 副查账 ：正荣

 名誉委员 ：怡欣　怡霨　振禧　米德

耀坤　允进　厥兴　美云

俊生　志远　文钟　德源

英杰　江志　少雄　国华

第二十二届（二○○三/二○○四年度） 
执行委员会

 永久荣誉顾问 ：秉刚宗主

 名誉顾问 ：来章　金勇　诗琴

 医药顾问 ：小凤

 永久会务顾问 ：挺节　章湖

 会务顾问团

 主席 
：荣源

　　 副主席 ：东如

挺尧BBM

 委员 ：呈瑞　文祥　奋坚　期巢

清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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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信托人 ：章湖　文祥　期巢　荣源

清水

 永久荣誉会长 ：颜张美玲　章湖　挺节

期巢　文祥　荣源

 永久名誉会长 ：东如　挺尧BBM　清秀　

振源　期伟　清灿　国钧

荣聪　拱枫　华亮　奋坚

允祥博士　展诚　章珠　

陈惜芝女士（文祥夫人）

陈白兰女士（章湖夫人）

洪雪娇女士（永发夫人）

诗琴博士　呈瑞　万成　

清水　振忠　少平　长江

德利　振隆　文发　华忠

实成　汉钦

 名誉会长 ：昌富　连川　乾候　少安

期金　振元　子钦　春华

振起　惠明　瑞永　光成

厥兴　俊生　业隆

 正会长 ：清水 副会长 ：少平

金镇

 前会长 ：荣源　章湖

 正总务 ：万成 副总务 ：维明

文福

 正财政 ：京民 副财政 ：振忠

 正教育 ：玉泉 副教育 ：凤娇

秋亮

 正福利 ：振隆 副福利 ：亚水

意棠

 正康乐 ：玉锭 副康乐 ：桂花

德利

 正交际 ：明林 副交际 ：呈注

呈注

 正中文书 ：汉钦 副中文书 ：长江

 正英文书 ：文发       副英文书 ：添宝PBM

 正青年 ：文孝 副青年 ：实成

允进

 执行委员 ：镜波　振兴　荣培　经敷

亚礼　正荣　清英　兆雄

 查账 ：毓贤 副查账 ：元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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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 1965年6月21日

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地点：源崇美

茶庄二楼。出席会议者：有政、辉宗、松旭、

光辉、国华、挺节、期成与增培等廿八位宗

亲。会议议决由挺节及松旭二位负责向社团

注册官询问申请注册之手续。

◆ 1965年10月29日

正式成立筹备委员会，其成员如下：

正会长：有政 副会长：期巢

正总务：国华 副总务：挺节

正财政：辉宗 副财政：文玄

中文书：松旭 英文书：才元

正福利：期成 副福利 ：长寿

正交际：光辉 副交际：期清

◆ 1966年4月3日

假中华总商会礼堂举行宗亲联欢宴会

◆ 1966年7月19日

会议同意以壹拾叁万伍仟元购买武吉巴

梳十八号与二十号大厦全座。

◆ 1966年12月3日

会议授权辉宗宗亲与政府接洽办理迁

移麟记山祖坟事宜。

选出本会产业信托人五人，即有政、 

期清、期巢、辉宗、国华。

◆ 1967年11月18日

本会会长有政，副会长期巢，正财政辉

宗，正交际文祥，联袂赴菲律宾向当地宗亲

筹募建会基金。

◆ 1970年6月12日

设立“新加坡颜氏公会奖学金”。

◆ 1971年5月14日

捐献1,500新元，充作彭亨颜氏宗祠建

祠基金。

◆ 1972年4月23日

颜有政会长，赴麻坡为柔属颜氏公会

大厦主持奠基典礼。

◆ 1973年9月1日

捐献11,400新元，充作柔属颜氏公会建

会基金。

◆ 1974年6月1日

颜有政会长为柔属颜氏公会大厦主持

揭幕礼。

捐献5,000新元充作柔属颜氏公会奖学

金。

◆ 1974年7月20日

捐献3,400新元充作彭亨颜氏宗祠装修

基金。

◆ 1974年11月14日

本会 代 表团赴台参加 始祖 复圣公

2494周年诞辰祭典暨台北市颜氏宗亲会成立

二周年记念，代表团成员为：团长有政，团员

文祥、国华、锦祥、挺节、奋坚、荣发等。

◆ 1974年11月16日

本会认捐颜子庙建筑费十巴仙。

四十年会务摘要

1966

1967

1970
1971

1972

1973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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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4年11月23日

举办第一届全新宗亲子女乒乓锦标赛。

◆ 1975年2月9日

本会乒乓队同惠青乒乓队举行友谊

赛。

◆ 1975年11月15日

本会组团前往台湾参加始祖复圣公二四

九五周年诞辰太牢祭典，暨台北市颜氏宗亲

庆祝成立三周年纪念。代表团成员为：顾问

贻 、团长有政、副团长文祥、秘书挺节、团

员荣发、昌富、贻欣、文旦。

◆ 1976年4月4日

设宴热烈庆祝本会成立十周年纪念。海

外12宗亲团体一百多位代表参加。

◆ 1977年3月8日

设立福利基金，并设棺屏供族人丧事应

用。

◆ 1977年6月4日

第二届乒乓比赛。

第一届象棋比赛。

◆ 1977年6月16日

名誉会长颜挺尧宗长、副总务颜挺节宗

亲令堂不幸去世，将赙仪2,666新元转赠给

本会。

◆ 1977年7月10日

本会颁发奖助学金。

◆ 1977年7月25日

麟记山政府赔款48,000.87新元移交本

会。

◆ 1977年9月8日

委任颜诗琴博士担任颜永成学校咨询

委员。

◆ 1977年9月18日

本会设宴祝贺颜有政会长令千金诗琴

宗亲荣获英国雪佛尔大学博士学位。

◆ 1977年9月间

名誉会长颜昌训宗长不幸去世，购买

礼券1,210新元，其哲嗣光辉宗亲再捐献

1,000新元作本会福利基金。

会员天发宗亲、发成宗亲令堂不幸去

世，捐献本会福利基金1,000新元。

◆ 1978年2月2日

颁发渡岁金。

◆ 1978年3月27日

设宴接待名誉会长颜昌挺（香港）、颜

清水（菲律宾）。

◆ 1978年4月9日

在本会会所庆祝成立12周年会庆（自由

餐）。

◆ 1978年4月14日

颜有政会长令尊颜程宗老先生不幸去

世，捐3,000新元充本会教育基金。

◆ 1978年5月4日

印刷喜庆、丧事礼券。

◆ 1978年7月2日

名誉会长颜辉煌宗长不幸去世，购本会

福利券2,836新元。

◆ 1978年7月9日

颜有政会长应邀主持雪兰莪颜氏公会

新大厦落成典礼暨成立十周年会庆剪彩，我

会组团32人出席观礼，捐献5,000新元作该

会教育基金。

◆ 1978年7月11日

世界颜氏宗亲总会，台北市颜氏宗亲会

访问我会。我会设宴接待。

◆ 1978年8月5日

资助颜天福令堂助丧金500新元。

◆ 1978年8月26日

会员颜昌灿宗亲不幸去世，购本会礼券

1,120新元，家属捐献1,200新元。

1975

1976

1977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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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9月2日

会员颜育南宗亲住家火烧，一家八口无

家可归，本会福利基金拨1,000新元资助。

◆ 1978年10月14日

本会捐献裕廊油槽船爆炸惨祸义款

1,000新元。

◆ 1978年11月4日

副会长颜辉宗令郎婚庆，购买本会教育

基金礼券1,710新元。

◆ 1979年1月12日

名誉会长颜明宗长将其商场上佣金

8,600新元转购本会礼券。

◆ 1979年2月5日

由团长有政长宗长率领一行16人赴台祭

祖，认捐100万台币予颜子庙建筑金。

◆ 1979年2月6日

第十届职员就职典礼，敦请名誉会长兼

会务总顾问颜有政主持监誓。

◆ 1979年3月6日

出版颜氏公会成立十周年特刊1000本，

印刷费14,924新元。

◆ 1979年4月3日

总务国华宗长代表我会出席福建会馆有

关修茸万礼福建先祖坟墓。

◆ 1979年4月8日

庆祝成立13周年会庆，设自由餐招待

◆ 1979年4月28日

名誉会长华民宗长令嫒于归之喜，购礼

券3,400新元，另捐3,400新元。

设宴接待槟城鲁国堂主席贤受宗长。

◆ 1979年5月27日

副总务挺节宗长令次郎新婚之喜，购买

教育基金礼券2,360新元。

◆ 1979年10月5日

我会一行9人赴槟城出席颜氏鲁国堂奠

基典礼，顾问有政宗长主持奠基仪式。

◆ 1980年3月11日

由福利基金拨出2,000新元帮助金贵宗

亲医治肾病。

◆ 1980年3月27日

设宴接待台湾宗亲会代表团。

◆ 1980年5月31日

组团出席柔属颜氏公会庆祝成立十周

年会庆。

◆ 1980年7月14日

颁发奖助学金予27位年轻宗亲，拨款

11,450新元。颜诗琴、颜明各报效1,500新

元。

◆ 1981年3月6日

组团前往台北参加复圣公2500年诞辰

纪念，并捐献世界颜氏宗亲总会教育基金5万

台币，再捐献复圣颜子庙基金9万台币。

◆ 1981年4月12日

庆祝我会15周年会庆。

◆ 1981年5月12日

捐助颜维胜宗亲3,000新元，以医治心

脏有孔。

◆ 1981年6月11日

捐献颜永成英校义卖会1,000新元。

◆ 1981年7月14日

颁发奖助学金2名8,100新元。

◆ 1981年10月6日

捐献槟城颜氏鲁国堂建会基金20,450 

新元，有政宗长个人另捐马币12,000元。

◆ 1981年10月6日

发起人颜松旭宗长令德配仙逝，购买

礼券1,770新元。

◆ 1982年9月14日

聘请颜有政宗长为我会永久会务顾

问。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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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2年11月4日

我会教育顾问颜期隆宗长在安海去世，

汇赙仪人民币400元。

◆ 1982年12月1日

名誉会长颜清溪宗长去世，购买礼券

2,870元。

◆ 1983年1月17日

第十二届(1983/84)职员就职典礼，监誓

人颜章湖宗长。

◆ 1983年1月25日

吧生颜再生宗长献捐教育基金，马币

1,000元。

◆ 1983年4月17日

假中华总商会庆祝成立17周年纪念。

◆ 1983年8月17日

颁发奖助学金共17名3,700新元。

◆ 1983年9月13日

资助马六甲颜义发宗亲之遗孀生活费

500元。

◆ 1984年4月7日

假中华总商会庆祝成立18周年纪念。

◆ 1984年4月15日

我会代表颜庆源、颜清祥宗长出席王鼎

昌部长访问本区各社团活动。

◆ 1984年5月18日

名誉会长颜荣发宗长逝世。

◆ 1984年6月7日

我会总顾问颜有政宗长捐献“永久教育

基金”30,000新元。

名誉会长颜振源捐献“永久教育基

金”5,000新元。

“贻云厅”牌匾悬挂仪式，藉以纪念颜

有政宗长之先尊。

◆ 1984年8月19日

颁发奖助学金17名，合共4,050新元。

◆ 1984年11月8日

组团旅游新加坡岛屿及海港。

◆ 1985年1月11日

第十三届(1985/1986)职员就职典礼，敦

请顾问团主席颜有政宗长监誓。

◆ 1985年3月7日

组团出席台湾台北举行复圣颜子2504 

年诞辰祭典暨世界颜氏宗亲总会

成立10周年纪念。

◆ 1985年8月31日

本会代表42人出席颜永成学校庆祝建

校100周年纪念，报效1,500枚纪念章。

◆ 1986年4月6日

假海皇歌剧院庆祝我会成立20周年纪

念。

◆ 1986年7月20日

颁发奖助学金共31名7,900新元。

◆ 1986年9月23日

祭祖观光团一行32人出发。

◆ 1986年10月1日

新加坡颜氏公会赴中国山东曲阜复圣庙

祭祖、立碑、扫墓。

◆ 1986年8月16日

颁发奖助金，共32名8,400新元。

◆ 1987年12月19日

组团34人旅游槟城、合艾、宋卡，顺道

访问北马颜氏公会。

◆ 1988年2月11日

颁发渡岁金。

◆ 1988年2月21日

新春团拜。

◆ 1988年3月5日

新春联欢沙爹自由餐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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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8年4月9日

假中华总商会庆祝我会成立22周年会

庆。

◆ 1988年8月4日

颁发奖助学金25名6,900新元。

◆ 1988年9月8日

我会发起人顾问团主席、产业信托人

颜有政宗长去世，家属献捐10,000新元予公

会。

◆ 1988年9月14日

成立卡拉OK活动。

◆ 1988年9月25日

颜有政宗长追悼会。

◆ 1988年11月11日

乐龄俱乐部成立大会。

◆ 1988年11月15日

推选颜文祥为本会信托人（代替已故

有政宗长空缺）。

◆ 1988年12月10日

一团15人出席北马颜氏公会新大厦落

成典礼。

◆ 1989年1月7日

第十五届新执委就职典礼，敦请颜有政

夫人监誓。

◆ 1989年1月27日

颁发渡岁金。

◆ 1989年2月12日

新春团拜。

◆ 1989年2月17日

成立妇女组、青年团。

◆ 1989年4月1日

在本会天台举行成立23周年会庆。

◆ 1989年5月21日

颜厥时宗长追悼会。

◆ 1989年8月6日

颁发奖助学金22人，共7,450新元。

◆ 1989年8月6日

设宴欢迎中国全国侨联副主席，原陕西

省副省长、颜金麻宗长莅临访问。

◆ 1990年1月9日

执委会一致决定主办第一届颜氏宗亲

联谊会暨庆祝我会成立25周年会庆。

◆ 1990年1月20日

颁发渡岁金。

◆ 1990年1月29日

举行新春团拜。

◆ 1990年2月10日

举行新春联欢晚会。

◆ 1990年3月24日

妇女组主办高级插花班。

在本会天台庆祝本会24周年会庆。

◆ 1990年5月间

组团参加柔属颜氏公会20周年庆典，本

会卡拉OK小组在会上表演，顺道访问马来西

亚颜氏公会及仁贵颜氏宗祠。

◆ 1990年9月间

总务颜荣源宗长代表我会出席中国山东

曲阜复圣庙参加颜子复圣公神像揭幕典礼、

颜子研究会成立大会。首届学术研讨会、陋

巷中学堂命名仪式，被聘为该校名誉校长，

迎接复圣公第79代嫡长孙颜秉刚宗主亲自雕

塑复圣公神像。

◆ 1990年9月间

颁发奖助金。

◆ 1990年12月16日

会员大会，选出第16届执委27名。

◆ 1990年12月20日

复选第16届执委会，颜永发出任会长，

颜诗琴博士副会长、明烈副会长，诗琴博士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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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新加坡宗乡会馆有史以来第一位女性出

任会馆中最高职位。

◆ 1991年1月5日

第16届新执委就职典礼，请永久荣誉会

长颜文祥监誓。

◆ 1991年2月7日

与马来西亚银行共同发行威世卡，此乃

新加坡第一家会馆与银行共同发行信用卡。

◆ 1991年2月7日

颁发渡岁金。

◆ 1991年2月17日

举行新春团拜。

◆ 1991年4月3日

学术专题讲座“颜子思想的社会价值”，

中国曲阜颜子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骆承烈

教授主讲。

◆ 1991年4月4日

学术专题讲座“从历史角度看新马宗乡

会馆的发展和前途”，特邀本会名誉会长、

历史学家颜清湟教授主讲。

◆ 1991年4月5日

庆祝本会成立25周年银禧会庆暨召开

第一届世界颜氏宗亲联谊会迎宾晚会。外宾

316人，来自中国山东曲阜、北京、永春、台

湾、金门、香港、澳门、美国、加拿大、菲律

宾、马来西亚、印尼各地颜氏宗亲。

◆ 1991年4月6日

第一届世界颜氏宗亲联谊会假新加坡

共和国国宾酒店鱼尾狮厅召开，出席的世界

各地宗亲2百多人。大会上筹得“世界颜氏文

化教育发展基金”新币贰拾万元，成立世界

颜氏网络中心，均委任新加坡颜氏公会担任

负责与管理。

◆ 1991年4月6日

晚间假海皇歌剧院庆祝公会银禧会

庆，宴开129席，获颁服务20年以上服务奖

是：国华、辉宗、挺节、文祥、永发、奋坚、锦

祥、乾侯、培栽。

◆ 1991年5月11日

委任永发、文祥、章湖、诗琴、荣源为世

界颜氏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信托人，并授权

起草简章，鸠收捐款、设秘书处。设审查委

员会，聘请顾问（世界各地颜氏宗亲会会长

为当然顾问）可聘文化学术界知名人士为顾

问。

◆ 1991年6月20日

召开特别会员大会，通过议案：

①以公会名义向马来 人名义担保。

②银禧庆典及第一届颜氏宗亲联谊会 

 总开支16万元。

③会所装修44万元。

◆ 1991年7月13日

迎新会，新会员120名，当晚有时装表

演，狄斯哥舞会。

◆ 1991年9月20日

设宴祝贺1991年9位宗亲荣获国庆日总

统授勋。

◆ 1991年9月20日

我会永发、文祥、章湖、荣源被中国颜子

研究会聘为名誉顾问。

◆ 1991年9月21日

举行传统中秋晚会。

◆ 1991年9月22日

举行会务展览研究会。

◆ 1991年12月10日

颁发奖助金。

◆ 1991年12月22日

召开常年大会。

◆ 1992年2月9日

新春团拜及新春联欢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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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2年2月19日

举办“家庭日”，让会员及家属参与，从

而发掘人才。

◆ 1992年4月5日

颜氏先祖纪念碑揭幕典礼暨追思大

会。颜氏先祖纪念碑由我国书法家松年法师

亲身书写，会员可将先祖生死日期刻在纪念

碑上，每年清明节第一个星期日举行追思大

会，可向祖先献花，不带任何宗教色彩，特邀

德高望重之宗长致追思祠，讲孝道。

◆ 1992年4月11日

光成宗亲为其幼郎振火君举行结婚仪

式，购买礼券4,000新元。

◆ 1992年4月11日

本会赞助颜清煌教授由亚洲文化协会

出版《海外华人研究》4,000新元，由永发、

章湖、辉宗、诗琴、呈瑞、振源、挺尧、荣源

8位宗长资助。

◆ 1992年4月12日

在会所庆祝公会成立26周年会庆。

◆ 1992年5月8日

医药专题讲座“保健与您”，主讲者：马

里士他医院董事长陈开楠医生。

◆ 1992年5月17日

会长永发宗长为其四郎子鲁君举行结

婚仪式，购买礼券5,590新元。

◆ 1992年6月23日

卡拉OK观摩会，邀请同安、晋江、安溪、

联合早报、宁阳等会馆参加。

◆ 1992年7月3日

专题讲座“现代风水”，主讲者：蔡宗杉

先生。

◆ 1992年7月6日

妇女组主办“中国结”课程。

◆ 1992年8月7日

专题讲座“无冕皇帝”，主讲者：林丽

萍、陈开发。

◆ 1992年9月12日

中秋晚会。

◆ 1992年9月22日

颁发奖助金13名，共5,050新元。

◆ 1992年10月2日

专题讲座“企业人相术”，由蔡宗杉主

讲。

◆ 1992年11月5日

宴请永春人民政府代表团莅临访问。

◆ 1992年11月

为颜荣丰宗长办理丧事，计1,398新元。

◆ 1992年11月14日

专题讲座“华人企业的前景与发展”，由

台湾许士军教授主讲。

◆ 1992年12月21日

我国20间会馆假加龙剧院举行卡拉

OK演唱会，为华社自助筹得100,000新元义

款。

◆ 1992年12月22日

我会顾问章湖宗长为其长嫒华秀小姐

出阁，购买礼券9,048新元，另献捐3,000新

元。

◆ 1992年12月27日

召开常年会员大会，选出第17届执委，并

颁发度岁金。

◆ 1993年1月4日

复选第17届执委，颜永发蝉联会长、诗

琴、呈瑞为副会长。

◆ 1993年1月7日

第17届执委就职典礼，敦请会务顾问辉

宗宗长监誓。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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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3年1月25日

新春团拜。

◆ 1993年2月6日

元宵节联欢晚会，舞狮、舞龙、舞大

旗。

◆ 1993年3月7日

福利主任振隆宗长为令郎文山结婚之

喜，购买礼券4,350新元。

◆ 1993年4月4日

清明节追思大会，敦请会务顾问挺节宗

长致追思词。各单位代表献花，宗亲献花。

◆ 1993年4月10日

假亮阁达尼酒厅以“上海之夜”庆祝我

会成立27周年会庆，宴开52席，聘请著名艺

人梁智强、林益民主持节目，包括狄斯哥舞

会。

◆ 1993年5月8日

我会卡拉OK与安溪会馆联办卡拉OK观

摩会。

◆ 1993年5月15日

青年主任颜添宝代表我会出席联合早

报主催“宗乡会馆青年团座谈会”。

◆ 1993年6月4日

家庭日座谈会“中国投资与今日股票”。

◆ 1993年6月11日

组团旅游槟城、合艾。

◆ 1993年8月7日

国庆晚宴。

◆ 1993年9月24日

颁发奖助学金20名，共8,550新元。

◆ 1993年9月24日

中秋晚会。

◆ 1993年10月7日

家庭日专题讲座“中药补品之鉴定”，由

颜厥兴夫人主讲。

◆ 1993年10月22日

组团45人出席柔属颜氏公会青年团成

立典礼，捐马币5,000元。

◆ 1993年10月23日

代表团45人出席在马六甲由马来西亚六

间宗亲会联合主办第二届世界颜氏宗亲联谊

会，献捐大会马币15,000元，通过世界颜氏文

化教育发展基金简章，并被大会选为世联会

秘书处，以确保世联会延续召开。会上也颁

发6千张世界颜氏宗亲网络表格。

◆ 1993年10月24日

设宴接待台湾、金门宗亲会代表团。

◆ 1993年10月27日

设宴接待菲律宾宗亲会代表团。

◆ 1993年11月20日

设宴接待柔属颜氏公会青年团44人访

问团。

◆ 1993年11月24日

我会由诗琴博士率团出席永春芦柑节。

◆ 1993年11月25日

家庭日专题讲座“企业计划、投资机

会”，主讲人：颜秋亮。

◆ 1993年11月27日

出席张氏总会卡拉OK观摩会。

◆ 1993年12月4日

颜有政先贤表扬大会暨纪念铜像揭幕

迎宾晚会。

◆ 1993年12月5日

颜有政先贤铜像揭幕典礼，恭请发起

人国华、辉宗、挺节及会长永发宗长主持揭

幕仪式，由挺节宗长阐述“颜有政先贤”生前

对公会的贡献。

◆ 1993年12月12日

会务顾问挺节宗长令德配，副总务少平

令堂孙氏太夫人灵右，购买礼券4,720新元，

并献捐4,720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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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3年12月29日

常年会员大会。

◆ 1994年2月13日

新春团拜。

◆ 1994年2月24日

元宵晚会。

◆ 1994年3月1日

第一期有照片的会员卡3百多张寄给会

员。

◆ 1994年3月8日

专题讲座“各种茶艺冲泡示范”，许业田

主讲；“学习英语秘方”，何原明主讲。

◆ 1994年3月18日

聘请颜秉刚宗长、颜清湟教授为世界颜

氏文化教育发展基金顾问。

顾问：各地宗亲会会长为当然顾问，及：

颜秉刚宗长、颜清湟教授。

信托委员会：颜章湖、颜永发、

颜诗琴博士、颜文祥、颜荣源。

委任世界颜氏文化教育发展基金管理

委员会：主任颜诗琴博士、秘书长颜荣源、委

员颜万成、颜少平、颜取图。

审查委员会：主任颜惠明，委员颜文钟、

颜厥兴、颜玉泉、颜玉池。

◆ 1994年4月3日

清明节追思大会。

◆ 1994年4月9日

在会所庆祝成立28周年会庆联欢宴

会。

◆ 1994年5月7日

宴请中国福建省城市规划发展代表团

及厦门市国际机场发展代表团莅临我会访

问。

◆ 1994年5月10日

专题讲座“股市风云”，主讲者：颜少安

硕士。

◆ 1994年5月12日

名誉会长颜昌富为其三郎，本会正交际

文钟结婚之喜，购买礼券4,000新元。

◆ 1994年5月29日

本会第一届华语卡拉OK歌唱比赛，

青年团特优奖：洪秀芳、颜思慧、颜美云 

（小）、颜思玲、颜美云，乐龄组特优奖：颜

清水、颜荣源、王源兴、颜明林、颜秀菱。

◆ 1994年6月5日

出席张氏总会主办“张颜联宗”卡拉

OK歌唱交流晚会。

◆ 1994年7月23日

出席由晋江会馆主办“颜氏公会／晋江

会馆”卡拉OK交流晚会。

◆ 1994年9月3日

组团访问彭亨颜氏宗祠，顺道游览马来

西亚东海岸关丹。

◆ 1994年9月17日

中秋联欢晚会。

◆ 1994年9月17日

颁发奖助学金25名，共8,350新元。

◆ 1994年10月15日

本会代表颜振忠、颜期巢、颜期伟出席

中国晋江安海霞亭宗祠落成典礼。

◆ 1994年10月16日

本会为顾问团主席颜国华宗长令胞兄

国荣宗长贤伉俪90及85双喜大寿，购买礼券

4,710新元，另献捐3,790新元。

◆ 1994年11月5日

本会会员卡全部寄给会员。

◆ 1994年11月13日

永久名誉会长颜振忠为其次郎怡宵君

新婚之喜，购买礼券4,060新元。

◆ 1994年12月4日

会员大会选出第18届执委37名。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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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4年12月17日

组团出席台湾台北复圣庙落成典礼。

◆ 1994年12月22日

组团出席金门颜氏宗祠冬至祭祖大

典。

◆ 1995年1月3日

第18届执委复选会议：颜章湖宗长当选

新任会长，诗琴、呈瑞为副会长。

◆ 1995年1月19日

第18届执委就职典礼，敦请前任会长

颜永发宗长监誓。

◆ 1995年2月5日

新春团拜。

◆ 1995年2月14日

元宵联欢晚会。

◆ 1995年3月15日

茶艺座谈会“泡茶”、“饮料”的艺术，由

余保荣主讲。

◆ 1995年3月17日

设宴庆贺我会副会长颜诗琴博士荣任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第40届董事兼副教育主

任。

◆ 1995年4月8日

在会所庆祝我会成立29周年会庆。

◆ 1995年4月20日

清明节追思大会，特邀永久名誉会长颜

清秀致追思词，传统南音社南音演奏。

◆ 1995年5月1日

茶艺座谈会“如何利用个人电脑激发儿

童学习兴趣”，由陈信信主讲。

◆ 1995年5月7日

专题讲座“歌唱技巧”，由黄仲珊主讲。

◆ 1995年5月27日

端午节品粽综合联欢晚会。

◆ 1995年6月17日

参加由同安会馆、厦门公会联合主办卡

拉OK观摩会，颜章湖会长荣获优秀奖。

◆ 1995年7月8日

在会所与永春会馆联合举办卡拉OK观

摩会。

◆ 1995年7月9日

专题讲座“恢复青春秘诀”，由杨小萍主

讲。

◆ 1995年7月9日

特别会员大会，通过议决案：

①动用公会基金，投资于保值项目上；

②授权执委会，成立投资委员会，任期

与执委会同。

◆ 1995年7月29日

在会所与布莱德岭联络所举行卡拉

OK观摩晚会。

◆ 1995年8月11日

成立投资委员会：

主席：颜章湖；秘书：颜荣源；委员：颜

诗琴、颜清秀、颜惠明、颜少平、颜少安、颜

文发、颜添宝。

◆ 1995年8月19日

歌唱训练班开课。

◆ 1995年8月26日

出席张氏总会主办“张氏总会、颜氏总

会”卡拉OK聚亲之夜。

◆ 1995年9月6日

出席马里士他医院午餐会。

◆ 1995年9月9日

中秋联欢晚会。

◆ 1995年10月4日

医药专题讲座“健康与您”，由陈开楠医

生主讲。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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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5年10月6日

设宴接待马来西亚颜氏公会青年团，由

颜水松率领代表团莅临访问。

◆ 1995年10月7日

我会青年组与马来西亚颜氏公会青年

团交流会。

◆ 1995年10月18日

财经专题讲座“个人财富的增益”，由潘

燕明小姐主讲。

◆ 1995年10月13日

执委会决定于1996年5月11日庆祝成立

30周年会庆，同时召开第三届世界颜氏宗亲

联谊会。

◆ 1995年10月20日

设宴接待厦门统战部代表团莅临访

问。

◆ 1995年11月4日

出席布莱德岭联络所乐龄组与颜氏公

会卡拉OK交流晚会。

◆ 1995年11月10日

成立庆祝新加坡颜氏公会30周年纪念

暨主办第三届世界颜氏宗亲联谊会筹备委员

会。

顾问：颜国华、颜辉宗、颜挺节、

  颜永发、颜文祥、颜期巢

  颜奋坚

主席：颜章湖

副主席：颜诗琴博士、颜呈瑞

秘书：颜荣源

副秘书：颜万成、颜少平

财政：颜连川

副财政：颜明林

募捐主任：颜章湖

副主任：颜诗琴、颜呈瑞

委员：颜荣源、颜万成、颜少平

  颜明林、颜长江、颜清水

策划组主任：颜荣源

副主任：颜万成、颜少平

委员：颜文钟、颜惠明、颜添宝

  颜华忠、颜金镇

接待：颜少平

宴会：颜万成

旅店：颜诗琴

特刊：颜荣源

会议：颜文钟

宣传：颜添宝

布置：颜厥兴

招待：颜永明

会所：颜清祥

节目：颜玉泉 (各组可自行物色成员协助)

◆ 1995年11月19日

组团45人出席永春第四届芦柑节，并访

问安海颜氏宗祠。

◆ 1995年12月17日

常年会员大会。

◆ 1996年1月29日

医药专题讲座“心脏病”，由陈开楠医生

主讲。

◆ 1996年2月21日

鼠年新春团拜。

◆ 1996年3月4日

鼠年“闹元宵”联欢晚会。

◆ 1996年3月17日

医药专题讲座“糖尿病”，由陈开楠医生

主讲。

◆ 1996年3月19日

财经专题讲座“股票风云群英会”，由

颜惠明、颜东如、颜章湖主讲。

◆ 1996年4月7日

清明节追思大会，副会长颜诗琴致追思

词。

◆ 1996年5月10日

复圣公神像揭幕典礼。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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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6年5月10日

30周年会庆暨第三届世界颜氏宗亲联

谊会迎宾晚宴。

◆ 1996年5月11日

假濠景大酒店百合花厅召开第三届世界

颜氏宗亲联谊会。

◆ 1996年5月11日

假海皇歌剧院庆祝成立30周年纪念庆

典。

◆ 1996年6月8日

本会发起人及前会长辉宗宗长逝世。家

属献捐本会礼券5,360新元。

◆ 1996年6月20日

庆祝端午节品粽晚会。负责人：伯谦、

美珠、荣培、明从及光成等宗亲。

◆ 1996年6月21日

通过新会员：惠卿、振元、坚文、坚勤、

美华。

◆ 1996年6月25日

设宴款待到访海南省琼海市颜京宗副市

长。

◆ 1996年7月2日

执委培栽宗长逝世。家属献捐三千元给

公会。

◆ 1996年7月11日

本会发起人松序宗长逝世。

◆ 1996年7月19日

通过新会员：清顺、新兴、新权、容丽、

良任、启群、启祥。

◆ 1996年7月23日

维康马里士他医院董事主席陈开楠医学

博士主讲“我的身体”。

◆ 1996年8月16日

(1)  会长章湖为已故胞兄捐款12,000 

新元，作为我会赞助人。

(2)  我会永久名誉会长挺尧宗长荣膺

今年总统颁发BBM星章。

(3)  通过新会员：京民、京国、意棠。

◆ 1996年8月18日

秘书陈燕南先生为本会服务10余年后，

将于下月底荣休。本会特增送纪念品，同时

颁于陈燕南伉俪为本会准会员。

◆ 1996年9月1日

聘请谢景松先生自即日起为本会执行

秘书。

◆ 1996年9月2日

(1) 厦门公会来信，邀请派出歌手4位，

参加主办的卡拉ok联欢晚会。

(2) 主办“住家产业市场”英语讲座，由

Collier Jardine咨询及研究部门董

事王德辉先生主讲。

◆ 1996年9月28日

举办中秋节品粽晚会并颁发本年度奖

助学金。

◆ 1996年9月29日

与现代企业管理协会联合主办“遗产税

与破产法令”华语专题讲座。主讲者为谢水

霖律师。

◆ 1996年10月13日

世界颜世宗亲总会理事长颜国松宗长

逝世。

◆ 1996年10月至97年4月（共7个月）

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展开招募会员运动，

本会议决参与，招募目标为100名，并颁发纪

念品及奖状给介绍5人或以上入会者。

◆ 1996年10月18日

(1) 以不记名投标，选出得票最高者荣

源及清水两宗长，递补信托人遗

缺。

(2) 名誉委员贻欣宗长令德配仙逝，特

将本会赙仪1000新元，回赠本会，

作为福利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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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通过新会员：剑明、凤英、春霞、维

中、维华。

◆ 1996年11月8日

通过新会员：维明。

◆ 1996年11月24日

与现代企业管理协会联合主办商业专题

讲座“以客为尊的行销策略”。

◆ 1996年12月1日

举行19届会员大会，选出执行委员35名

及查账2名。

◆ 1997年1月10日

(1) 聘请台湾陆军副总司令颜忠诚中将

为外地名誉会长，并于1月14日设

宴款待。

(2) 聘请颜耀坤为名誉委员。

(3) 刊登丧事挽词，职员每人应乐捐

30新元。本会除提供丧家棺屏外，

不再支付现金。

(4) 通过新会员：丽晶、佐生、黛西、

 明水、嘉豪、睿杰、文忠、玲丽、

 铭芳、佩玲、佩芬、业桥、维钧

◆ 1997年1月11日

第19届执委就职典礼，敦请会务顾问挺

节宗长为监誓人。

◆ 1997年2月9日

新春团拜。主持：玉泉。负责人：美珠、

荣培

◆ 1997年2月21日

元宵联欢晚会

主持：玉泉。负责人：美珠、荣培

幸运抽奖奖品由永发、挺节、章湖、荣

源、清水、万成、少平及明林报效。

◆ 1997年2月22日

本会万成夫妇及荣培夫妇代表出席马

来西亚颜氏公会及马来西亚仁贵宗祠新届职

员就职典礼。

◆ 1997年3月7日

(1) 聘请马六甲马来西亚颜氏公会会

长拿督威拉文龙局绅宗长为外地

名誉会长。

(2) 聘请再兴宗长为名誉委员

 选出下列各股委员会职员

(3) 世界颜氏文化教育发展基金委员

会

 信托人：章湖、永发、诗琴博士、

    文祥、荣源

 管理委员会：

 主任：诗琴博士

 秘书长：荣源

 委员：万成、少平、清水

 审查委员会

 主任：惠明

 委员：文钟、玉泉、明林、取图

 聘请秉刚宗主，清煌教授为基金会

顾问，各地宗亲会现任会长为当然

顾问。

(4) 奖助学金审查委员会

 顾问：诗琴博士、允进博士、 

  俊福博士、允圣博士

 秘书：金镇 副：取图、华忠

 委员：荣源、少平、惠明、振隆、明林

(5) 乐龄组委员会

 顾问：怡欣

 主任：振隆 副：振忠、振起

 秘书：荣培 副：镜波

 财政：光成 副：贻泰

(6) 妇女组委员会

 顾问：颜张美玲、章湖夫人、 

 永发夫人、诗琴博士

    呈瑞夫人、挺尧夫人、

   振源夫人、清水夫人

 主任：荣源夫人 副：万成夫人、

    少平夫人、

    文钟夫人

 秘书：明林夫人 副：惠明夫人、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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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泉夫人、

    添宝夫人

 财政：桂花 副：美珠

(7) 青年组委员会

 顾问：荣源、万成、文钟

 主任：玉泉 副：添宝、文孝

 秘书：实成 副：清英、华忠

 财政：美华 副：怡霨

(8) 教育基金管理委员会

 主席：清秀 副：挺尧、振源

 秘书：少平

 委员：伯谦、华亮、清灿、

   允祥博士、应喜

(9) 福利基金管理委员会

 主席：东如 副：期伟、国钧

 委员：连川、荣聪、昌富、少安、乾侯

(10) 通过下列新会员

 京蓉、爱华、亚珍、雷龙、章杰、鸿州

◆ 1997年3月29日

秉刚宗主访问本会，章湖会长设宴款

待。

◆ 1997年4月1日

菲律宾张颜同宗总会理事长颜长江宗长

到访，章湖会长设宴款待。

◆ 1997年4月4日

(1) 本会副会长诗琴博士荣任中华总商

会教育主任。

(2) 聘请福建德化县颜氏公会会长颜

荣宗长为外地名誉会长。

(3) 聘请燕玲宗亲为名誉委员。

(4) 通过新会员：南进、颜成、锋杰、少

琨、少伟、丽玲、丽珊、丽琳、丽瑾、

龙强、旭鸣。

◆ 1997年4月4日

清明节追思大会：主持：万成

英语主讲：惠明。华语翻译：添宝

◆ 1997年4月12日

庆祝31周年会庆。

地点：本会礼堂

◆ 1997年4月14日

名誉委员江志宗长令德配及执行委员实

成宗亲令堂林氏太夫人逝世。

◆ 1997年5月7日

庆祝端午节品粽联欢晚会。由荣培与美

珠负责，万成协助。

◆ 1997年5月9日

(1) 常月会议开始前，为永久名誉会长

光辉宗长于4月28日的逝世，默哀

1分钟。

(2) 培栽宗长家人代申请为赞助人。家

属乐捐11,000新元

(3) 通过新会员：颜回、运星。

◆ 1997年5月10日

名誉委员再兴宗长逝世。

◆ 1997年5月13日

(1) 通过新会员：星明

(2) 聘请清鸿宗亲为名誉委员

◆ 1997年5月22日

菲律宾河源张颜同乡总会及滨钞坑颜氏

同乡会联会主办第4届世界颜氏宗亲联谊会。

本会代表团一行39人，名单如下：

顾问：颜永发、颜挺节

团长：颜章湖

副团长：颜诗琴博士

秘书长：颜荣源 

副秘书长：颜清水

财政：颜明林 副财政：颜华忠

干事：颜荣培、颜亚水、颜实成、颜永明

◆ 1997年6月7日

举行端午节品粽联欢晚会。由荣培及美

珠俩宗亲负责，万成宗亲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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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年6月13日

在菲律宾举行的第4届颜氏宗亲联谊

会，作出下列议决案：

(1) 成立世界颜氏总会，交由新加坡筹

备。名称与各地宗亲会协商后，再

交由第五届世联会决定。

(2) 定期出版《世界颜氏族人》报导性

刊物，编印费由世界颜氏文化教育

发展基金支付。

◆ 1997年7月18日

通过新会员：聪伯、美陵、梁雾。

◆ 1997年8月8日

本会与厦门公会联合呈献卡拉OK交流

会。

◆ 1997年8月15日

通过新会员：静意、敬晖。

◆ 1997年8月17日

本会与卫生部训练与健康教育处联合在

本会礼堂主办“牙齿健康展”。

◆ 1997年8月24日

国华宗贤追悼会。出席会员100余人。

◆ 1997年8月30日

国家档案局发起，颜永成学校校友会

推动，于直落亚逸与丝丝街交界处竖立颜永

成纪念碑。本会赞助舞狮团费用及建碑不敷

的一半费用，即5,625新元。本会中英文名称

及会徽刻在碑石上。

◆ 1997年9月9日

主办专题讲座“网络直销争取更大的自

由与财富”，主讲者为黄如福先生。

◆ 1997年9月13日

(1) 主办中秋节月光晚会。负责人：荣培

及万成

(2) 颁发奖助学金。

◆ 1997年10月5日

出席宗乡会馆联合总会第12届常年会员

大会，领取全国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招募会员

运动”竟赛A组优胜奖。

◆ 1997年10月17日

(1) 捐助福建永春颜氏宗亲联谊会人民

币10,000元，作购置会所用。

(2) 捐助同安颜氏宗祠人民币20,000 

元，作为重建宗祠。

(3) 捐助马六甲颜氏公会马币10,000元， 

作为购置会所用。

(4) 通过新会员：永培、慧芳、慧卿、宗

福、振鹏。

◆ 1997年10月27日

中国永春20人代表团由县长率团访问

本会，本会设宴款待。

◆ 1997年11月14日

(1) 通过新会员：天和、运彬。

(2) 议决此后执委选举，采1人提名，

1人附议，接受提名者须签名同意

始生效。提名及附议次数仅限一

次。

(3) 通过修订《颜氏公会福利简则》。

◆ 1997年11月29日

一行28人由副总务万成宗长率领，出席

麻坡颜氏公会妇女组庆祝成立就职典礼暨

筹募活动基金。

98年度常年会员大会。会后举行迎新会

员联欢晚会，并颁发96年10月始至97年11月

止，介绍最多新会员入会的冠、亚、季及殿军

优胜奖。获奖者：冠军——清水，亚军——荣

源，季军——京民、挺尧，殿军——明林，迎

新晚会由青年组负责策划及执行。

◆ 1997年12月14日

会长章湖宗长令长郎，本会副教育华忠

宗亲新婚，各部职员等共购买礼券11,430新

元，会长悉数捐给本会。

◆ 1997年12月6日

第20届常年会员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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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年1月9日

通过新会员：丽容、妙卿。

◆ 1998年1月30日

新春大团拜。主持：美珠宗亲、玉泉宗

亲。

◆ 1998年2月11日

元宵联欢晚会。主持：玉泉宗亲。

◆ 1998年2月14日

接受邀请，由会长率领会员及歌手

40人，参与布莱德岭民众联络所“卡拉OK歌

唱交流晚会”。

◆ 1998年3月6日

(1) 会议前起立为副查账贻泰宗长的

逝世默哀。宗长家属慨捐1,000新

元给公会。

(2) 选出德源宗长为副查账。

(3) 通过新会员：溪俊、銪汕、德胜。

◆ 1998年4月5日

清明节追思大会。主持：添宝宗亲。主

讲：荣源宗长。讲题：孝道

◆ 1998年4月10日

(1) 通过新会员：毓兵、永发、锋颖。

(2) 委派青年组副主任文孝宗亲出席宗

乡会馆青年联络处筹备会议。

◆ 1998年4月11日

32周年纪念，于会所设宴小庆。

◆ 1998年5月8日

通过新会员：国民。

◆ 1998年5月30日

端午节品粽联欢晚会。主持：荣培宗亲、

桂花宗亲。

◆ 1998年6月5日

(1) 会议前全体职员肃立，为副交际永

明宗长的逝世默哀。

(2) 通过新会员：德昌

◆ 1998年6月6日

举办“家庭日”聚会。

◆ 1998年6月18日

李焕树先生义务指导执委及执委伴侣

练习静坐功，为期3个月。

◆ 1998年7月4日

举办“家庭日”聚会。

◆ 1998年7月5日

6月初接从福建新宗亲颜信炳打来两次

电话，云因逾期居留，被扣于移民厅，请求公

会借予600新元，作为购买机票回国。基于亲

谊及人道立场，着秘书亲将款项在移民厅职

员面前交予信炳宗亲。

◆ 1998年8月7日

(1) 通过新会员：明发、文建。

(2) 顾问团主席挺节宗长已代草拟世

界颜氏总会章程。执委审阅及修订

后，一致通过交与第五届世界颜氏

联谊会各地代表讨论及通过，再向

我国社团注册局申请批准注册。

(3) 颜允 祥宗长令堂逝世，特献捐

3,500新元。

◆ 1998年9月4日

(1) 议决从下届开始，卸任会长为新届

当然“前会长”，职责为协助执委处

理会务。

(2) 通过新会员：素珍

(3) 响应中华总商会号召，职员及公会

合共捐献5,000新元，作为救济中

国水灾灾民。

◆ 1998年9月26日

举办“中秋节月光晚会”，并颂发奖助学

金。负责人：万成宗亲及玉泉宗亲。

◆ 1998年10月3日至8日

一行30人出席于福建永春召开的第五

届颜氏世联会暨永春颜氏宗亲联谊会成立三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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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永春颜氏宗亲联谊大厅落成庆典。会后

（3日至14日）往山东曲阜祭祖。

代表团名单如下：

顾问：颜挺节

团长：颜章湖 副团长：颜诗琴

秘书长：颜荣源 

副秘书长：颜清水、颜万成

财政：颜明林 副财政：颜少平

◆ 1998年10月25日

第二期卡拉OK歌唱班结业。

◆ 1998年10月30日

(1) 永久名誉会长文祥宗长为其令

郎挺 耀医生完婚，共献捐本会

8,280新元。

(2) 通过新会员：请菊、联友、美贞。

(3) 议决本会上网名称：

 http//www.ganclan.org.

◆ 1998年12月6日

选出第20届执行委员35名及查账2名。

◆ 1999年1月9日

第20届执委就职典礼。永久名誉会长

挺尧宗长BBM为监誓人，名誉会长来章宗长

颁发委任状。

◆ 1999年1月17日

顾问团副主席、永久荣誉会长，前任会

长永发宗贤追悼会。

◆ 1999年2月5日

(1) 曲阜颜氏宗亲联谊会筹建会所，本

会已为其筹得人民币85,000元。乐

捐的各宗长：章湖、荣源、清水、诗

琴及文祥诸宗长各乐捐10,000新

元。振节、万成、明林、少平及奋坚

诸宗长各乐捐5,000新元。

◆ 1999年2月21日

新春团拜。主持：桂花及玉泉两宗亲。

◆ 1999年2月29日

康乐股副主任振勋宗长逝世。

◆ 1999年3月2日

元宵联欢晚会。主持：文孝及清英两宗

亲。

◆ 1999年3月12日

(1)  英杰宗亲接任振勋宗长遗缺，其执

委遗缺由允进宗亲接任。

(2)  编印本届（20届）彩色职员通讯

录。

◆ 1999年3月28日

安溪会馆主办，本会、蔡氏、周氏、张

氏、傅氏、白氏、柯氏公会协办的系列讲座：

从性格看一生。主讲者为简永生先生。

◆ 1999年4月4日

清明节追思大会。添宝宗亲主持，诗琴

副会长致追思词。

◆ 1999年4月9日

为保障本会、会员及公众利益，议决本

会建筑物投保意外险。

◆ 1999年4月18日

(1)  世界颜氏宗亲联谊总会筹备委员会

在新颜氏公会会所召开。

(2) 本会会长向社团注册官请示注册

事，据云主要注册人士须为新公民

或永久居民，否则活动属非法。因

此，将征询各地宗亲会意见，探讨

更适合成立总会地点。

(3)  在亮阁(Otani)酒家举行33周年会

庆。策划及执行：万成总务。

◆ 1999年5月8日

总理公署兼社会发展部政务次长曾士

生访问本会，本会设宴款待。

◆ 1999年5月14日

(1)  聘请菲律宾钞坑颜氏公会现届理

事长颜受祷宗长、中国山东济南市

1999

08-S4.indd   130 4/17/08   10:55:17 AM



131

成长的岁月

颜炳罡教授，及福建安溪颜炳夫宗

长为本会外地名誉会长；聘请颜亚

礼宗长为本会名誉委员。

◆ 1999年5月28日

主办风水专题讲座，讲题是“漫谈易经

与风水作业之应用”，由许普林先生主讲，万

成宗长主持。

◆ 1999年6月18日

端午节品粽联欢晚会。主持：荣培及桂

花两宗亲。

◆ 1999年6月25日

委派文孝宗亲代表出席卫生部属下全

国健康教育为宗乡会馆主办的“社区保健伙

伴”研讨会。

◆ 1999年7月17日至7月19日

组团出席马来西亚颜氏公会联合总会成

立大会，雪兰莪颜氏公会庆祝三十三周年，青

年团十三周年暨妇女组成立典礼举行之“宗

亲之夜”晚宴。顺道访问：

(1) 马来亚仁贵颜氏宗祠／马六甲颜氏公

会。(2) 柔属颜氏公会。

团长：颜荣源　

秘书长：颜万成

副秘书长：颜少平

◆ 1999年7月28日

免费学习初级“元极功”气功，或称“元

极舞”气功，由中国湖北葛伟小姐指导。

◆ 1999年7月31日

联合吕氏公会，呈献华语卡拉OK交流

会。主持人：桂花宗亲

◆ 1999年8月21日

万成宗长代表出席由社会发展部主持

的“华族宗乡会馆在社区凝聚与社会福利服

务所扮演的角式”。

◆ 1999年8月26日

李金龙中医师主讲“如何预防中风和老

人痴呆症”。邀请吕氏公会、邝氏公会、晋江

会馆、安溪会馆、永春会馆出席聆听。负责

人：总务万成宗长。

◆ 1999年9月10日

已聘请专人重盖天台凉蓬及维修会

所。

◆ 1999年9月25日

中秋节月光晚会并颁发今年度奖助学

金。主持人：玉泉、实成、及文孝三宗亲。

◆ 1999年11月27日

青年组副组长实成宗亲主办“我国一日

游”教育观光团。参与人数42位。

◆ 1999年12月5日

(1)  第20届（1999年度）会员大会。

(2)  世界颜氏宗亲联谊总会筹委会在本

会礼堂召开会议，会后本会设宴款

待各地代表。

◆ 2000年1月14日

捐款人民币二十万元为曲阜颜氏宗亲联

谊会修复颜府部分费用。

◆ 2000年1月15日

邀请曹光裕中医师作专题医药演讲。讲

题为“如何防治膝关节退化”。

◆ 2000年1月22日至23日

受邀参与同安会馆青年组举行国际青

年交流会。本会代表：万成、玉泉及文孝三

位宗亲。

◆ 2000年2月7日

新春团拜。主持：桂花、玉泉及荣培三

位宗亲。

◆ 2000年2月19日

元宵联欢晚会。主持：玉泉、荣培及桂

花三位宗亲。

◆ 2000年4月2日

清明节追思大会。振忠宗长致追思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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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4月8日

庆祝34周年会庆（小庆）

◆ 2000年4月16日

邀请董政农师父主讲“龙年之八方风

水”。

◆ 2000年5月13日

邀请严元光医生主讲“如何防治大肠

癌”。

◆ 2000年5月30日

本会宴请中国厦门市海沧宗亲代表团、

菲律宾河源张颜同宗总会，及菲钞坑颜氏同

乡会代表团。

◆ 2000年6月3日

端午节品粽晚会。主持：荣培及桂花两

宗亲。

◆ 2000年8月5日

柔属颜氏公会青年团及妇女组代表团

一行约41人访问本会。本会代为安排一系列

观光节目。外地（澳洲）名誉会长颜清湟宗长

亦到访，本会一起设宴款待他们。

◆ 2000年9月8日

中秋节月光晚会暨颁发第28期奖助学

金。共37人获颁奖助学金9,700新元。主持：

万成及荣培两宗亲。

◆ 2000年10月7日

(1)  风水师蔡宗杉先生受邀到本会主

讲“现代人如何应用风水”。

◆ 2000年10月13日

(1)  青年组主任文孝宗长报告我会电脑

网页设计及内容安排。

(2)  议决设立颜氏公会投资私人有限

公司。此案再交由第21届常年会员

代表大会通过始生效。

◆ 2000年10月14日

本会顾问及永久名誉会长东如宗长令

幼男瑞彬结婚，将本会职员贺仪5,470新元，

另再乐捐5,000新元，捐作本会教育基金。

◆ 2000年12月9日

本会顾问文祥宗长为令嫒出阁，献捐本

会职员的贺仪2,380新元，作为教育基金。

◆ 2000年12月10日

(1)  举行第21届（2001-2002）会员

大会，选出新届执委35名及查账

2名。

(2)  会员大会通过成立投资私人有限

公司。

◆ 2000年12月22日

赞助“春到河畔迎新年20 01”费用

1,000新元

◆ 2001年1月5日

第21届执行委员会职员就职典礼。

敦请名誉顾问颜来章宗长监誓，副顾问

团主席颜诗琴博士颁委任状。

◆ 2001年1月28日

新春团拜及颁发度岁金。主持：桂花、

文孝及凤娇三宗亲。

◆ 2001年2月4日

本会副青年主任实成宗亲令胞兄颜回宗

亲因病逝世，丧家将执委赙仪760新元，全数

捐给本会，作为福利基金。

◆ 2001年2月7日

元宵节联欢晚会。主持：汉钦、文孝及

清祥三宗亲。

◆ 2001年2月9日

(1)  投资公司的注册英文商号：

 Gan Clan Association (S) Pte Ltd。

 章湖及荣源两宗长为当然董事。

(2)  1 1 人 获 颁 长 期 服 务 奖：振 忠 

荣源、挺节、清祥、振兴、少平、 

镜波、万成、振隆、添宝、亚水

(3)  世界颜氏文化教育发展基金赞助 

《陋巷志》编委会出版费新币一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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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已获得第六届世界颜氏宗亲联

谊总会通过）。

(4) 赠送价值不超过一千元的金牌一面

予高亚芳女士（扁姑），高女士服

务本会长达27年。

(5)  汉钦宗长报效所有现场伴唱乐器，

总值3,579新元。

(6) 维修天台等工程由章湖及少平两宗

长全权处理。

(7)  已征得六位宗长为永久名誉会长，

各献捐一万元，他们是：

 少平、汉钦、文发、振隆、德利、 

华忠

◆ 2001年2月10日

马来西亚仁贵颜氏宗祠族长拿督颜亨赐

局绅逝世，其家人捐献本会马币一千元。

◆ 2001年2月15日

清水副会长及万成总务代表我会出席

由中华总商会举行的悼念日本占领时期死难

人民第34届祭礼。

◆ 2001年3月9日

(1)  聘请柔属颜氏公会颜泱仁宗长及

马来西亚仁贵宗祠颜山迪宗长为外

地名誉会长。

◆ 2001年3月21日

福建安海侨联会邀请出席安平颜氏家

庙举行重建落成典礼。本会议决寄上贺仪人

民币五千元。

◆ 2001年4月1日

清明节追思大会。章湖宗长致追思词。

◆ 2001年4月6日

“颜氏公会（新）私人有限公司”获准

注册。

◆ 2001年4月14日

庆祝35周年会庆（中庆）。地点：国敦河

畔大酒店。

◆ 2001年4月15日

森美兰代表颜文生宗长在与本会执委

交流会上，谈及该会购买会所时，吁请新宗

亲支持此举。执委现场捐出马币15,500元。

◆ 2001年4月27日

荣源会长、章湖前会长及清水副会长

代表出席于山东曲阜召开的第七届世界颜氏

联谊大会筹备会议。

◆ 2001年5月11日

同安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主任陈聪聪

一行6人代表团访问我会。

◆ 2001年5月25日

南京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主任，也是

我会外地名誉会长颜健建宗长一行6人访问

我会。

◆ 2001年5月27日

本会35人代表团，出席马六甲仁贵颜氏

宗祠成立50周年纪念晚宴。

◆ 2001年6月23日

端午节品粽联欢晚会。主持：荣培、 

凤娇、文孝及桂花四宗亲。

◆ 2001年7月4日

外地名誉会长颜清湟教授访问我会。

◆ 2001年7月20日

中国山东临沂市颜氏宗亲会会长颜世谦

宗长一行4人莅临我会访问。

◆ 2001年8月7日

本会第16届副会长颜明烈宗长逝世。

◆ 2001年8月10日

本会正交际颜添宝宗亲今年国庆日荣膺

总统颁赐公共服务勋章PBM。

◆ 2001年8月11日

乐队伴奏歌唱班举行成立典礼，共有

9友会派员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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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9月7日

“新加坡颜氏公会教育基金颁发简

则”业已修订完毕。

◆ 2001年9月27日

颜婉玉女士在亚细安文明博物馆示范

在瓷器上绘画，为儿童癌症基金筹款，本会

赞助S$500.00。

◆ 2001年9月28日

本月约二十位执委参加新加坡颜永成

学校校友会的常年晚会。

◆ 2001年9月29日

中秋节月光晚会。主持：凤娇、桂花及

美珠三宗亲。

◆ 2001年9月30日

第29期奖助学金颁奖典礼。本期共有

35位获颁奖助学金，总奖金6,850新元。

◆ 2001年11月3日

我会名誉顾问颜来章宗长及颜金勇宗

长获选为我国国会议员。

◆ 2001年11月9日

(1)  山东曲阜颜林围墙重修，本会允诺

二十万元捐款已悉数汇上。

(2)  我会新的屋契已取得。五名产业信

托人亦将获得一份副本。

◆ 2001年11月29日

李金龙医师为我会主讲“中医眼科十种

疾病”。

◆ 2001年12月2日

2001年度会员大会。

◆ 2001年12月31日

倒数迎接2002年自由烧烤联欢晚会。

◆ 2002年1月

选出第22届（2003-2004）职员筹备委

员会：

主席：荣源 秘书：万成 

委员：挺节、章湖、清水、少平、明林、 

 维明、亚水、玉泉、京民

◆ 2002年2月17日

(1)  新春团拜。主持：文孝、清祥、桂花

及凤娇4位宗亲。

(2)  颁发度岁金二百元给颜金贤宗亲。

◆ 2002年2月26日

元宵节联欢晚会。主持：文孝、清祥、 

桂花及凤娇4位宗亲。

◆ 2002年3月1日

执委会议前，全体肃立，为我国前总统

王鼎昌恸于2002年2月8日病逝默哀。

◆ 2002年3月9日

致今宗长为长男完婚，特将执委贺仪

$1770.00，捐与本会作为教育基金。

◆ 2002年3月23日

福建永春县委书记潘燕燕女士，永春

县政协副主席，及侨联主席兼本会外地名誉

会长颜华煨宗长到访，本会设宴款待。

◆ 2002年4月6日

在会设宴庆祝本会成立36周年会庆。

◆ 2002年4月12日

(1) 聘请中国山东省临沂市颜世谦宗长

为外地名誉会长。

(2) 本会会所助理高亚芳女士，因病请

辞，执委会允予所请，并订于20日

设宴欢送及赠与6,000新元红包。

◆ 2002年4月14日

(1)  清明节追思大会。主持：维明宗亲 

 致追思词：清水副会长

(2)  山东省临沂市市长李群先生率领代

表团，及临沂市颜子研究会会长，

曲阜颜氏联谊会会长颜世谦宗长一

行45人访问本会。本会设宴款待。

◆ 2002年5月5日

乌敏岛一日游，共34人参加。青年组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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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6月15日

端午节品粽晚会。主持：清祥、文孝及

凤娇三宗亲。

◆ 2002年6月18日

本会顾问团副主席颜诗琴博士受委为

新加坡共和国官委国会议员。

◆ 2002年6月26日至27日

第七届世界颜氏宗亲联谊大会第二次筹

备会议在香港召开，代表本会出席者：荣源

会长、章湖前会长、清水副会长

◆ 2002年7月4日

委派青年组文孝主任代表出席“全国汽

车寻幽探秘”活动。

◆ 2002年7月12日

聘请山东省曲阜市颜廷淦宗长为本会外

地名誉会长。

◆ 2002年8月1日

(1)  聘请中国江苏省颜廷飞宗长，湖南

省颜坚生宗长及台湾颜武胜宗长为

本会外地名誉会长。

(2)  重建翰博府需人民币$1,160万元，

由各地颜氏公会及曲阜人民政府

分担费用。本会承诺分担人民币

40万元。

(3) 《陋巷志》将出版，本会订购新本

1000本，古本200本，共付人民币

60,000元（不包括运费）。

◆ 2002年8月2日

颜永成学校新校舍落成，由教育部长主

持开幕典礼。该校邀请我会顾问章湖宗长及

10位代表出席观礼。

◆ 2002年8月10日

福建省永春市遭遇热带风暴袭击，造成

财物惨重损失，恳请救助，本会执委共捐出

人民币100,000元济急。

◆ 2002年8月31日

山东省临沂市颜世谦宗长一行12人来

访，本会接待游览我国景点及招待午餐。

◆ 2002年9月8日

2002年（第30期）奖助学金颁奖典礼。

共26人获奖，总奖金9,500新元。

◆ 2002年9月21日

中秋节联欢晚会及灯笼制作比赛。主

持：桂花、凤娇及清祥三宗亲。

◆ 2002年10月30日

本会顾问挺尧宗长BBM为令幼郎少伟

宗亲与萧薇玲小姐举行婚礼，特将宗亲贺仪

2,000新元捐给本会，作为教育基金。

◆ 2002年11月1日

会所正面屋檐一角有裂缝，礼堂柚木

地板，大厅后部等，每逢大雨漏水，执委会

通过修葺，工程已完成，总支出12,380.30新

元。

◆ 2002年12月8日

复选选出第22届（2003-2004）执行委

员会各部职员。

◆ 2002年12月31日

康乐与总务组联合主办第二次倒数

2002年自由烧烤联欢晚会。

◆ 2003年1月3日

(1)  赞助1,000新元，作为“春到河畔迎

新年2003”的经费。

(2)  章湖宗长为令幼媛结婚之喜，将

部分贺仪3,000新元捐给公会卡拉

ok小组，作为购置器材之用。

◆ 2003年1月18日

第22届职员就职典礼，敦请名誉顾问金

勇宗长为监誓人，来章宗长颁发委任证书。

晚宴由清水、章湖、荣源、少平及金镇

联合宴请。

2003

08-S4.indd   135 4/17/08   10:55:25 AM



新加坡颜氏公会四十周年纪念特刊

136

◆ 2003年1月29日

永久名誉会长拱枫令德配不幸病逝，将

3,000新元献捐给本会，作为福利基金。

◆ 2003年2月3日

(1)  新春团拜。主持：玉锭及桂花两位

宗亲。

(2)  会长颁发度岁金给颜金贤宗长。

◆ 2003年2月15日

元宵节联欢晚会。主持：康乐组及青年

组。

◆ 2003年3月7日

(1)  聘请马六甲颜氏公会副会长颜芳安

宗长及雪隆颜氏公会署理会长颜

进明宗长为我会外地名誉会长。

(2)  荣任第二届世界颜氏宗亲联谊总会

理事：

 永久会务顾问：章湖宗长、荣源宗长

 副总会长：清水宗长

 理事：少平宗长、万成宗长

(3)  聘请颜小凤医生为本会医药顾问。

◆ 2003年3月23日

本会顾问团副主席挺尧宗长为长郎举行

结婚之喜，将公会宗亲贺仪1950新元回捐公

会，作为教育基金。

◆ 2003年4月6日

清明节追思大会。主持：维明宗亲。

◆ 2003年4月18日

本会名誉委员怡欣宗长不幸病逝。

◆ 2003年5月30日

端午节品粽大会，因沙斯而低调庆祝。

◆ 2003年5月31日

(1) 响应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号召，筹款

抗沙斯，购买一百张“新加坡摆脱

沙斯大抽奖”，每张3元。

(2)  成立颜子研究会理事会：

 顾问：章湖、挺节

 主席：荣源 副：清水、少平

 秘书：万成 副：文福

 财政：明林 副：京民

 理事：维明、玉泉、凤娇、玉锭、

  桂花、德利、文孝、秋亮、

  汉钦

◆ 2003年6月29日

康乐组负责，中文书长江宗长赞助部分

经费的教育观光一日游，反应热烈，名额全

满。

◆ 2003年7月5日

假亮阁新大谷酒店凤凰厅，庆祝我会成

立37周年纪念联欢晚宴，本会名誉顾问兼马

林百列集选区国会议员来章宗长为主宾。

◆ 2003年9月1日

世颜宗亲联谊大会通过，由世界颜氏文

化教育发展基金赞助，请颜炳罡教授保送颜

炳刚宗主到山东大学深造三年。

◆ 2003年9月5日

聘请中国山东省济南市颜秉真宗长及江

苏省颜治平宗长为本会外地名誉会长。

◆ 2003年9月6日

中秋节月光晚会。

◆ 2003年9月12日及13日

第八届颜氏宗亲联谊大会筹备委员会在

我国富丽华大酒店会议厅召开。

◆ 2003年10月5日

举行奖助学金颁发典礼，共有29人获

颁，总奖金10,700新元。

◆ 2003年10月10日

部分理事代表出席颜永成中学校友会

假统一大酒店举行的周年晚会。

◆ 2003年10月20日

本会执行委员正荣宗长不幸病逝，享年

58岁。丧家把公会的1,000新元赙仪回赠给

公会，作为福利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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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10月24日

本会前外地名誉会长颜崇图宗长，其夫

人日前逝世，将部分赙仪折成700新元，捐与

本会作为福利基金。

◆ 2003年11月1日

本会主办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及宗亲会长

聚餐会协办的座谈会，讲题：“社团对选举

制度的探讨”。

主讲：海南会馆主席李亚丰律师，南洋

梁氏公会会长梁奕嵩先生及汾阳郭氏公会

会长郭文龙先生。主持：万成总务。

◆ 2003年11月8日至10日

本会26人代表团，出席了马来西亚颜氏

公会联合总会5周年纪念晚宴，并顺道拜访

各州颜氏公会。团长：清水 秘书长：万成。

◆ 2003年12月14日

第22届(2003)常年会员大会。主持：桂

花宗长。

◆ 2004年1月2日

聘请中国广东省颜达宗长，浙江省颜国

库宗长及湖南省颜达明宗长为本会外地名誉

会长。

◆ 2004年1月25日

(1) 新春团拜。主持：文福及凤娇两宗

亲。

(2) 顾问团及执委在千禧楼聚餐，每人

缴费30新元。

(3) 仅颜金贤宗长领取渡岁金。

◆ 2004年2月5日

元宵联欢晚会。主持：玉泉及凤娇两宗

亲。

◆ 2004年2月19日

本会副交际主任呈注宗长，不幸病逝。

◆ 2004年3月5日

(1) 成立乐队伴奏歌唱班管理委员会。

(2) 成立电脑网络小组。

(3) 第二十二届职员任期年底届满，筹

备选举委员会由下列人士组成：

 主席：清水  秘书：万成

 委员：挺节、章湖、荣源、少平

   明林、文福、玉泉、京民  

  玉锭

◆ 2004年3月13日

陈建生中医学博士主讲“中医对不孕症

的治疗”及“中医对前列腺病的防治”。

◆ 2004年3月28日

清明节追思大会。文福宗亲主讲“当今

与旧时对清明节的不同与演变”。

◆ 2004年4月5日

(1)  谢景松执行秘书退休。介绍新秘

书何惠禄先生。

(2)  颁发纪念品给2002年招募会员前

两名得主清水及万成两宗长。

(3)  赞助荷兰—武吉班让集选区福利与

教育基金会3,000新元。

◆ 2004年4月11日

本会外地名誉会长（槟城）准拿督颜裕

春宗长病逝。

◆ 2004年4月17日

在本会礼堂庆祝成立38周年联欢晚

宴。

◆ 2004年4月23日

颜子研究会座谈会。荣源前会长主讲。

讲题：当今世界颜氏宗亲联谊活动缘起。

◆ 2004年5月1日

清水、章湖及桂花三宗长代表参加南洋

方氏总会主办的第二届全国宗乡会馆华语卡

拉OK大比赛。

◆ 2004年5月15日

如切民众俱乐部乐龄组主办“乡情卡拉

OK歌唱交流会”，共16间社团参加，本会代

表为清水会长及永久会务顾问章湖宗长。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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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6月1日

何惠禄先生正式就任本会秘书。

◆ 2004年6月5日

清祥宗长令堂郭氏圆娘逝世。

◆ 2004年6月9日

端午节品粽联欢会

◆ 2004年6月11日

雪兰莪瓜拉冷岳鲁国（颜氏）安福堂堂

主颜赞高和总务颜永权领队，一行88人，来

我会访问及交流。本会设宴款待。主持：万

成宗长。

◆ 2004年6月12日

晋江会馆、李氏总会及颜氏公会联合主

办卡拉OK晚会。

为传统南音社成立十周年纪念特刊题

词“南乐徊萦”。

◆ 2004年6月19日

端午节品粽晚会。

◆ 2004年6月25日

颜子研究会主办讲座，由荣源前会长主

讲“圣母颜征在及孔子”。主持：万成总务。

◆ 2004年7月9日

委派颜荣源宗长出席在福建永春召开

的第八届世界颜氏宗亲联谊大会第二次筹备

会议。

◆ 2004年8月14日

晋江会馆、李氏总会及颜氏公会联合主

办第二场卡拉OK观摩会，地点在本会礼堂，

定名为“欢颜之夜”。主持：桂花主任。

◆ 2004年8月23日

颜子文化专题讲座系列三。讲题：复圣公

颜回。主讲：颜荣源宗长。主持：兆雄宗长。

◆ 2004年9月5日

全国肾脏基金与本会联办的全方位健

康检查，在本会礼堂进行，受检人数54位。

◆ 2004年9月12日

第八届世界颜氏宗亲联谊大会主席颜

世谦宗长等4人到访。

◆ 2004年9月18日至9月29日

出席第八届世界颜氏宗亲联谊大会及国

际孔子文化节。

团长：荣源 秘书：兆雄  财政：亚水

大会颁发13项10奖品，新加坡获奖名

单：

十佳儒商奖：颜章湖宗长

十佳杰出人物代表：颜诗琴宗长

十佳贡献奖：颜清水宗长

十佳奉献奖：颜荣源宗长

◆ 2004年9月25日

中秋节月光晚会。

◆ 2004年10月9日

由晋江会馆，李氏总会及颜氏公会主办

的卡拉OK观摩会，在惹兰勿刹李氏总会礼堂

举行。

◆ 2004年10月19日

祝贺李显龙先生接任我国总理。晚宴

于文华大酒店举行。本会订一桌（10人）宴

席。

◆ 2004年10月4日

本会正财政京民宗长令堂逝世。

◆ 2004年10月24日

奖助学金颁奖典礼。共有44人获奖，总

奖金9,700新元。文福宗长以英语致词，桂花

宗长主持仪式。

◆ 2004年10月29日

颜永成中学校友会周年晚宴，本会10人

出席。

◆ 2004年11月17日

新传媒集团属下戏剧组商借本会后部旋

转楼梯，作为拍摄 One Last Dance 部分背

景。

08-S4.indd   138 4/17/08   10:55:29 AM



139

成长的岁月

◆ 2004年12月16日

宗乡总会及中华总商会联合向吴作栋资

政致敬晚宴，本会委派玉锭宗亲夫妇，桂花

及凤娇宗亲出席。

◆ 2004年12月18日

8间会馆（包括本会）假宗乡总会礼堂联

办“我爱华语歌唱观摩晚会”，大会主宾是教

育部政务部长曾士生先生。

◆ 2004年12月19日

第23届会员大会选出35位委员及2位查

账。主持：桂花宗长。

◆ 2005年1月29日

第23届执委就职典礼。监誓人：颜挺节

宗长，颁发证书者：颜章湖宗长。典礼后，宴

会费2,985新元，由会长清水，副会长少平和

万成，及章湖、挺节、明林、文福、荣源赞助。

◆ 2005年2月1日

海啸赈灾捐款3,180新元，由清水会长

与万成副会长将义款交与新加坡红十字会。

◆ 2005年2月7日

赞助“春到河畔2005”经费1,000新

元。

◆ 2005年2月13日

新春团拜。

◆ 2005年2月22日

执委常年新春团拜。

◆ 2005年2月23日

元宵节新春晚会。主持：天赞宗亲、凤娇

宗亲。

◆ 2005年3月8日

运动与休闲之需求调查，共收到8份回

条。

◆ 2005年3月15日

颜子文化研究会讲座。

讲题：颜氏家训。主讲：荣源宗长。

主持：兆雄宗长。

新届（2005-2006）颜子研究理事会成

立典礼。

◆ 2005年4月3日

清明节追思大会。主讲：荣源宗长。讲

题：孝道。

◆ 2005年4月16日

本会39周年会庆。地点：本会礼堂。

◆ 2005年4月22日

颜子文化专题讲座系列五。讲题：颜氏

公会40年发展历程。主讲：荣源宗长。主持：

兆雄宗长。

◆ 2005年4月30日

因进修高级课程，何惠禄秘书辞职。

◆ 2005年5月13日

(1) 清水令嫒结婚之喜，将执委贺仪

1,400新元捐赠本会现场乐队购置

新乐器。

(2) 通过修订的“新加坡颜氏公会教育

奖助学金简则”。

◆ 2005年6月11日

端午节品粽联欢晚会。主持：桂花宗

长、玉锭宗长。

◆ 2005年6月15日

颜子文化研究会专题讲座系列六。讲

题：新加坡颜氏公会倡办人颜有政宗贤。主

讲：挺节宗长、诗琴宗长。主持：荣源宗长。

◆ 2005年6月20日

新聘执行秘书陈昭弟女士上任。

◆ 2005年7月9日

安溪会馆，许氏总会及本会联办首场卡

拉OK观摩会。地点：许氏总会。

◆ 2005年8月1日

宽带网页已开通。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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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9月1日

本会外坡名誉会长颜清湟教授到访。

◆ 2005年9月9日

(1) 聘请山东颜培明宗长，江苏颜春龙

宗长，台湾颜武胜宗长，湖南颜银

生宗长及山东曲阜颜景臣宗长为外

地名誉会长。

(2) 赞助山东苍山古祠开幕贺仪新币

1,000新元。

◆ 2005年9月10日

本会与许氏总会及安溪会馆联办第二

场卡拉OK观摩会。地点：本会礼堂。主持：

文福宗长、桂花宗长、凤娇宗长。

◆ 2005年9月17日

中秋节月光晚会。主持：天赞宗长。

◆ 2005年9月20日

委派荣源宗长和兆雄宗长代表本会出

席中国山东曲阜主办今年度的孔子文化节一

并顺道出席9月28日在桂林召开的第9届世界

颜氏宗亲联谊会筹委会会议。

◆ 2005年10月1日

本会名誉顾问颜金勇宗长荣膺我国教育

部暨人力部政务部长。

◆ 2005年10月1日

本会助理朱碧秋女士离任，新聘郑巾娘

女士接替其工作。

◆ 2005年10月23日

颁发本年度奖助学金。25位，总奖金

7,300新元。

◆ 2005年11月5日

许氏总会，颜氏公会及安溪会馆联合主

办的第3次观摩晚会，在安溪会馆举行。

◆ 2005年11月12日

马六甲颜氏公会大厦落成开幕典礼，及

马来西亚仁贵颜氏宗祠和马六甲颜氏公会联

合主办全国第7届宗亲会华语卡拉OK歌唱比

赛。本会宗亲及家属共18位参加。

◆ 2005年12月4日

第23届 (2005-2006) 常年会员大会。

◆ 2005年12月9日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20周年会庆

及筹款晚宴。本会赞助2,000新元。

◆ 2006年1月6日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主办的“春到

河畔迎新年2006”，本会依往年惯例，赞助

1,000新元。

◆ 2006年1月31日

新春团拜。

◆ 2006年2月3日

第三次执委常年新春聚餐会在千禧楼

餐馆举行。

◆ 2006年2月12日

元宵节联欢晚会。主持：玉泉宗长、天赞

宗长。

◆ 2006年4月2日

清明节追思大会讲题：孝道。主讲：万

成宗长。主持：兆雄宗长。

◆ 2006年4月5日

讲座：新加坡颜氏公会及颜子研究会主

办：“世界颜氏宗亲联谊大会对族人之影响

及展望”。主讲：颜荣源宗长。主持：颜清湟

教授。

◆ 2006年4月6日

新加 坡 颜氏 公 会及 颜子研 究会主

办：“弘扬儒家颜子精神——塑造健康人

格”讲座。主讲：颜素珍教授（江苏）。主持：

颜清湟教授。

◆ 2006年4月8日

本会40周年会庆联欢晚宴。主宾：我

国国会议员暨本会名誉顾问颜金勇宗长。地

点：海皇歌剧院。赴宴宗亲每人获赠本会

40周年VCD一张。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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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纲

第一条  定 名：本会定 名为“新加

坡颜氏公会”，英文名为 The Gan Clan 

Association。

第二条 宗旨：本会以联络我族宗亲情

谊，促进团结精神，谋取互助福利为宗旨。

第三条 会址：本会会址现设在“新加

坡武吉巴梳律门牌十八至廿号，三楼”。

第二章 会员

第四条 会员：永久会员   

第五条 资格：凡属颜氏宗亲，年满十

八岁以上，品行端正，有正当职业，同意本会

宗旨，遵守本会章程及一切议决案者，不分

性别，皆可申请加入为会员。

第六条 入会：欲加入本会为会员者，

须填具入会申请书，由会员一人之介绍后，

送交秘书处，再由秘书处将其申请书揭示于

本会所内之通告牌上一星期，倘无人提出反

对，则交由执委会审查通过，一经通过后，

秘书处即通知其到会缴纳入会费，方为正式

会员。

第七条 义务：(一)永久会员于入会时

一次缴纳入会费 100元。

(二) 乐捐特别捐。  

新加坡颜氏公会章程

第八条权利：(一)有选举权及被选举

权。

(二) 对本会会务及兴革与福利事宜，有

建议权、表决权及享受权。

第九条 退会：

(一) 凡会员有不遵守本会章程规则及

一切议决案，暨有破坏团结、妨碍会务或假

借本会名义招摇撞骗者，由本执委会委员调

查属实后，执委会有权促其自动退会。

(二) 退会会员，不得要求退回其以前所

缴纳之会费及捐赠之财物。

第三章组织

第十条 会员大会：会员大会为最高权

力机关，由全体会员组织之。

第十一条 执行委员会:执委会规定委

员35名，均属义务职，每年开会员大会一次，

每两年选举执委一次。

第十二条 职员：由全体执委互选下列

职员：

(一)会长：正会长一人，副会长二人。

(二)总务：正总务一人，副总务二人。

(三)财政：正副各一人。

(四)文书：中文书正一人，副一人，英文

书正一人，副一人。

(五)福利：正福利一人，副福利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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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交际：正交际一人，副交际二人。

(七)教育：正教育一人，副教育二人。

(八)康乐：正康乐一人，副康乐二人。

(九)青年股：正青年一人，副青年二人。

(十)执行委员八人

(十一)以上各股必要时得聘请委员协

助，惟须经执委会通过。

第十三条 查账：计二名，由会员大会

直接选举之。

第十四条 产业信托人:规定五名，由

每一届选举会员大会选举之。

第十五条名誉会长：本会设名誉会长若

干名，由执委会敦请资望素孚之宗亲任之。

第十六条 办事人员：本会必要时得聘

任受薪秘书及办事人员若干名。

第四章  职权

第十七条 会员大会：

(一)修订章程；

(二)表决经费之预算案；

(三)接受执委会之会务及财政报告；

(四)选举执委、查账员及产业信托人。

第十八条 执行委员会: 

(一)执行会员大会之议决案；

(二)互选职员，并敦请名誉会长；

(三)选补辞职或出缺之执委；

(四)计划及督导本会之日常会务；

(五)筹办改选事项及厘定各项办事细

则；

(六)任免秘书及办理人员。

第十九条 名誉会长：得受邀出席执

委会会议，但无表决权。

第廿条 各股职权：

(一)会长：

 (甲)为会员大会及执委会当然主

席；

 (乙)对外代表本会，对内主持会

务；

 (丙)执管本会正印, 签署重要文件及

银行支票；

 (丁)召集各项会议。

(二)副会长：襄助会长处理会务，并于会

长缺席时代行其职权。

(三)总务：负责办理不属于各股之一切

会务。

(四)副总务：协助总务办理该股工作，并

于总务不在时代理其职权。

(五)财政：掌握本会收支款项，逐月造

表报告。

(六)副财政：助理财政，并于财政不在

时代理其职权。

(七)中文书：保管与选举本会文件，记载

各项会议记录。

(八)英文书：撰拟英文文件。

(九)正副福利：办理会员之福利事宜。

(十)正副交际：秉承会长代表本会对外

之交际事宜。

(十一)教育：办理本会会员教育事宜。

(十二)康乐：促进本会会员健康活动。

(十三)青年：促进会员子女之健康活

动。

(十四)各股副主任必须协助各别正主任

执行任务。

第廿一条 查账员：查账员不得兼任执

委，其任务为核查本会账目，并须于会员大会

提出报告。此外也得以其任期内受会长之指

示，查核本会当年任何三年，不得连任。

第廿二条 产业信托人:本会如置有不

动产，则该产业须交由信托人管理，惟信托

人须签订受托书方可。任何信托人均可随时

辞职，如有逝世或患神经病或长期迁离本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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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离开本邦逾一年之久者，则将被认为经已

辞职。如信托人因行为不检以致不适继续在

本会信托人之职，则本会得召开会员大会，

由大会将信托人地位取消，然后另选他人以

承其缺，信托人名额不得超过五名，惟不得

少过两名，召开会员大会以便讨论辞退某信

托人而另委他人以承其缺之提议，须于大

会召开前两星期揭示于会所之内俾众周知，

大会议决后须将决案呈报社团注册官请其 

批准。

第五章选举

第廿三条 选举日期：本会每届选举日

期定于每两年12月份举行之。

第廿四条 选举方式：(一)用投票方

式，以票数多者当选；

(二)各股职员由执委互选兼任之；

(三)执委或职员当选后于接到通知书一

星期内，如无来函辞职者，即系接受。

第廿五条 任期：执委或职员之任期均

为两年，期满连选得连任，惟财政不得连任，

正会长只得连任二届。

第廿六条 交卸：本会新旧职员交卸定

于每届，一月内举行之，凡属本会财产用物，

须造册填明，并共同签名负责交卸。

第六章  会议

第廿七条 会员大会：会员大会定期每

年12月份举行，会员至少70人以上出席为法

定人数。

第廿八条 特别会员大会:会如有会员

15人以上联名来函请求召开特别会员大会

而经执委会认可时，则会长须照为召开，且

须于开会前一星期发函通告，大会主席得临

时推举，会议事项不得超过所列之议程范围

外。

第廿九条 会员大会或特别会员大会

于开会时如不足法定人数，则应延会至半

小时后，届时仍若不足法定人数，则出席人

数不论多寡即可算为已达法定人数，照为开

会，惟该次会议对于现行会章各项，则一概

无权加以增删或修改。

第卅条  执行委员会 : 执委 会会 议

1月/2月举行一次，由会长或总务召集之，最

少须有过半数之执委出席方为有效，急要

时，会长亦得召开特别会议。

第七章   经费及财政之管理

第卅一条 经费来源：本会经费来源为

会员入会费及捐款。

第卅二条 财政之管理: 

(一) 财政保管本会银项，对收入银款超

过1000元时，应存入执委会指定之银行。

(二) 储蓄银行之银款，支领时须由正会

长及其中一位副会长、正财政及副财政四人

中之任何二人签名加盖本会印章方为有效。

(三) 执委会有权通过每月不超过一万元

之开销。任何超过一万元之开销，应提交会

员大会通过。

第八章 禁例

第卅三条 禁例：

(一) 在会馆内不得进行任何非法事项。

禁止任何方式赌博。

(二) 本会公款不得用以缴付任何会员受

法庭处罚之款。

(三) 本会不得图谋限制工商业或物价，

或以其他任何方式加以干预，亦不得从事职

工会法令所规定之任何职工会活动。

(四) 本会不得用本会名义或本会职员、

委员会、会员等名义开设彩票，无论彩票是否

仅限于会员购买，一律均在禁止之例。

(五) 本会不得参与政治，亦不得将公款

或会所供作政治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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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附则

第卅四条 执行委员：本执行委员会委

员，遇有事故，不克出席常月会议时，须具函

告假，如连续缺席三次而无具函告假者，即

作为自动辞职论，其遗缺将由执行委员会于

一个月内按照后补执委之票数多寡依次递

补之。

第卅五条  修订会章：本会章倘有不

妥之处，得由执委会修订，并提交会员大会

通过后，呈请社团注册官批准方为有效。

第卅六条 解散：

(一) 本会如欲解散，须以召开特别会员

大会由会员亲自出席或托人代表出席，或以

邮寄等方式，由全体居于新加坡之会员人数

最少五份之三表决赞同方可进行。

(二) 本会如依照上述 (一) 项规定解散

时，则本会一切合法债务须全数付清，余款

则捐赠慈善机关。

(三) 解散后须于七日内具函向社团注册

官报告。

注：修订章程条文有待社团注册官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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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I  GENERAL

1. NAME:
 The Gan Clan Association

2. OBJECTS:
 To foster unity and render mutual assistance to 

each other s warefare among the members.

3. ADDRESS:
 The place of business of the Association is at No. 

18-20B, Bukit Pasoh Road, Singapore 089832.

Chapter II  MEMBERSHIP

4. CLASS OF MEMBER:
 Life Members

5. QUALIFICATION:
 Any person bearing the surname of Gan over the age 

of 18 years, of good character and occupation, who 
is in sympathy with the objects and willing to abide 
by the rules and resolution of the association may 
apply to the association to become a member.

6. ENTRY:
 Any applicant for membership shall fill up and 

application form and recommend by one member of 
the association. The application shall be submitted 
to the secretary of the association, he shall post 
it on the notice board of the association for one 
week, if no objection is raised during such period 
the committee shall verify for its approval. After 
having been passed the secretary may advise him 
to pay the entrance fee and annual subscription.

7. OBLIGATION:
 a) Life member shall pay the entrance fee of $100 

on becoming a member of the association, 
annual subscription is exempted.

 b) To donate the contribution.
 c) To abide by all the rules, resolutions and 

discipline of the association.

8. PRIVILEDGES:
 a) Each member is entitled to vote or to be 

voted.
 b) Each member has the right to suggest, vote 

and enjoy on any affecting reform matters and 
improvement of the association.

9. EXPULSION:
 a) If any member of the association is found 

to disobey the rules or fail to abide by the 
resolutions passed by the association, or destroy 
unity or obstruct in any way the smooth running 
of the association or make use of the association 
s name for the purpose of cheating, on after an 
investigation having been made by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has the 
right to withdraw his membership,

 b) No refund shall be claimed by any resigned or 
expelled member in respect of any entrance fee 
and annual subscription or special contribution 
previously paid.

Chapter III  ORGANISATION

10. GENERAL MEETING:
 The General Meeting of members is the highest 

authority of the association.

11. EXECUTIVES COMMITTEE: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shall consist of 35 

members of a voluntary nature and shall be elected 
at the alternate General Meeting held annually.

12. OFFICER BEARERS:
 The following Officer Bearers shall be elected 

by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from among its 
members:-

 a) A President and two Vice-Presidents;
 b) A Secretary and two Assistant Secretaries;
 c)  A Treasurer and An Assistant Treasurer;
 d)  One Chinese and one English correspondence 

officer and one assistant to each.
 e)  A Welfare Officer and 2 Assistant Welfare 

Officers;

The Rules of the Gan Clan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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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A Public Relations Officers and 2 Assist, 
P.R.O.S.

 g)  An Education Officer and 2 Assist. Education 
Officers;

 h)  A Recreation Officer and 2 Assist. Recreation 
Officers;

 i)  A Youth Group: A Youth Officer and 2 Assist. 
Youth Officers;

 j)  Sub-Committee members may be appointed by 
any of the above officer-bearers when necessary, 
but must be approved.

13. AUDITOR:
 Two auditors shall be elcted annually at the General 

Meeting.

14. TRUSTEE:
 Five trustee shall be elected annually at the General 

Meeting.

15. PATRON: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may appoint a number 

of Patrons from members of the association, 
who enjoy good reputation or have made special 
contribution to the association.

16. STAFF:
 The Association shall employ a salaried secretary 

and or a number of staff, when necessary.

Chapter IV  DUTIES

17. GENERAL MEETING:
 a) Amend the Rules of the Association,
 b) Approve and estimate the expenditure of the 

association.
 c) Accept the report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and 

the current year s account of the association.
 d) Elect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auditors and 

trustees.

18. EXECUTIVE COMMITTEE:
 a) Carry out the resolution passed by the General 

Meeting.
 b) Elect the Officers and appoint the patron.
 c)  Elect and fill vacant posts of officer bearers due 

to resignation or absence.
 d)  Organise and supervise the daily activities of 

the association.
 e) Prepare the General Election and make the 

regulation for the conduct of the affairs of the 
association.

 f) Have the power to employ or dismiss the staffs 
of the association.

19. PATRON:
 The patron may be invited to attend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meeting, but they shall have no right to 
vote at the meeting.

20. DUTIES OF OFFICE BEARERS:
 a) President:
 1) Be ex-officer chairman of General Meeting 

and executive committee meeting.
 2) Represent the association in external affairs 

and manage the internal affairs of the 
association.

 3) Keep the association s chop and sign all 
important documents and cheques.

 4) Convene all meeting.
 b) Vice-Presidents:
  Assist the President in all affairs of the 

association and in the absence of the President 
shall assume the duties.

 c) Secretary:
  Take charge of all matters not especially 

assigned to the other officers.
 d)  Asst. Secretary:
  Assist the Secretary and in the absence of the 

Secretary shall assume the duties.
 e)  Treasurer:
  Keep all the collection for and on behalf of 

the association and payments incurred by the 
association. He shall make a monthly report.

 f)  Asst. Treasurer:
  Assist the Treasurer and in the absence of the 

Treasure shall assume the duties.
 g)  Chinese Correspondence Officer:
  Keep and deal with all the correspondence of the 

association, and record minutes of all meetings 
of the association.

 h)  English Correspondence Officer:
  Deal with all the English correspondence of the 

association.
 i) Social Welfare Officers:
  Takes responsibility for the welfare of all 

members.
 j)  Liaison Officers:
  Carry out the instruction of the president to take 

charge of liaison work.
 k)  Education Officers:
  Deal with all educational matters of the 

association.
 l) Recreation Officers:
  To create recreation activities for members of 

the association.
 m) Youth Officer:
  To create recreation activities for members of 

the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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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The Assistant shall assist their respective 
officers in their duties.

21. AUDITORS:
 Auditors may not be selected from members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The duty of the auditors are 
to audit each year s account and present a report 
to the General Meeting, and may be required by 
the President to audit the association s account for 
any period within their tenure of office at any date 
and make a report to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The 
auditors shall hold office for two years only and 
may not be re-elected.

22. TRUSTEES:
 If the association at any time acquire any 

immovable property, such property shall be vested 
in Trustees subject to a declaration of trust. Any 
trustee may at any time resign his trusteeship. If 
a trustee dies or becomes a lunatic or of unsound 
mind or moves permanently or is absent from the 
Republic of Singapore for a period of one year, he 
shall be deemed to have resigned his trusteeship. 
If a trustee is guilty of misconduct of such a kind 
as to render it undersirable that he continues as a 
trustee, a General Meeting may remove him from 
his trusteeship. Vacanncies in the trusteeship may 
be filled at a General Meeting, but the number shall 
be greater than five or less than two. Notice of any 
proposal to remove a trustee from his trusteeship 
or to appoint a new trustee to fill a vacancy 
must be given by affixing in the premises of the 
association a document containing such proposal 
is to be discussed. The result of such meeting shall 
then be notified to the Registrar of Societies for 
approval.

Chapter V  ELECTION

23. DATE OF ELECTION:
 The date of election of the association shall be 

fixed on a day in the month of December at a 
general meeting once every two years.

24. ELECTION PROCEDURE:
 a) By ballot voting, the largest number of votes 

shall be elected.
 b) Officers shall be elected in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from among its members.
 c) The executive member or officer was elected 

shall be notified by letter, and after one week 
made no reply shall be deemed to have accepted 
the post.

25. TERM OF OFFICE:
 The Officers and committee members shall hold 

officer for a term of two years, and shall be eligible 
for re-election, except in the case of Treasurer, who 
shall not hold the same office for more than one 
term and the President, shall not hold the office 
for more than two consecutive terms.

26. RETIREMENT:
 Handling over of office shall be held in the first 

week of January biennially, a statement of cash 
or property shall be prepared and signed by both 
parties.

27. ANNUAL GENERAL MEETINGS:
 The Annual General Meeting shall be held in the 

month of December. 
 The quorum for such A.G.Ms. shall be at least 70 

members who are eligible to vote.

28. EXTRA-ORDINARY GENERAL MEETINGS:
 This meeting may be called at the request in writing 

of 15 members and such request being accepted by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the president shall call 
the meeting. The notice of the meeting shall be 
given to the members one week before hand. The 
chairman shall be elected from among the present 
members. The agenda shall be confined to that set 
out in the notice.

29. In the event of there being no quorum present at 
a general meeting or an extra ordinary general 
meeting convented at the request of members, the 
meeting shall be adjourned for half and hour, and 
should the number then present be insufficient to 
form a quorum, those present shall be considered 
a quorum but they shall have no power to alter, 
amend or make additions to any of the existing 
Rules.

30. EXECUTIVE COMMITTEE MEETING: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meeting shall be called 

once a month by the President or Secretary, at least 
one half of the committee members shall form the 
quorum. In the event of urgency the president shall 
call a special executive meeting.

Chapter VII  FINANCE AND EXPENSES

31. INCOME:
 The income of of the association shall desive from 

entrance fees and members annual subscription.

32. FINANCE MANAGEMENT:
 a)  The treasurer shall keep all the funds on beha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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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association, funds in excess of $1,000 
shall be deposited in a bank named by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b)  All withdrawals of the Association’s fund 
from the bank must be signed by any two of 
the following four officers viz.: The President 
and 1 of the Vice-Presidents and, the Treasurer 
and Assistant Treasurer, with the Association’s 
stamped on the cheques concerned.

 c)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shall have power to 
authorize expenditure of a sum not exceeding 
$10,000 per month, any sum in excess of 
$10,000 per month should be passed by a 
General Meeting.

Chapter VIII  PROHIBITION

33. PROHIBITION:
 a)  Gambling of any illegal activity are forbidden 

at the association’s premises. 
 b)  The fund of the association shall not be used 

to pay the fines or members who have been 
convicted in court.

 c)  The association shall not attempt to restrict or in 
any other manner interfere with trade or prices 
or engage in any trade union activity as defined 
in the Trade Union Ordinance.

 d)  The association shall not hold any lottery 
whether confined to its members or not, in the 
name of the association or its office bearers, 
committee or members.

 e)  The association shall not indulge in any political 
activity or allow its funds and or premises to be 
used for political purposes.

Chapter IX  MISCELLANEOUS

34. COMMITTEE MEETING:
 Any member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who 

absents himself from three monthly meetings 
consecutively without prior notice to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shall automatically be regarded as 
having resigned from the Committee and the vacant 
post shall be filled by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from the reserve Committee members within one 
month thereof.

35. AMENDMENT TO RULES:
 Any alteration and amendment to the Rules may 

be made by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and approved 
by the general meeting but not amendments and 
alteration shall be enforced or applied without the 
prior approval of the Register of Societies.

36. DISSOLUTION:
 a)  The association shall not be dissolved, except 

with the consent of not less than 3/5 of the 
members of the association for the time being 
resident in Singapore expressed, either in person 
or by proxy at a general meeting convened for 
the purpose, or by postal vote.

 b) In the event of the association being dissolved as 
provided above, all debts and liabilities legally 
incurred on behalf of the association shall be 
fully discharged and the remaining funds will 
be donated to the charitable institutions.

 c) Notice of dissolution shall be given within 
7 days of the dissolution to the Registrar of 
Societies.

P/S: Amendments of constitution are pending for  
approval by the registrar of socie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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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贺晚宴

恭贺颜诗琴博士（左三）荣任官委议员，同时响应饮用新生水运动

恭贺颜金勇宗长（前排左三）荣任人力兼教育部政务部长

会长颜荣源颁发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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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大会

2007年会员大会。右为总务颜
兆雄，颜少平会长（中）主持

会员大会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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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职典礼

2

4

3  

1

1

1. 第23届（2005-2006）就职典
礼。左四、五为颜金勇伉俪

2. 全体执委宣誓就职

3. 颜清水会长在颜金勇政      
务部长面前签署就职

4. 颜金勇政务部长（左一） 
主持监誓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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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职典礼

第17届（1993-1994年度）就职典礼

第18届（1995-1996年度）就职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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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职典礼

第24届（2007-2008年度）就职典礼

第21届（2001-2002年度）就职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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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会庆

1

3

2

4 5

6

1.  全体执委入席

2. 会长颜清水伉俪（左）、名誉顾问 
颜来章伉俪共切生日蛋糕

3.  会长颜荣源伉俪（右三、二）、会
务顾问团主席颜章湖伉俪（左三、
二）开香槟

4.  菲律宾颜长江博士（左）赠送纪 
念品

5.  会长颜荣源赠送终身服务奖给 
会宝颜廷节宗长

6.  颜荣源、颜章湖吹生日蜡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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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团拜

4

32

1

1. 新春佳节，吉狮呈祥

2. 颜清水、颜荣源、 
颜万成祝大家新年
快乐

3. 未来主人翁

4. 颜氏宗亲庆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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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76

5

5. 公会执委向大家拜年

6. 华乐演奏

7. 歌舞表演

8. 轮流祝福，喜气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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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贤追悼会

1

3

2

1. 颜辉宗宗贤追悼会上其长男
明林宗长代表家属致谢词

2. 颜永发宗贤追悼会

3. 颜国华宗贤追悼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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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追思

1

11

3

2

4

5

1. 颜清水会长在2006年清明
追思会上致词

2. 颜少平副会长致词

3. 颜清水会长代表全体族人
向先人献花

4. 家属向先人献花

5. 颜万成副会长率全体执委
献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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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宵联欢会

瑞狮纳福

祥狮献瑞，镜头前方为颜少平会长耍大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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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中秋

1. 猜灯谜

2. 开柚子比赛

3. 幸运抽奖

4. 灯笼制作比赛

5. 提灯笼夜游公园

1

3

2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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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品粽

端午节乐队伴唱

卡拉ok助兴

品尝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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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助学金颁奖礼

1

3

2

4

1. 颜诗琴博士颁发奖助 
学金

2. 颜玉泉颁发奖助学金，
 左为主持人颜维明

3.与4. 得奖同学与执委 
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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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讲座

1

3

2

4 5

6 7

1. 李亚丰主讲‘社团选举制度探讨’后合影
2. 宋士军主讲‘现代企业管理’
3. 颜荣源主讲‘颜有政宗贤’。左为颜挺节， 

右为颜诗琴
4. 严元光医生主讲‘大肠癌’  
5. 黄仲珊主讲‘唱歌的枝巧’
6. 蔡崇杉主讲‘现代人如何应用风水’， 

颜万成主持
7. 李金龙医师（中）主讲‘眼睛的保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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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满人间

卡拉OK

本会卡拉OK初期活动盛况

与安溪会馆举行 
卡拉OK观摩会

颜金勇政务部长贤伉俪大展歌喉 与吕氏公会举行卡拉OK观摩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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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乐队伴奏

1

3

2

4

5

1. 一边唱歌一边跳舞

2. 颜明林伉俪合唱，鰜鰈情深

3. 颜清水独唱，乐队伴奏

4.与5. 全体成员与乐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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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满人间

外宾莅访

1

32

4

1. 南京侨办主席颜健建（前排
左三）宗长莅临访问

2. 台湾福建省主席颜忠诚将军
（右三）与宗亲们共欢乐

3. 临沂市长李群（中）赠纪念品

4. 山东临沂市长李群（前排左
四）率团访问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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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6

5

5. 菲律宾与厦门宗亲会联袂访
问我会

6. 永春人民政府潘燕燕县长 
（前排左六）率团访问

7. 潘燕燕县长赠纪念品予本会
颜少平副会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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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满人间

8

11

12

9

8. 曲阜市长刘森（右四）赠送圣贤图予我会
留念

9. 曲阜代表团孔祥繁、骆承烈在复圣公神像
前留影

10. 南京李琦副市长（左六）率团访问我会

11. 台湾福建省主席颜忠诚将军莅临访问

12. 厦门清醮颜氏宗亲会代表赠送纪念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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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亲善访问

3

4

21

1. 亲善访问马六甲
颜氏公会，与该
会会长拿督威拉
颜文龙局绅（前
排左六）合影

2. 访问森美兰州颜
氏公会

3. 与柔属颜氏公会
颜清波会长（左
六）及理事合影

4. 出席吉隆坡马来
西亚颜氏公会联
合总会成立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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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满人间

在吉隆坡酒店为团员颜玉锭夫人庆祝生日 出席彭亨颜氏宗祠新大厦落成典礼

出席森美兰颜氏公会成立典礼暨执委就职仪式

参加马六甲第7届马来西亚卡拉OK全国比赛开幕仪式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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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312

1110

9. 彭亨颜氏宗祠大厦落成开幕

10. 访问柔属颜氏公会

11. 赠送纪念品予柔属颜氏公会会长颜清波（中）。
左为颜业隆副会长，右为颜万成副会长

12. 访问马来西亚马六甲仁贵颜氏宗祠

13. 访问马六甲颜氏公会

14. 出席台湾颜氏总会成立典礼。左起颜振隆夫妇、
颜京民夫妇、颜文福总务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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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满人间

溯源祭祖

4

5

3

2

1.与2. 曲阜颜林复圣公坟前祭祖

3. 在曲阜防山，颜章湖与颜荣源等讨
论颜林修建图

4. 小邾国国君颜友（姓祖）墓地

5. 邾国故城遗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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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

1

3

2

1. 兴致冲冲，出海观景

2. 参观鱼排

3. 龟咯逍遥游。全体团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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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满人间

1

2

3

4

1. 参观上海宋庆龄故居

2. 在上海东方明珠前留影

3. 与上海玉佛寺主持合影

4, 黄山看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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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厦门鼓浪屿日光岩留影

2. 摄于厦门胡里山炮台

3. 福建永春石鼓镇颜章湖
祖厝前合影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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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颜氏宗亲联谊会
缘起及历届大会简介

缘起

1988年12月11日马来西亚北马颜氏公会

大厦落成庆典，各地宗亲受邀在槟城欢

聚一堂，共温亲情。新加坡颜氏公会颜文祥

会长见此场面，深受感触，认为各地族人有

必要定期集合在一起，互相结识，汇报会务

进展，交流经验，促进宗谊，并在大会上呼

吁，得到各地代表热烈响应。当晚11时30分，

东道主颜进发主席假美伦大酒店咖啡座召

开各地宗亲会领导人座谈会。出席者有北马

颜进发、颜清吉、颜庆泉；新加坡颜文祥、

颜永发、颜荣源、颜奋坚；菲律宾颜期前、张

尚流、颜受涛；雪兰莪颜锡其、颜振聪；柔属

颜其仁、颜俊明、颜崇图、颜清波；彭亨颜世

质、颜光炎、颜旺留、颜金鱼、颜旺清；马六

甲颜声江。记录：颜荣源。会上发言者非常热

烈，并提出下列讨论课题：

1．各宗亲会会员老化，应如何鼓励及吸

引年轻宗亲入会？

2．如何在理事会注入新血，物色及培

养接班人？

3．是否可通过商业途径，以提高中、青

年宗亲对宗亲会的兴趣，并促进各宗亲会之

间的联系？

4．如何使宗亲会会务现代化，以迎合

老、中、青及妇女宗亲们的口味？

时间是凌晨1时，无法在短暂的时间内

讨论如此广泛的问题，唯出席者皆已同意：

各地宗亲会有必要定期集合在一起交流经

验，促进宗谊，为族人谋福利，并同意由新加

坡颜氏公会负责主办第一次集会的工作。

参与这次座谈会的团体是马来西亚北

马颜氏公会、雪兰莪颜氏公会、柔属颜氏公

会、彭亨颜氏宗祠、马来西亚颜氏公会、马

六甲仁贵颜氏宗祠、菲律宾河源张颜同宗总

会，菲律宾钞坑颜氏同乡会及新加坡颜氏公

会。

新加坡颜氏公会接受任务后，召开多次

会议，决定倾全力办好第一届世界颜氏宗亲

联谊会：重修会所，以现代化的新姿态迎接

这历史性集会的来临。为配合该会庆祝成

立二十五周年纪念，广邀世界各地宗亲会及

宗亲团体赴会，并召收新会员，加强阵容，吸

纳精英，应付挑战，物色大会主持，以明确方

针，为今后世联会的活动立下根基。同时，该

◆颜荣源
世界颜氏宗亲联谊会秘书长

1988年槟城美伦酒店临时会议，讨论筹办联谊大
会。左起：颜期前、颜荣源、颜庆泉、颜进发、颜永
发、颜文祥、颜受祷、颜世质、颜亨赐、颜旺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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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颜联会

会也主办各项活动，如举办对外

专题演讲会，提高公会知名度，

及主动与各地宗亲会保持联系，

争取各地派团出席，打响第一

炮。

1990年，该会特派颜荣源总

务出席曲阜复圣殿复圣公神像揭

幕仪式暨颜子研究会成立大会，

并迎接由复圣公第七十九代嫡长

孙颜秉刚宗主亲自为新加坡颜氏

公会雕塑的复圣公神像揭幕。同

时亲自邀请颜子研究会会长李克

胜组团及颜秉刚宗主出席第一届

世联会。

新加坡颜氏公会银禧纪念庆典暨第一

届世界颜氏宗亲联谊会于1991年4月3日至

6日在新加坡举行，可说是世界颜氏宗亲的

第一次大团圆。代表来自中国、台湾、香港、

澳门、马来西亚、菲律宾、加拿大、印度尼西

亚、澳洲及新加坡。特别嘉宾是颜秉刚宗主

及曲阜颜子研究会代表团，在该会会所礼堂

举行两次专题演讲会：“颜子思想的社会价

值”，由颜子研究会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主

任骆承烈教授主讲；“从历史角度看新马宗

乡会的发展与前途”，由该会名誉会长历史

学家颜清湟教授主讲。两次演讲会均得到当

地宗乡会馆、新闻界、文化界、教育界及颜氏

宗亲大力支持，媒体对两次的演讲会给予很

高的评价，并给当地儒家思想及宗乡团体起

正面的作用。

历届大会简介

第一届

第一届世界颜氏宗新联谊会于1991年

4月6日在新加坡国宾酒店鱼尾狮厅召开时，

当地媒体均派记者列席。颜永发会长於致词

中提及世联会四大宗旨：1．联络宗谊，共谋

宗亲福利。2．继承先祖美德，并发扬光大。

3．发展文化与教育，协助培养人才，为国家

社会服务。4．设立颜氏纲络，促进各地文化

与经济交流。颜会长并希望世联会能延续

不断举行。各地宗亲团团长均发言表明珍惜

第一届世联会的召开，同时支持世联会能延

续每两年在不同地区举行，并向大会汇报各

宗亲会的历史、会务活动、发展方向，互相

介绍认识，交流会务经验，发掘本身潜能；

配合各地民情、环境，自我改革、创新，为族

人福利开拓更宽广的活动空间。

颜清湟教授主持第一届世联大会时强

调今天是我族历史性会议、历史性时刻。这

次会议将是决定性、开创性的聚会，并强调

宗亲会须有健全的组织，内部团结和协、有

进取心、献身的领导届、朝正确的方向、重视

传统文化、培养接班人。他并提出设立“世

界颜氏文化教育发展基金”概念，当场获得

海皇歌剧院联欢晚宴

会议主持人颜诗琴博士、颜清湟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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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者热烈反应，即席筹得新加坡币二十万

元正。大会推选新加坡颜氏公会负责起草章

程及管理该基金。

颜诗琴博士主持第二段会议，主题是

现代化的宗亲会。她强调宗亲会应随时代变

化而作适当的改革。世界颜氏宗亲联谊会应

负起团结世界族人的使命。她呼吁各宗亲

会领导层以他们丰富的人生经验，献身的精

神，真诚与和谐，思想的开放配合年轻宗亲

现代化的学识与科技，热诚的朝气，新的技

术设备，为族人服务，并创设“世界颜氏网

络”，收集宗亲资料，输入电脑，以便往后联

系。

推举菲律宾河源张颜同宗总会联合菲

律宾钞坑颜氏同乡会主办第二届世联会。

第一届世联会取得共识如下：

（一）肯定世联会将对族人的团结及扩

大联系的贡献。

（二）坚持世联会每二年在不同的地区

延续不断的举行。

（三）世界颜氏文化教育发展基金将对

世联会的发展作出贡献。

（四）世界颜氏网络将展开收集各地族

人资料。

（五）第二届世联会订于1993年在菲律

宾马尼拉召开。

由菲律宾河源张颜同宗总会联合菲律

宾钞坑颜氏同乡会主办的第二届世界颜氏宗

亲联谊会，原订于1993年5月间在马尼拉举

行，并推举颜期前、颜长江为筹委会正副主

任，展开筹备工作。

新加坡颜氏公会在1992年12月间接到

菲律宾颜长江长途电话，云及该国国内治安

欠佳，为顾及嘉宾安全，要求寻觅其他宗亲

会主办第二届世联会，并誓言全力支持第二

届世联会。新加坡颜氏公会联络所有出席第

一届世联会宗亲会单位，传达这项信息。借

1993年2月4日马来西亚颜氏公会青年团成立

典礼之际，由东道主主催的联席会议上，各

地代表一致议决马来西亚颜氏公会、马六甲

仁贵颜氏宗祠、雪兰莪颜氏公会、柔属颜氏

公会、北马颜氏公会、彭亨颜氏宗祠等联合

在1993年主办第二届世联会。

第二届

1993年10月24日，第二届世界颜氏宗亲

联谊会在马来西亚马六甲华美大酒店国花厅

举行，敦请马六甲首席部长丹斯里阿都拉欣

主持开幕典礼。马六甲行政议员拿督颜文龙

局绅在纪念特刊上的献词，认为此次马来西

亚主办第二届世联会是一项荣誉，并可提升

第二届世联会代表在马六甲华美大酒店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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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在国际上的地位，愿大会能达成共

识，早日落实成立世界颜氏宗亲总会，作为各

国宗亲之联络桥梁。大会主席颜培氵井族长以

此盛会因缘际会，八方俊彦济济一堂，四海

宗贤融融洽洽，一堂聚首，诚感无限鼓舞。并

以吾族远遵复圣教化，礼乐熏陶，追本溯源

扬祖德，枝繁衍派播宗风与族人共勉。同时

鼓励族人加强联系，互相策励今后活动，拓

展新猷，猗欤盛哉！

第二届世界颜氏宗亲联谊会所有提案，

经代表广泛而热烈讨论后，达成共识归纳如

下：

1．设立世界颜氏宗亲联谊会秘书处，作

为沟通各地宗亲联系的桥梁，收集意见，反

映众情的联络站，执行大会议决案的行政中

心，一致通过推举新加坡颜氏公会为秘书处

负责单位。

2．通过发达的资讯，加强各地宗亲会

的联系，传达商业信息，提供投资机会，以达

到工商联系目标。

3．协助各地成立宗亲会，联络宗亲的感

情，谋求会员的福利，以达到团结各地宗亲的

目标。

4．秘书处收集各地宗亲会的资料，使宗

亲子女前往有关国家或地区深造或就业，在

面对难题时，得以寻求该地宗亲的协助。

5．有关修建山东阜复圣公庙及颜林事，

由于上述事项乃属国家一级文物保护单位管

辖，本会无权参与。如果有需要时，本会将

给予协助。

6．第三届世界颜氏宗亲联谊会订于

1995年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由菲律宾河源

张颜同宗总会与菲律宾钞坑颜氏同乡会联合

主办。

7．大会授权秘书处发函向赞助“世界

颜氏文化教育发展基金”认捐者催收捐款。

由发函日计起一个月内缴交，逾期则不再鸠

收。

8．通过“世界颜氏文化教育发展基金

章程简则”。

出席团体为马来西亚马六甲马来西亚颜

氏公会、马六甲仁贵颜氏宗祠、柔属颜氏公

会、北马颜氏公会、雪兰莪颜氏公会、彭亨颜

氏宗祠、新加坡颜氏公会、金门颜氏宗祠、

菲律宾钞坑颜氏同乡会、台北市颜氏宗亲会、

菲律宾河源张颜同宗总会、台湾世界颜氏宗

亲总会，个人代表来自中国北京、曲阜、永春

及美国。

大会开幕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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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联会大大的提高马来西亚六

个颜氏宗亲会的知名度，同时给予他们空前

的合作、团结机会，进而取得共识：决定联

手筹组成立马来西亚颜氏总会。各宗亲进行

良性竞争，先后成立青年团、妇女组，会员迅

速增加并互作亲善访问，增进宗谊。马六甲马

来西亚颜氏公会为配合大局，改名为马六甲

颜氏公会并购置新会所。彭亨颜氏宗祠也在

文德甲购置新会所。

至目前为止，马来西亚是国内外宗亲会

组识单位及会员最多，进度最快的国家，是

我族的好榜样，也是我们学习的对象。

马来西亚宗亲会以区区八个月的时间联

合筹办第二届世联会，并出版纪念特刊，他

们的果敢决定，对世联会的延续作出肯定

的贡献，将名留颜氏族人史册。如今阵容壮

大，团结无间，足以领导族人迈向更美好的

明天。马来西亚颜氏总会已争取到在公元

2000年主办第六届世界颜氏宗亲联谊会。

第二届世联会召开后，激起族人纷纷成

立宗亲会：如曲阜颜氏联谊会、永春颜氏宗

亲联谊会、厦门同安颜氏宗亲联谊会、德化颜

氏宗亲联谊会、晋江颜氏宗亲联谊会。此外，

各地宗祠纷纷重修。因此，加强世界颜氏族

人的联系，成为各地宗亲会的要务之一。

菲律宾河源张颜同宗总会、菲律宾钞坑

颜氏同乡会除了组团出席第二届世联会，并

再接再厉争取主办第三届世联会在1995年

在马尼拉召开。菲律宾于1994年11月决定第

三届世联会定于1995年5月27日在马尼拉举

行。不幸因新加坡菲律宾女佣事件引起菲律

宾与新加坡外交紧张，菲律宾方面因顾及嘉

宾安全而要求秘书处通知各地宗亲会。秘

书处广征各地宗亲会意见，并得菲律宾方面

同意后，由新加坡颜氏公会主办第三届世联

会。

第三届

1996年5月11日第三届世界颜氏宗亲联

谊会在新加坡濠景大酒店百合花厅举行，同

时庆祝该会成立三十周年纪念并出版纪念特

刊。该会因曾主办第一届盛会，一切驾轻就

熟，决定尝试筹备委员会各组织只选一人为

主任，以发挥他们的领导才能。单挑重任，亲

自物色志趣相投的宗亲为小组的成员，依筹

委会指导原则自行策划份内工作，避免过多

的交叉会议。效果非常好，又有很多创意，

最主要是在开放的政策下，公会后继有人，

这一点可供各宗亲会参考。大会主席颜章湖宗长致词

大会主持颜诗琴博士、颜荣源宗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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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两届世联会顺利召开，族人在联系

和沟通上大大的改善，在坚持世联会延续

举办的大前提下，为未来的工作作好妥善的

部署。族人的组织扩大给我们注射强心针。

推举主办单位为主动争取，而且出现强烈的

竞争。难能可贵的菲律宾宗亲会一连两次未

能完成心愿，坚持在1997年适当时间内主办

第四届世联会。我对菲律宾的坚持，深表尊

敬、钦佩！

第三届世界颜氏宗亲联谊会大会议决

案：

1．每一届世联会应选出下两届主办单

位，以便给下两届主办单位有充分时间进行

筹备工作。

2．世联会主办单位

应在上一届世联会结束

后的十二至二十四个月之

间召开！

3．世联会秘书处任

期改为一任两届。

4．世联会应避免主

办单位承担过重的经济

负担，以鼓励规模较小的

宗亲会积极主动承办世

联会的责任。

5．世联会主办单位应有选择开会地点

的特权。

6．组团到山东曲阜复圣庙祭组，委任

基金会推动，秘书处协助。呼吁各地宗亲会

踊跃参与，使这个有历史性的仪式更富有意

义。

7．由基金会推动国画在海外巡回展览

及音乐舞蹈文化巡回演出。

8．基金会主要任务在于推动颜氏族人

的文化教育活动，而不可能在经济上支持这

些活动，希望活动能在经济上取得平衡。

9．出版一本世界性颜氏特刊，可以更详

细的介绍世界各地宗亲会的资料，从而促进

世界各地族人的了解和团结。

各地宗亲团团长合影

菲律宾副总统约瑟埃斯特拉达阁下（左一）主持开幕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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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推选新加坡颜氏公会为下一任 

（第四/第五）世联会秘书处。

11．推选菲律宾河源张颜同宗总会，菲

律宾钞坑颜氏同乡会联合主办第四届世界颜

氏宗亲联谊会。

12．推选中国福建永春颜氏宗亲会主办

第五届世界颜氏宗亲联谊会。

第一届世联会设立的世界颜氏网络，经

收集整理并输入电脑，由第三届世联会各代

表团团长及颜秉刚宗主联合主持启用仪式。

当地媒体均以显著版位报导，希望各地宗亲

会及宗亲从速填妥表格，寄交世联会秘书

处，以供族人查阅。

出席第三届世联会的团体有：金门颜

氏宗祠、世界颜氏宗亲总会、台北市颜氏宗亲

会、菲律宾河源张颜同宗总会、菲律宾钞坑

颜氏同乡会、马来西亚颜氏公会、马来西亚仁

贵颜氏宗祠、柔属颜氏公会、北马颜氏公会、

雪兰莪颜氏公会、彭亨颜氏宗祠、中国永春

颜氏宗亲联谊会、厦门市同安颜氏宗亲联谊

会、晋江安海颜氏宗亲联谊会、德化县颜氏宗

亲联谊会，特别嘉宾颜秉刚宗主，个别宗亲来

自印尼、香港、中国曲阜、厦门及加拿大。

第四届

由菲律宾河源张颜同宗总会联合菲律

宾钞坑颜氏同乡会主办的第四届世界颜氏宗

亲联谊会于1997年5月17日假马尼拉假日大

酒店礼堂隆重举行，同时庆祝该会复会50周

年纪念。敦请时任菲律宾共和国副总统约瑟

埃斯特拉达阁下（现任菲律宾共和国总统）

主持世联会开幕仪式。为了确保盛会成功举

行，该会发动马尼拉张颜宗亲、家属，包括宿

务、棉兰佬及怡朗分会，以划一的民族服装，

专业水平的歌舞表演，丰盛的地方菜肴及热

情的款待，给族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尤其是

大会主席颜长江博士，对这次双庆，又要策

划，又要联络，又要发动，又要接待，又要参

与筹备工作，又要当主唱歌手，又要当伴舞，

又要主持大局、在大会上发言，真是我族万

能博士，族中奇才，我族之光。

经过了三届世联会的接触，族人都能在

这次聚会上争取时间，个别作会务交流，探

讨时局，互通信息，亲密的互诉家常⋯⋯

大会紧凑的安排，热烈的讨论，共识如

下：

1．决定成立“世界颜氏总会”。

2．定期出版“世界颜氏族人”报导性刊

物。建议由世界颜氏文化教育发展基金推

动，秘书处协助，暂定每六个月出版一次。

3．出席大会团体纪念品只须赠与主办

单位，而不必互相赠送。

4．通过世界颜氏网络上网。上网费用约

19,000新元，由世界颜氏文化教育发展基金

拨出支付。

5．推选马来西亚颜氏总会为第六届世

界颜氏联谊会主办单位。

6．配合第五届世界颜氏宗亲联谊会在

中国永春举行期间，率领族人赴中国山东曲

阜复圣庙祭祖、扫墓及立碑。祭祖费用由世

界颜氏文化教育发展基金负责，秘书处协

助。

此次大会最大的收获，是族人均认为

经过世联会四届的顺利召开，时机已成熟，

有必要为族人的长期目标，有组织、有计划

颜荣源宗长在会上提议设立世界颜氏宗亲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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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团结及谋取族人之福利。大会一致通过

由新加坡颜氏公会提出成立“世界颜氏总

会”。该会代表颜荣源在提出时指出：世界颜

氏宗亲联谊会经过四届的顺利召开，族人已

取得共识：团结世界族人是我们的任务，继

承、发扬祖德及扩大族人联系是有必要通过

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的去策划及执行。成

立大家公认之机构（总会），当场获得彭亨颜

氏宗祠支持附议，大会主持颜长城校长要求

出席单位代表表态，一致赞成设立“世界颜

氏总会”。大会主席颜长江博士宣布于当天下

午4时45分假日酒店珍珠会议室召开世界颜

氏总会筹备委员会会议。出席会议者有菲律

宾河源张颜同宗总会代表颜长江、颜长城，

菲律宾钞坑颜氏同乡会颜贻侬，马六甲颜氏

公会颜亨赐、颜水松，马来西亚仁贵颜氏宗

祠颜永兴、颜山迪，彭亨颜氏宗祠颜世质、颜

光炎，雪兰莪颜氏公会颜赞高，北马颜氏公

会颜裕春、颜荣幸，柔属颜氏公会颜财林、

颜润书，中国永春颜氏宗亲联谊会颜华煨、颜

一鹏，德化县颜氏宗亲联谊会颜锡懿，厦门

市同安颜氏宗亲会颜允惠，新加坡颜氏公会

颜章湖、颜诗琴、颜荣源。众人推选新加坡

颜章湖为会议临时主席、纪录颜荣源。首先，

会议决定：所有出席会议之十二个团体为世

界颜氏总会之发起团体。继后，会议经讨论

后，达致以下共识：

1．总会地点设在新加坡共和国。

2．新加坡颜氏公会负责起草总会章程，

并向新加坡共和国社团注册处申请注册。

3．总会名称由新加坡颜氏公会广征各

地宗亲会意见后，连同组织章程于第五届世

联会提出通过。

4．总会宗旨：发扬祖德风范，团结世界

各地族人，推动世联会之延续召开，谋取族

人福利。

5．总会会员以各地之合法宗亲会、宗祠

为会员，暂不收个人会员。

6．总会应尊重会员团体的独立性，不干

涉会员团体的内政。

7．总会应寻觅未归队的宗亲团体加入总

会为会员。

各国宗亲代表在菲律宾马尼拉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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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总会应鼓励并协助未组织宗亲会的

地区组织宗亲会，并加入总会为会员。

我们非常高兴的看到一个有代表世界

性的组织在一团和气的气氛下产生了，这股

强烈的兴奋剂给我们在世界不同角落为族人

默默耕耘的工作者一种肯定，亦是这几年来

世联会的召开所带来族人团结的结晶品。让

我们共同为这未诞生婴儿开始胎教吧！

紧接着第四届颜氏宗亲联谊会在菲律宾

马尼拉胜利落幕后，中国永春、厦门、同安、

晋江及德化宗亲会开始筹备主办第五届世联

会在永春召开，并定于1998年10月5日假永春

师范大学举行，同时庆祝永春宗亲会成立3周

年纪念，又为该会新会所永春颜氏联谊大厦

举行落成典礼。永春县人民政府因永春颜

氏宗亲会能争取主办世界性的集会而喜跃

万分，表示全力支持，并与石鼓镇人民政府分

别设宴招待出席嘉宾。该县张贻伦县委书记

将受邀主持第五届世联会开幕仪式。大会聘

请曾接待江泽民主席、李鹏总理的泉州文娱

歌舞团前来表演助兴。该县前领导人也将随

团探望老朋友。免费借出永春师范大学礼堂

供世联会使用，并指定永春最高档的永春酒

店，永春宾馆供嘉宾住宿，同时提供旅游节

目，其中魁星岩乃纪念颜挺渠宗贤的游览胜

地。另一为由新加坡多数姓颜宗亲捐建的仙

林堂。世联会召开之日正巧是农历八月十五

中秋节，这是巧合，也是机缘，是颜氏家族大

团圆的好日子，是我们的福气，家和万事兴。

我们也将到德化参观颜纯炯图书馆落

成庆典，并接受德化县人民政府宴请，也参

观德化县城。晋江安海三间宗祠也以盛装迎

接族人并设丰富的晚宴。厦门同安宗亲会也

配合佳节为其重修祖祠举行剪彩仪式。同安

人民政府也设宴招待，同时观赏文娱节目。

在厦门，我们也将受到厦门侨联的款待。

第五届世联会的举行，最大的机缘是

率领世界各地族人，两千多年来第一次以世

界颜氏宗亲联谊会的名义，前往山东曲阜复

圣公庙祭祖、立碑、扫墓。这是历史性的壮

举，是光宗耀祖的集体表现，是族人难得的

一次聚会。第五届世联会大会主席，永春颜

氏宗亲联谊会颜华煨会长亲自到曲阜安排一

切，得到曲阜市人民政府支持，决定设宴招

待颜氏族人。我们将顺道旅游孔庙、孔府、

孔林、泰山及济南。

世界颜氏宗亲联谊会专辑创刊号将刊登

在永春颜氏宗亲联谊会纪念特刊上。

第五届颜氏宗亲联谊会将是历来出席团

体最多，地域最广，人数最多的主办地区。

自第四次世联会通过世界颜氏网络上

网后，新加坡颜氏公会网络小组积极展开工

作，收集资料，并发函所有会员，更新资料。

决定在第五届世联会召开前上网，届时，秘

书处将事先以书面通知世界各地宗亲会上网

日期、时间及网址，同享荣耀。上网仪式将由

世界颜氏总会筹委会主席新加坡颜氏公会

颜章湖会长与新加坡中华总商会郑民川会长

联合主持，并设茶会招待媒体、宗乡团体及

颜氏宗亲。希望各地宗亲能通过网址，在上

网时间向世界颜氏网络祝贺。

愿族人珍惜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争

取出席盛会。

1998年10月3日中国永春见！

第五届

秋高气爽，中秋佳节。中国永春人民政

府率领五套领导班子，盛情迎接来自世界各

地颜氏代表出席在永春隆重举行的第五届

世颜氏宗亲联谊大会。张贻伦县委书记亲临

指导并为大会主持开幕仪式。

第五届世界颜氏宗亲联谊会于1998年

十月五日举行，由永春颜氏宗亲联谊会、德化

颜氏宗亲联谊会、晋江颜氏宗亲联谊会、同安

颜氏宗亲联谊会联合主办。宗亲代表来自新

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金门、香港、

北京、曲阜、天津、河北、南京、广东、仙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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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溪、厦门、同安、晋江、德化、福州及永春

等五百六十五名。代表团单位：新加坡颜氏

公会、马来西亚颜氏公会联合总会、雪兰莪

颜氏公会、马六甲颜氏公会、马来西亚仁贵颜

氏宗祠、柔属颜氏公会、彭亨颜氏宗祠、北马

颜氏公会、森美兰颜氏公会、菲律滨河源张

颜同宗总会、菲律滨钞坑颜氏同乡会、世界颜

氏宗亲总会、台北市颜氏宗亲会、金门颜氏宗

祠、永春颜氏宗亲联谊会、德化颜氏宗亲联

谊会、晋江颜氏宗亲联谊会、厦门同安颜氏宗

亲联谊会、曲阜颜氏宗亲联谊会。厦门海沧、

仙游、广东、福州、香港宗亲组团列席。

永春人民政府为确保盛会在永春成功

举行，特委张祖森副县委书记主导，县人大、

县侨办、县侨联、县台办、致公党、统战部为

接待单位。永春人民政府、统战部石鼓镇政

府、蓬壶镇政府、湖洋镇政府、达埔镇政府、

岵山镇政府分别宴请来宾。

十月三日，迎宾晚宴以永春传统家乡风

味菜肴招待，来宾都赞不绝口，尤其是那些

少小离家老大回第一次回家的乡亲。宴后拜

会张贻伦县委书记、潘燕燕县长。代表们表

达对永春人民政府盛情款待致衷心谢意。

当晚，永春县统战部、永春县妇女联合

会特为来宾在永春儿童公园联合呈献中秋联

欢晚会；安溪茶艺表演让我们留下深刻的印

象。

十月四日，永春颜氏宗亲联谊会庆祝成

立三周年暨鲁国联谊大厦落成典礼，邀请各

代表团团长及复圣公第七十九代嫡长孙宗

主联合主持剪彩仪式。新大厦美仑美奂、雄

伟壮观，族人均为赞美，足证永春宗亲会领

导才华，亦加重今后其对国内宗亲会组织的

神圣使命。颜华煨会长感谢国内外宗亲的支

持。这次盛会得到永春人民政府全力支持表

示衷心的感激。

下午，来宾旅游留安山、龙山岩、仓满幼

儿园、人工湖、儿童公园、仙林堂、魁星岩、

逢源饮料厂、处处受到热情的欢迎。

晚间、永春师范师生，特於永春师范礼

堂举办第五届世界颜氏宗亲联谊会联欢文娱

晚会。除呈献精彩歌舞表演外，亦让来宾上

台演唱、宾主共欢。

十月五日中秋节，第五届世界颜氏宗亲

步入会场。左起：颜明林、永春师范校长郑子琪、颜清水、颜章湖、颜玉泉、颜荣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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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谊大会在中国永春师范礼堂隆重举行，代

表们受到永春师范千名师生在铜乐队伴奏下

列队热烈欢迎。泉州市政协副主席兼永春县

委书记张贻伦先生主持开幕。致词中对永春

颜氏宗亲联谊会争取到第一次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内主办颜氏世联会感到荣幸。他代表永

春五十三万人民热烈欢迎颜氏嘉宾的到来并

祝大会成功园满举行，希望永春能给嘉宾留

下美好的印象。

第一场会议：复准第四届世界颜氏宗亲

联谊会大会记录。听取秘书处、世界颜氏文

化教育发展基金、世界颜氏网络、世界颜氏

总会筹备等报告。

第二场会议：讨论大会提案、经热烈讨

论后，达致共识：

一、世界颜氏总会不向当地政府注册，

易名为世界颜氏宗亲联谊总会。总会仅注重

联谊工作并执行每届世联会之议决案、同时

确保世联会每二年在不同地区延续举行。

二、通过各宗亲会的特殊关系，寻觅未

归队之宗亲会归队；鼓励没组织地区之宗亲

组织宗亲会，同时给予精神上、物质上、经济

上的支持与协助。

三、大会一致推举中国曲阜颜氏宗亲联

谊会为第七届世界颜氏宗亲联谊会之主办单

位。

大会颜华煨主席将世界颜氏宗亲联谊

会会盾移交与第六届世界颜氏宗亲联谊会主

办单位马来西亚颜氏公会联合总会总会长

颜锡其宗长。

马来西亚颜氏公会联合总会秘书颜进

明宗长宣布该会将於公元二千年在马来西亚

旅游圣地云顶高原举办第六届世界颜氏宗亲

联谊大会；同时举办一系列庆祝活动，希望

各宗亲会届时组织强大代表团参与。

曲阜颜氏宗亲联谊会会长颜世全副市

长表示此次出席世联会，吸取经验，希望能

办好第七届世联会。

各地宗亲在永春师范大厦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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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秉刚宗主与各代表团团长致词时均

强调世联会连续举办的重要性，对颜氏队伍

日益壮大充满信心。对本届世联会得到永春

人民政府的全力支持、隆重接待、取得空前

的热闹留下深刻的印象。

各宗亲会代表互赠纪念品并摄影留念。

第五届世界颜氏宗亲联谊大会在一片欢乐声

中宣告闭幕。

当晚压轴戏是以接待江泽民主席、李鹏

总理闻名中外的表演单位：泉州市木偶戏剧

团、泉州市黎园戏剧团、泉州市南乐团在永

春师范礼堂呈献泉州文艺单位精彩文娱晚

会。那醉人的乡音，令人听出耳油，勾起思乡

的念头；那精彩的钟旭魁醉酒木偶表演，相

信至今大家还有深刻的印象。

十月六日早，永春领导亲临送别，代表

们均依依不舍。

德化－－中国白瓷都会，代表们受到德

化人民政府、德化颜氏宗亲会仪仗队的隆重

欢迎仪式，参加颜纯炯宗长图书馆落成庆典

活动暨参观福尧大楼与德化县城。德化人民

政府设丰富的午宴款待并赠送纪念品予到

会代表。

安海宗亲会以电单车放鞭炮开路迎接

嘉宾参观安海颜氏宗祠。晚间，安海人民

政府、安海颜氏宗亲会宴请，以南音及卡拉

OK助兴。

十月七日早，同安颜氏宗亲会以乐队迎

接代表们，参加厦门市同安颜氏宗亲会新会

所暨重修同安家庙落成庆典开光、剪彩。午

间游览同安名胜。晚间，同安县人民政府、

厦门市同安颜氏宗亲会宴请并欣赏文娱晚会 

表演。

十月九日早，由厦门飞济南，因济南起雾

延误一小时。据山东导游经验：像这样的雾，

一般需要一天的时间雾才会解散，您们只延

误一小时，真是奇迹。也许是复圣公有灵，知

道子孙们要去祭祖的关系。曲阜市人民政府

颜世全副市长亲临曲阜边界迎接代表们，并

以警车队伍开路至阙里宾舍。

晚间，曲阜市人民政府以丰富的家乡菜

肴宴请颜氏代表们。曲阜市许俊博市委书记

代表曲阜市全体人民热烈欢迎来自世界各

地颜氏代表们组团回乡祭祖，并说这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立国以来第一个圣人后代有世

界性组织回乡祭祖、立碑、扫墓的团体，并希

望通过这次活动能带动其他圣人之后代亦

效法。（圣人指的是至圣孔子；复圣颜子；宗

圣曾子；亚圣孟子）。得知曲阜颜氏宗亲联谊

会争取到主办第七届世界颜氏宗亲联谊会，

将於2001、2002年在曲阜召开，表示曲阜人

民政府将全力支持这项世界性活动，并争取

早日修复翰博府（颜府）以配合大会的进行。

宴后文娱晚会招待代表们。

十月十日早，颜氏宗亲代表们，以虔诚的

心，沐浴更衣，西装礼服，参与这多年来盼

望的神圣的祭祖活动。祭复圣公仪式在复圣

庙（颜庙）复圣殿隆重举行。在复圣殿前两

侧、排列著编钟、琴、瑟、祝、田鼓、摇鼓等

古乐器。在复圣殿复圣公神像台前祭桌上，

摆放著刚宰过的整猪、整羊、鸡、鱼、菜、瓜

果、糕点等贡品。特制的香、蜡烛等燃烧著，

把整个金碧辉煌的复圣殿点得庄严肃穆，气

势不凡。由复圣公第七十九代嫡长孙颜秉刚

宗主为正献官，世界颜氏宗亲联谊总会筹备

委员会主席颜章湖为亚献官，香港的颜纯炯

为终献官，各代表团团长为陪祭。

当赞礼官高喊“迎神”乐奏昭平之章

时，祭复圣公的大鼓随即敲响，身著仿古祭

服的引赞生引领著身穿仿古祭官服的正、

亚、终献官从复圣庙二门走来，从复圣殿车

侧转至复圣殿复圣公神像祭台前。赞礼官

喊“叩头”，行三跪九叩头礼，接著进行初

献、亚献、终献的献祭仪式。

尔后古乐演奏，祭复圣公乐舞开始。表

演乐舞的三十六名乐舞生身著祭颜乐舞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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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随著典雅悠扬的古乐，表演六佾舞等优

美舞蹈，把参加祭祖的代表们带到了古代艺

术天地里。不少代表发出啧啧的赞叹声。随

后全体参加祭祖的代表分别在复圣公神像

前跪拜、献香、许愿。

这次的仿古祭复圣公乐舞表演、是在祭

孔舞基础上、参照1493年明朝皇帝祭复圣公

仪式而进一步挖掘完善而编排成的。

代表们续在复圣庙二门左侧举行立碑

揭幕仪式。碑阳由书法家颜世鹏书写“鲁国

传芳”。碑阴由世界颜氏宗亲联谊会秘书长

颜荣源撰文“世界颜氏宗亲联谊会拜祭先祖

复圣公志”。

代表们首先观看翰博府旧址及恢复翰

博府设计图。而后到颜林复圣公灵墓前举行

扫墓祭拜仪式；秉刚宗主及各代表团团长在

复圣公墓前栽植松柏树，意在万古长青。

十月十一日早，曲阜市人民政府在颜世

全副市长率领下，以警车开路，浩浩荡荡，欢

送代表们至曲阜边界。第五届世界颜氏宗亲

联谊大会亦成功的划上句号。

第五届世界颜氏宗亲联谊大会最大的

收获：

一、率领族人前往中国山东曲阜圣庙复

圣殿祭祖、立碑、扫墓，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立国以来第一个有世界性组织名人之后回乡

祭祖、立碑、扫墓的团体。

二、得到当地政府全力支持，使世联会

节目更丰富、更热闹！

三、眼见族人队伍日愈壮大，尤其是 

中国。

千禧年马来西亚云顶高原见！

第六届

第六届世界颜氏宗亲联谊大会于公元

2000年5月25日至26日在马来西亚美丽的旅

游避暑胜地云顶高原大酒店举行。这间拥有

千人宴会厅、国际会议厅、剧场、赌场、娱乐

场、商场、各式餐厅、展览厅、游泳池⋯⋯的

六星级豪华大酒店，是理想的世界级一站式

国际会议的场所。

一大早，各入口处均悬挂“马来西亚颜

氏公会联合总会主办第六届世界颜氏宗亲联

谊大会”。鲜红色的横布条迎风飘扬，展示

颜氏扬威云顶。中午，嘉宾陆续报到。亲人相

见：握手、拥抱、叙旧、介绍⋯⋯笑声此起彼

落。亲情、天伦⋯⋯展现无遗。

第六届世界颜氏宗亲联谊大会是由马

来西亚颜氏公会联合总会率领雪兰莪颜氏

公会、马六甲颜氏公会、马来西亚仁贵颜氏宗

祠、柔属颜氏公会、彭亨颜氏宗祠、北马颜氏

公会及森美兰颜氏公会主办。同时负起世界

颜氏宗亲联谊总会的成立工作，并妥善安排

一系列活动节目和出版纪念特刊，充分发挥

马来西亚族人凝聚力、领导才华及无私奉献

的精神。

出席大会宗亲来自菲律宾、新加坡、中国

内地和台湾、香港及马来西亚等656位代表。

代表团为中国曲阜颜氏宗亲联谊会、永春颜

氏宗亲联谊会、厦门海沧颜氏宗亲联谊会、德

化颜氏宗亲联谊会、同安颜氏宗亲联谊会、仙

游颜氏宗亲联谊会、河北颜氏宗亲联谊会、安

溪颜氏宗亲联谊会、北京颜氏宗亲联谊会、天

津颜氏宗亲联谊会、台湾世界颜氏宗亲总会、

台北市颜氏宗亲会、香港颜氏宗亲会、菲律宾

河源张颜同宗总会、菲律宾钞坑颜氏同乡会、

马来西亚颜氏公会联合总会、雪兰莪颜氏公

会、马六甲颜氏公会、马来西亚仁贵颜氏宗

祠、柔属颜氏公会、彭亨颜氏宗祠、北马颜氏

公会、森美兰颜氏公会、新加坡颜氏公会。

下午3时，世界颜氏宗亲联谊总会第一

次会员代表大会在马来西亚云顶高原大酒店

会议厅举行，公推第六届世联会筹委会主

席颜金松为大会主席，即由世界颜氏宗亲联

谊总会筹委会主席颜章湖宗长宣布“世界

颜氏宗亲联谊总会”于2000年5月25日在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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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西亚云顶高原大酒店会议厅正式成立。

众人起立掌声祝贺，象征世界颜氏宗亲联

谊总会将负起团结世界颜氏族人的神圣任

务，亦成为世界颜氏族人所公认的世界性

组织。

大会根据世总筹委会所通过之“世界颜

氏宗亲联谊总会章程草案”诸条提出讨论并

经修改，通过如下：

第一章 总则

一、名称：世界颜氏宗亲联谊总会。

二、办事处：暂空（视当选之总会长及

总秘书长所属地区单位而定。）

三、宗旨：宏扬祖德风范，促进宗谊，团

结世界族人，谋取族人福利，确保世界颜氏

宗亲联谊大会延续不断在不同地区召开。

第二章 会员

四、入会资格：凡世界各地之颜氏宗亲

会、宗祠或同宗团体均可申请入会，经理事

会正式批准后成为会员。

五、代表人数：每一宗团可委派不超过

五名代表出席本会会员代表，大会并有选举

权与被选权。

 第三章 组织及职权

六、代表大会：本会最高机构为会员代

表大会，其职权：

A．修改章程

B．选举理事会成员

C．审查及通过财政及会务报告

七、理事会：

A．理事会的理事任期不得超过两年，

可连选连任，惟总会长、总秘书长、总财政只

可连任两届。

B．理事会设：总会长一名、署理总会长

一名、会员宗团当届会长为当然副会长（一俟

决定后至任期满为止），并可委任一名代表

为当然理事。

C．正副总秘书长各一名，正副总财政各

一名，理事十五名。可聘请各地德高望重的宗

长为本会会务顾问及名誉会长。

第四章 会议

八、会员代表大会：

A．会员代表大会每二年举行一次，期

间可召开特别会员代表大会。出席人数以宗

团会员三分之一为法定人数。日期及地点由

理事会拟定，并于一个月（30天）前发函通

在马来西亚云顶高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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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B．如出席代表未及法定人数，该代表

大会押后半小时，届时到会者为法定人数，

惟是次大会不得修改章程。

九、理事会议：总会长或总秘书长可发

函召开理事会议，并决定日期、时间、地点。

十、修改章程：本章程的修改须由会员

代表大会通过，方可实施。

十一、解散：本会如欲解散，须召开特

别会员大会，并经三分之二赞成通过，方为 

有效。

世界颜氏宗亲联谊总会办事处设于新

加坡共和国内新加坡颜氏公会。

下午5时，全体当选理事出席世界颜氏

宗亲联谊总会理事会临时会议，决定聘请

复圣公第七十九代嫡长孙颜秉刚宗主为总

会名誉顾问。聘请颜挺节、颜清文、颜长江、

颜纯炯、颜山祜为会务顾问。全世界颜氏族

人团结在新成立世界颜氏宗亲联谊总会的

旗帜下，开始执行神圣使命：宏扬祖德、促

进宗谊、谋取族人福利、确保世联大会延续 

举行。

第六届世界颜氏宗亲联谊大会迎宾晚

宴暨第一届世界颜氏宗亲联谊总会理事就

职典礼，晚间在云顶高原大酒店龙凤厅隆重

举行，会场豪华堂皇。代表们盛装依序在掌

声中步入就席，大会筹委会主席颜金松致谢

欢迎词，热烈欢迎世界各地颜氏宗亲莅临盛

会，并对工委会通力合作给予赞扬，希望大

家通过这次集会了解马来西亚，希望马来西

亚宗亲走向世界。第一届世界颜氏宗亲联谊

总会理事会全体理事在马来西亚颜氏公会

联合总会会务顾问颜清文监誓下宣誓就职，

并合照留念。誓词：余等谨以挚诚，愿接受

世界颜氏宗亲联谊总会第一届理事会各职

务，遵守章程并执行大会议决案，如有违背，

愿受制裁，此誓！

第一届世界颜氏宗亲联谊总会总会长

颜章湖致词中表示，当选第一届世总会长

感到非常荣幸，愿与全体理事，共同为颜

氏事业神圣使命努力打拼。复圣公第七十

九代嫡长孙颜秉刚宗主致词赞扬马来西亚

颜氏公会联合总会及其属会对主办世联

会，及团结世界颜氏族人所作出的贡献，

同时呼吁在座宗亲出席2002年在曲阜召开

的第七届世界颜氏宗亲联谊大会，并代表

家乡所有的族人欢迎世界各地族人的到

来。宗主将自己为大会雕塑复圣公半身神

像一座赠送给马来西亚颜氏公会联合总

会，由马总总会长颜锡其接领。接着大会

赠送纪念品予赴会代表团，代表团带来纪

念品及礼物，亲情交融，颜氏一家亲。随

后各地宗亲上台演唱，宾主共乐。迎宾晚

宴在众人“爱拼才会赢”歌唱中依依不舍 

结束。

5月26日早，天气晴朗，云顶特别凉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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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氏韵曲高空飞扬：鲁国群黎遍五洲，奠基

复圣儒家中，薪火相传展风范，弘扬祖训积

善功，悌忠信孝胤嗣优，礼义廉耻齐全球，

敦世励俗福无疆，普罗群众敬与恭。颜氏脉

系遍寰宇，五湖四海皆桑梓，敬老护幼子孙

旺，扶贫济困百福临，敦亲睦族万年青，爱

深情重乐无穷，携手同心齐耕耘，公会永再

常昌隆。来吧！来吧！宗亲们，高举鲁国的

旌旗，奋勇向前齐迈进！爱让我们相聚在一

起。训示子孙，敦促宗谊，团结一致大家亲！

团结一致大家亲！

主办当局特为族人呈献的颜氏韵曲，由

张平福作曲，颜健业填词，已制成卡带、VCD，

可供各地宗亲活动传播，是世联会的一项成

果。

第六届世界颜氏宗亲联谊大会在颜氏韵

曲中掀开序幕，大会主席颜锡其代表马来西

亚颜氏公会联合总会热烈欢迎来自世界各

地颜氏宗亲到马来西亚旅游胜地美丽的云顶

高原；并得到马来西亚颜氏公会联合总会顾

问颜清文宗长莅临为第六届世界颜氏宗亲联

谊大会主持开幕礼深感荣幸及衷心的感谢。

他认为大家不辞劳苦，千里迢迢来参加大会，

都有共同的目标和信念，希望能够加强颜氏

宗亲之间的联系，延续团结族人，共同负起

族人的神圣任务与荣耀，落实开拓发展全世

界颜氏宗亲文化、经济、商业、贸易投资等事

业。大会特邀嘉宾、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

参赞陈小玲代表中国大使馆祝贺大会取得圆

满成功。大会开幕人颜清文表示国际性的世

联大会非常有意义，并对这次大会能成立世

界颜氏宗亲联谊总会表示赞赏。

大会举行百人联合剪彩，同时邀请各代

表团团长、颜秉刚宗主、陈小玲参赞，并由开

幕人颜清文鸣锣开幕礼。开幕礼后全体出席

者前往星云剧场拍摄团体照。

上午11时，第六届世界颜氏宗亲联谊大

会第一阶段会议由颜亨赐主持（颜亨赐乃马

来西亚仁贵颜氏宗祠族长，马六甲颜氏公会

署理会长，马来西亚颜氏公会联合总会署理

会长，于2001年去世，是族人的损失）。首

先由永春颜氏宗亲联谊会会长颜华煨宣读

第五届世联会会议记录，众认无讹，鼓掌复

准。续由世界颜氏宗亲联谊会秘书长颜荣源

作报告：内容包括世界颜氏文化教育基金、

世界颜氏总会筹备及起草章程等。

午餐后第二阶段会议。讨论大会提案，

经热烈讨论后，通过大会提案：

1．吁请各宗亲组织参与“陋巷志”编辑

委员会，俾有更完整颜氏族人的史料，必要

时可向世界颜氏文化教育发展基金寻求经

济上的协助。

2．吁请募集资金捐助修复翰博府（颜

府）事宜。

3．吁请在山东曲阜举行第七届世联大

会之际，组团到费县去缅怀先祖颜真卿公的

丰功伟绩。

4．除了加强族人彼此之间的联系，同时

扩大海内外宗亲经济贸易等领域的共同发展

与合作。

5．应推动颜氏青年有宗亲概念。

各地宗亲会代表发言均珍惜世联大会

如期举行，一届比一届办得更好，人数不断

增加，地区不断扩大，难能可贵。经过多届世

联大会结晶品“世界颜氏宗亲联谊总会”在
第一届世联总会总会长颜章湖宗长致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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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族人大团结下光荣的诞生，展开她神圣

使命：宏扬祖德风范，促进宗谊，团结世界

族人，谋取族人福利，确保世联大会延续不

断举行。

当议程进入选举第8届世界颜氏宗亲

联谊大会主办单位，台湾颜武胜代表主动争

办，得到全场热烈掌声的回应，成功的争取

到第8届世联大会主办权，并提议将整合台

湾各地宗亲会，在2004年恭候世界各地颜氏

宗亲代表光临美丽的宝岛。

过后由大会主持人颜亨赐作大会会议

总结。

大会主席颜锡其移交世联会轮值盾予

第七届主办团体中国山东曲阜颜氏宗亲联谊

会代表团团长颜世德。

颜世德致辞时表示，曲阜市人民政府将

全力支持曲阜颜氏宗亲会在2002年主办第七

届世界颜氏宗亲联谊大会，并誓言办好这国

际性大会，同时呼吁在场诸位宗亲届时同家

属一起出席曲阜世联大会。

大会下午4时宣布闭幕。

晚间，布置富丽堂皇、明亮豪华的云顶

高原大酒店宴会厅排满百席迎接盛装到来的

世界各地颜氏宗亲出席第六届世界颜氏宗亲

联谊大会联欢宴会。大会主席颜锡其致词时

对第六届世界颜氏宗亲联谊大会胜利在马来

西亚云顶高原召开，同时成立世界颜氏宗亲联

谊总会而感到自豪与光荣。晚会由大会财政

颜华益的南方唱片机构率领旗下著名歌星及

舞群呈献歌舞节目，由奇才怪星奇怪先生主

持，给大家带来一个轻松、愉快、欢乐难忘的

夜晚。酒过三巡，全体工委上台敬酒，大会

住宿主任颜觥峻代表敬酒致谢词，云及此次

大会取得空前成功应归功于全体工委通心

合作、精心策划及来自国内外宗亲热烈的出

席。他祝大家身体健康，旅途愉快。2002年

中国山东曲阜再见！曲终人散，依依不舍！当

晚“明天会更好”的歌声如今还在众人的耳

边萦绕⋯⋯

5月27日中午，大会率领世界颜氏族人参

加彭亨颜氏宗祠在文德甲的彭享颜氏宗祠新

大厦落成典礼。晚间出席该会庆祝新大厦落

成典礼暨第一届妇女组成立就职典礼联欢

晚宴。

28日中午，访问森美兰颜氏公会并出

席该会庆祝新成立大会暨第一届理事、青年

团、妇女组就职典礼联欢宴会。晚间拜访马

六甲颜氏公会、马来西亚仁贵颜氏宗祠，并出

席特设的迎宾宴会。

29日上午游览马六甲名胜古迹，午间再

度受马六甲宗亲会宴请，过后赶往柔佛州麻

坡，拜访柔属颜氏公会并出席晚间为庆祝成

立30周年会庆联欢宴会，宾主狂欢给第六届

世界颜氏宗亲联谊大会划上完美的句号！

第六届世界颜氏宗亲联谊大会最大的

收获：

一、世界颜氏宗亲联谊总会的诞生，她

象征世界颜氏族人的大团结，同时赋予历史

性的神圣使命：宏扬祖德风范，团结世界族

人，谋取族人福利，确保世联大会延续不断

的召开。更有效的联系、组合、鼓励、协助，

先祖文史、今后发展方向⋯⋯汇集族人智

慧，向前迈进。

二、马来西亚美丽的云顶高原大酒店是

非常理想一站式的国际性聚会地点。她集

吃、住、宴会、会议、娱乐、旅游于一身，设

备齐全、经济实惠。

三、强大阵容的工委会在马来西亚颜氏

公会联合总会率领七个属会组成，通过精

心策划、分工合作、井然有序、团结无间，再

次展现领导才华和无私的奉献。会前拜访香

港、台湾宗亲会，确保大会顺利成功的召开，

卯足干劲，是族人典范，得到族人的敬佩。

四、妥善的会后安排，让各属会都能分

享世界颜氏族人那肥沃的脚印，分享那难得

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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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

第七 届 世界 颜氏宗亲联谊 大会 于

2002年10月6日至9日在曲阜召开，大会确定

把颜氏宗亲联谊总会设在曲阜，并推举颜世

全担任第二任总会长。以下为颜世全就第七

届世界颜氏宗亲联谊大会以来海内外宗亲联

谊活动状况，向第八届大会所作的报告：

一、第七届世界颜氏宗亲联谊大会召开以

来各地颜氏宗亲组织开展活动情况：

近两年来，世界各地颜氏宗亲在加强

联谊、增进亲情，继承祖德、弘扬文明，扩大

交流、促进发展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

绩，并有所创新和突破，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赞

誉。

（一）临沂市积极筹备第八届世界颜氏

宗亲联谊大会，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

力，确保了大会的顺利召开，特别是华通公司

为此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召开了二次筹备会议。2003年9月，

在新加坡召开了第一次筹备会，得到了新

加坡颜氏公会的鼎力相助和马来西亚、香

港、曲阜、永春等地颜氏宗亲的积极响应；

2004年7月，在永春又召开了第二次筹备会

议，提出了第八届大会的活动方案，宣传了第

八届世联会的办会思想。永春县侨联及各

位宗亲给予了大力支持，新加坡、马来西亚和

江苏、湖南、曲阜、滕州、温州等地宗亲都积

极参加，为开好第八届世联会作了较为充分

的准备。

2．广泛联谊海内外宗亲。临沂颜氏研究

会不仅在国内参加活动，还积极组织临沂各

地颜氏宗亲开展了丰富多彩的联谊活动，捐

赠了大量资金投入教育事业，增强了宗亲联

谊的合力，积累了办会经验。

（二）曲阜颜氏宗亲会与世界各地的联

系更加紧密。曲阜作为颜子故乡，加强了与海

内外各地颜氏宗亲组织的联系，积极配合各

地宗亲联谊会的活动，派团参加了温州颜子

研究会成立大会和江苏颜子学术研讨会，积

极响应和支持八届二次筹备会，组团到新加

坡、菲律宾、马来西亚、香港访问宗亲，联络

感情，促进了交流。通过《陋巷志》的发行，

积极宣传颜子思想、先祖美德；通过出版 

《颜氏后裔书法集》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三）湖南宗亲组织活动开展得有声有

色。

1．湖南怀化颜子研究会积极开展续修

家谱工作。自第七届世联会后，湖南怀化颜

子研究会投入巨资，组织专业人员对原有家

谱进行了整理。全面调查了解了海内外颜氏

宗亲的分布定居情况，搜集了各地颜氏宗亲

的祖谱，广泛联络，寻根求源，增进了世界颜

氏宗亲的联谊，促进了海内外颜氏族人的交

流，进一步增强了世界颜氏宗亲的凝聚力、向

心力。

2．广泛联络江西、湖北等地宗亲达60万

之多，有力地促进了世界颜氏宗亲的联谊。

（四）江苏宗亲组织活动丰富有创新。

1．宗亲组织机构进一步健全，成立了

江苏颜氏宗亲联谊会和南京颜子文化研究中

心，积极组织各地宗亲开展交流活动。

2．江苏颜氏企业集团积极筹备世界颜

氏总商会。通过成立世界颜氏总商会，广泛

左起：颜世全、颜章湖、颜秉刚宗主、颜荣源、 
颜清湟教授，在曲阜世联大会致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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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络江苏和国内外颜氏企业家，互通信息，

互补优势，寻求合作，共谋发展，为世界颜

氏宗亲联谊大业带来了新的活力。

3．江苏颜子文化研究中心开展了十大颜

氏杰出人物评选活动。通过开展评选活动，

进一步扩大了颜氏族人之间的联络，继承光

大了颜子思想的美德，增强了颜氏族人的自

豪感和凝聚力，创新了宗亲组织活动方式。

除此之外，江苏颜子文化研究会还制

作出版了反映颜氏文化的光盘；挖掘整理了 

《颜子传》、《颜真卿文学作品》，而且正在

着手改编电影电视剧本；建立了颜子文化网

站等。

（五）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香

港、台湾、北京、上海、河北、广州、深圳、泉

州、永春、厦门、枣庄等国家和地区的颜氏公

会、联谊会和宗亲在宗亲在宗亲联谊、开展活

动、加强交流、促进发展上做了大量富有成

效的工作。

各位宗亲，第七届世界颜氏宗亲大会以

来，海内外各地的颜氏宗亲组织在开展联谊

活动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和进步，但发展

还不平衡，工作还有不足：2002年10月的第

七届世界颜氏宗亲联谊大会确定将世联总会

设在曲阜，但总会的注册工作进展不快；世

联总会的《章程》尚未通过，其运作受限；世

联总会缺乏载体，尚没有经济来源；特别是

本人在担任世联总会会长后不久，因工作变

动调离曲阜，对完成第七届世联大会上商定

的工作造成很大的被动，也给世联总会带来

了负面影响。对此，我深表歉意。

二、对会后工作的几点建议。

1．应尽快对世联总会（曲阜）进行注

册，使其合法地开展活动，并得到世界各地

在法律上的认可。

2．集思广益形成世联总会章程，进一步

改进世联总会的运行机制，使其健康运行，

保证世联总会的正常活动。

3．在今后宗亲联谊、举办活动中应贯穿

广泛联谊、民主协商、理解包容、无私奉献

的精神。

广泛联谊：世联大会突出联谊、广泛交

流，不断扩大世界各地颜氏宗亲的交流与合

作，不断发展壮大联谊组织和宗亲队伍。

民主协商：在世联会内部形成畅所欲言

的氛围，集思广益的作风，协商解决分歧的

机制，把世联总会建成为民主协商世界颜氏

宗亲活动的组织。

理解包容：要有海纳百川的胸怀，求大

同，存小异，以最大的努力去理解、包容一

切。

无私奉献：要乐于奉献，就是在各项活

动中要心底无私，不讲索取，不追求回报，

更不得以牺牲颜氏大业、族人荣誉为代价而

谋取少数人的利益。

各位宗亲，世联大会把全世界的颜氏子

孙紧紧的连在一起，她的成功召开不仅加深

了宗亲们之间的感情和友谊，同时也为世界

各地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世联

大会现已召开八次，实属来之不易，她是海

内外颜氏宗亲，特别是新加坡、马来西亚、菲

律宾、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颜氏公会

及各位德高望重的宗长们共同努力的结果。

我们每一位颜氏族人都应该象爱护眼睛一

样爱护她；每一位颜姓子孙都有责任、有义

务将其继续发扬光大。

祝第八届世界颜氏宗亲联谊大会圆满

成功！

谢谢大家！

第八届

世界颜氏联谊大会主席颜世谦在总结

陈词时如此写道：世界颜子研究会暨世界

颜氏宗亲联谊会，自1965年由颜有政先生和

其他宗亲一起在新加坡初创，以后历时四十

年，在马来西亚、菲律宾、澳大利亚、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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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大陆宗亲和宗亲组织的参与和推动

下，成为当今世界唯一的一个以姓氏文化为

载体的全球性组织。自第一届会议在新加

坡召开后，尤其是第五届福建永春会议、第

六届马来西亚云顶会议和第七届山东曲阜会

议，更把颜子文化和世联会事业推向新高

潮。

第八届世联会由临沂市委、市政府主

办，临沂颜子研究会和山东华通城市发展有

限公司承办。筹委会由副市长王晓曼女士为

组长，市政协副主席颜廷瑞先生、山东华通

城市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颜世谦先生、各有

关县分管文教工作的副县长和各有关部门领

导为副组长。筹委会下设若干个工作小组。

第八届筹委会积极开展工作，于2003年

11月在世联会第一届会议会址新加坡召开了

第一次筹备会，2004年7月于世联会首次在

大陆召开的第五届会址福建永春召开了第二

次筹备会。两次筹备会就总结世联会成立以

来的经验、第八届会议的议程内容，以及世

联会今后的发展和工作重点进行了广泛的讨

论，为开好第八届会议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八 届会 议从2 0 02年10月开始筹

备，2004年9月22日－9月26日召开大会，至

2005年7月会议会刊编制完成，历时近三

年，耗资近贰仟万元人民币。有世界三十余

个国家一千多名颜子后裔和学者参加，另有

政府官员、武警官兵、公安保卫、宣传媒体、

演职员和社会各界友好人士及工作人员近五

千人参会。会议涉及政治、经济、文化艺术、

学术思想等各个领域，有序的、规范的、计

划性的完成了各项会议议程，达到了预期目

的，是健康的大会、成功的大会、卓有成效的

大会。

会议期间，正参加山东省委扩大会议的

临沂市委书记李群先生和临沂市市长连承

敏先生，特意请假返回临沂接见各国主要

来宾；省委副秘书长颜世元先生在百忙之中

前来组织协调会议；空军某部颜世忠将军多

次来电指导会议；原世联会会长、曲阜市副

市长颜世全先生和复圣公嫡长孙颜秉刚会

长参加和主持了大会；人民日报的原编辑室

主任颜景政先生、解放军后勤学院研究员颜

振卿先生、原马来西亚华人总商会会长丹斯

里颜清文先生、马来西亚南方机构总裁颜华

益先生、全国侨联委员南京侨联主席颜健建

先生、南京中央商场书记颜迪明先生、解放

军南京炮兵学院颜春龙先生、全国侨联委员

颜华煨先生、台湾颜子研究会会长颜山祜先

生、重庆《中外交充》编辑颜学东先生、山东

鲁通公司副总经理颜世春先生、湖南颜达明

先生、深圳颜付贤先生、总政话剧团政委孔

令义先生、原总政话剧团团长陈奎及将军、

北京颜晓文先生、枣庄颜道朗先生等也都应

邀参加了会议；另有原世联会总秘书长颜廷

淦先生在曲阜服孝期间多次来电对大会表示

关注，河海大学宣传部长颜素珍女士、黑龙

江大学颜秉征先生、马来西亚颜进明博士、

菲律宾钞坑颜氏同乡会秘书长颜长江先生

等近一百余人次发来贺电贺信对大会表示关

心、支持和祝贺。为开好这次大会，临沂颜子

研究会副会长颜廷新先生和颜秉锦先生担负

了重要工作。郯城颜廷森先生，苍山颜世广

世界总会永久会务顾问颜荣源宗长宣布第三届世
界总会理事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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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颜世举先生、颜廷华先生、颜培明先

生，费县颜杰先生、颜庆志先生，沂南颜承

收先生、颜承福先生、颜景高先生，兰山区

颜世祥先生、颜世俊先生、颜世信先生、颜

廷凯先生、颜廷奎先生等宗亲也都为大会做

了很多重要工作。

临沂市文联在大型文艺晚会的组织、演

出、“复圣怀”全国书画大赛，以及会刊的编

辑方面都做出了卓越贡献。

一、第八届会议的主要成绩

1．成功地举办了颜子文化研讨会。

会议由颜炳罡先生主讲，并由孔、曾、

孟三圣后人，及骆承烈教授从多角度、多层

次充分肯定了颜子思想在儒家文化中的地

位、作用和影响，重点阐述了德行之冠“不迁

怒，无二过，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

优良品质，研讨会由颜培实先生的演讲而收

笔。此次研讨会，对弘扬儒学文化和认识颜

子思想有着深远的意义。

2．成功建设颜子文化景点。

会议期间通过组织和个人捐助，对“师

古祠”和颜之推小学等几个以颜子后裔历代

名人而命名的历史文化景点和教育事业进

行了启动建设，这一活动是跨国籍的民间组

织发起的，是临沂、中国乃至世界绝无仅有

的。

3．修建孝悌府和修立孝梯志的构

思。

至圣孔子嫡裔府邸阙里以谱序为主，

涉及政治、文化、经济等各个领域的时代志

书，为阙里志。复圣陋巷翰博府为陋巷志。

琅琊颜子后裔自三十七代勤礼公以后至七十

一世，代代受封，其府邸孝悌里。为弘扬颜子

文化，应重修孝悌府，同时以兰山颜氏支谱

为主干，融各颜氏分谱，修立孝悌志。退休老

干部临沂颜子研究会副会长颜世友先生提

出这一构思，得到广大颜子后裔的支持，临沂

颜子研究会积极动员实施。

4．成功地举办了第一届世界“复圣

杯”书画大奖赛。

大赛由临沂颜子研究学会、山东华通城

市发展有限公司、临沂市文联、中国书法家

协会联合举办，自2004年6月立项征稿至

2005年3月评奖，到2005年7月画刊出版历经

一年多的时间，取得了良好的成果。大奖赛

共收稿件五千余份，参加作者近四千余名，

评出李良东先生为一等奖的各类将项共二百

名。本次大赛为弘扬颜子文化，光大颜体书

法艺术，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5．确立发源地和发祥地的关系。

公元前521年颜回诞生于鲁国曲阜，从

学孔子并帮孔子建立儒学，为历代中央政府

所推崇仰慕。其后人历代被封赐。颜子后人

二十二代单传，二十四世颜盛公迁居琅琊临

沂，弘扬文化、造就德行，人丁自此发达兴

旺。传至三十七世，长兄师古支返迁曲阜，翰

博府受袭封赐二品，三弟勤礼支，在临沂受

袭封赐三至七品，袭居孝悌里府邸。天下颜临沂市市委书记李群、颜荣源宗长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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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临沂和曲阜是老家，曲阜是颜子文化发

源地，临沂是发祥地。这一观点得到大会的

认可。

6．确定了第十届世联会的举办单位。

会议期间，按照程序对第十届世联会进行

了争办。江苏省南京市颜子文化组织和颜子

后裔，以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优越的地理

位置、丰厚的文化底蕴和先进的办会理念，

赢得了会议的统一肯定，取得了第十届世联

会举办权（2008年，第十届世联会在南京召

开）。

7．确立了世联会章程。

颜氏宗亲联谊会是当今世界唯一的一

个以姓氏为载体的跨国民间组织，这一组织

的存在与发展说明了颜子的伟大和颜子后裔

的进步。但现在出现了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

这些问题属于发展与规范，进步与管理不相

匹配的关系。为了更好地发挥积极性，建立

健全运营机制和管理机制，切实理顺二者关

系，为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服务，

就必须建立“章程”。大会之前和会议期间，

在广大组织和宗亲的努力下确立了“章程”，

相信世联会今后会在章程的约束下，而又不

断修改章程的过程中日臻完善，薪火相传。

8．选举产生了世联会领导班子。

大会期间通过各地基层组织推荐，经

筹委会酝酿讨论，选举产生了永久荣誉会长

一名，永久会务顾问二名，会务顾问二十九

名，包括会长、署理会长、副会长和总秘书

长在内的常委十一名。

9．成功进行了国际经济交流。

会议期间由临沂市政府牵头、仇景阳副

市长主持举行了经贸洽谈会，签订了三十三

亿元人民币的合作项目，现在多个项目已得

到落实，不仅促进了临沂市的经济发展，同

时也促进了相关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

10．成功地举办了大型文艺联欢晚

会。

本次晚会以弘扬颜子文化，传承历史文

脉为主题，国家当红一流演员郭达、魏积安、

韩红、陈红、周迅、朴树等参加演出。晚会

由临沂市委副书记朱绍阳先生主持，市委副

书记、常务副市长徐景颜先生讲话。散文诗 

《礼赞三篇》以其真挚充沛的感情和磅礴

的气势感动了观众。这篇作品歌颂了颜子文

化，歌颂了琅琊古郡，歌颂了临沂市的发展，

充分肯定了海内外颜子后裔对祖国和家乡的

热爱及无限衷情。

二、有特改进的问题

这次盛会充分显示了儒家文化和颜子思

想的生命力及向心力，也充分证明了各级党

委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对颜子文化的关心

和支持，更表现了颜子后裔崇尚文明、朝气蓬

勃、团结友爱、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但也

显露出一些不足和有待解决的问题：

1．文化思想的追求略显不足；

2．联谊和研讨会议活动尚存在追求经

济获得的倾向；

3．重心趋向地方利益，而忽视全局利

益；

4．颜子文化基本点和突出点的坐标有

待明确和提高；

5．颜氏家谱有待理顺。

三、今后应该坚持的原则问题

1．坚持真卿公的论断：颜回公为一世

祖，颜友为姓源。

颜回公帮助孔夫子创建了儒家文化，对

中国的文明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被封

为“圣人”，颜氏家谱和志书都明确将其肯定

为一世祖。唐代真卿公主持第一次大序谱

时，对颜友作为姓源这个客观现实曾作了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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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和认定。今天我们颜子后裔应该崇圣而不

是崇姓，不能把颜友和颜回公并提，正如不

能把孔子与其父叔梁纥并提一样。只能坚持

唐代以来所确立的颜回公为我们的始祖、一

世祖的观念。

2．确立颜秉刚先生的核心地位。

复圣公第七十九代嫡长孙颜秉刚会长，

是当今当之无愧的家族核心。全体族人应帮

助、支持他主好家政，领导好研究颜子文化

及族人间的联系，要从本质上、内涵上确立

他的领导地位。平常的泛谈中对其称呼可以

忽略不计，书写到文件中的称呼应以法制的

观念，文明、客观、科学的观点，认真、严肃

地对待。

3．确立翰博府的中心地位。

不论封建时代还是民国政府时代，我们

颜家受封赐的圣人历代袭居曲阜（即掌管颜

氏家政的人袭居翰博府）。无论研究文化，

还是搞宗亲联谊，都是家政的内容而又包容

了家政，所以我们应该肯定曲阜翰博府应有

的、不可替代的中心地位。南宋时期翰博府

主支随王伴驾，迁往临安（南宋流亡政府破

灭后，其复圣传人流散浙江湖南等地），后元

朝建立，从曲阜又立翰博传人。时过境迁近

千年，袭封也有数十代人，这是历朝政府所

认定的，是颜氏后裔捍卫的，是永远不能动

摇的历史事实。

4．理顺谱序。

孔、颜、曾、孟四圣之门的谱序和其他

姓氏谱序有所不同。其他姓氏纯属民间行

为，四圣之门的谱序要有后袭传人进行组织

和论证编写，然后报政府备案方可颁布，同

时载入史书。我们从明代六十一辈至九十辈

（公、重、从、嗣、胤、伯、光、绍、懋、崇、

怀、士、锡、振、承、景、世、廷、秉、培、克、

建、永、沛、昭、启、裕、显、兆、守）三十字颁

布以来，早传之支已传至近九十代。民国时

期，七十七世复圣传人北京大学研究员颜世

镛先生又主持续编九十一辈至一百二十辈 

（德、泽、知、好、乐、惟、有、仰、立、卓、

周、正、曾、安、鼎、祥、云、天、自、多、继、

志、忠、孝、悌、纲、常、如、大、科）三十字，

几十年来已在各地颜氏家谱上相继颁布。颜

氏后人，在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因读书、经

商、为官迁徙全国乃至世界各地，且多为长

支家人和优秀分子。但由于落后的交通和通

讯条件，无法与曲阜翰博府取得联系来规

范谱序，因而使辈份上出现差异。在现代社

会中，世联的工作发展朝气蓬勃，人们要求

续谱是积极的、应予肯定的，但不能由任何

一个地方的团体来组织，应该以翰博府为中

心，以世联会领导机构牵头，组织世界各地

颜子后裔用科学的、发展的客观观点，以明

代和民国时期两次颁布的六十字班辈为主线

加以理顺，使世界所有颜子后裔的行辈都链

接到六十字主线上来，这才可称之为世界通

谱而决不是重修谱序。

5．迁徙和谱序是颜子家族的内政。

颜子文化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华夏文明的重要篇章，是世界文化史上的

璀璨明珠。作为遗产和财富，归社会应用和

所有。社会各界应积极进行研究和开发，为

促进社会进步和促进三个文明的发展服务。

社会各界在研究颜子文化时，应尽量回避颜

子家族的迁徙、谱序等内容。因为谱序和迁

徙等与促进社会发展和三个文明的建设关系

不大，且从某种意义上讲，谱序和迁徙等具

有隐私权的成分。当然，社会各界在研究颜

子思想文化的同时，会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一

些谱序和迁徙等，但要尽量尊重历史的颜子

族人的传记。

6．弘扬颜子文化的目的和意义。

我们在颜子文化研究和宗亲联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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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应少说多干、少虚多实；多搞学术思想研

究，少搞经济策划；多奉献少索取，多投入少

回报，整合高层次、领导层次、收入较高层

次、研究学者层次的颜氏后裔，多操劳、多奉

献、多投入资源共同创造出极大的福利，为

颜子后裔乃至社会穷苦弱势人群服务。

我们还应该感谢大力资助这次会议的

人们：曲阜翰博府颜秉刚会长亲族为大会进

行了捐款，香港颜纯炯先生、颜禧强先生慷

慨解囊捐钱捐物，颜荣源先生代表新加坡颜

氏公会为会议捐了服装，颜廷飞先生和南

京颜子文化组织为大会捐酒捐书，马来西亚

颜氏总会颜世质先生携各州会捐资，曲阜颜

廷明先生向大会捐献价值二十万元人民币的

字画，临沂三区九县颜子后裔颜世文先生、

颜世贤先生、颜景华先生等数百人进行了捐

款，临沂颜子研究会长颜世谦先生的亲族也

进行了捐款，山东华通城市发展有限公司广

大员工和临沂颜子研究会一道捐款四十六万

元，最大重量的承担了大会的各项工作和任

务。

时已年余，有的同仁为华通的发展和壮

大继续努力拼搏，有的同仁已离开这里，作

为这次会议主要投资人、组织领导人之一的

山东华通城市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颜世谦，

对过去的一切都会给您寄去久久的思念和

祝福的情怀。与时代同行，与人民共进，世界

颜子研究会将越办越好，颜子文化将发扬光

大，我们颜子后裔也将共生共荣。

第九届

2006年12月的湖南湘西山城——怀化，

虽已进入冬季，满山上的树叶颜色都变成了

墨绿色，给人们带来一些冬天的凉意。由于

在这里召开“第九届世界颜氏联谊大会暨经

济发展论坛”，使这座正在发展中的城市热

闹了起来。来自世界各地的颜氏宗亲及社会

各界学者，从四面八方云集于此，他们分别

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的台湾、香港、

北京、山东、天津、河北、甘肃、新疆、四川、

广西、贵州、重庆、广东、海南、福建、浙江、

上海、江苏、辽宁、河南、安徽、湖北、江西和

湖南本土。

第九届世界颜氏联谊大会秘书长颜景

刚报导了大会进行概况：

宗亲相见，格外亲切，握手拥抱，欢声

笑语，响彻一片，让这座城市在繁荣热烈的氛

围中更加热闹非凡。到会的“复圣颜子”后裔

们在这里举行大规模的联谊、学术和发行经

各地宗亲在湖南怀化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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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五年精心编纂的《颜氏通谱》等一系列活

动。

本次大会是由怀化市人民政府主办，

主要是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发扬

颜子“虚心好学、尊师重道、修德正身”；促

进“以法治国、以德治国”并重的方略；促进

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学习与交流；促进经济

的发展，并举行湖南西部“经洽会”和“农博

会”。

4日的上午12时，大会迎来第一批前来出

席的代表，有：世界颜氏联谊总会永久名誉

顾问颜秉刚宗主、总秘书长颜世全、办公室

主任颜廷雨、颜景峰、山东曲阜市民政局颜

景臣局长一行五人。南京代表团于下午7时

到达怀化，世界颜氏联谊总会总干事颜廷飞

同机抵达。他们都是世界颜氏联谊总会的

负责人，对大会各项工作进行督促和给予指

导。

下午8时，宗主颜秉刚、总秘书长颜世

全、总干事颜廷飞、第九届世界颜氏联谊大

会主席颜坚生和秘书长颜景刚，在德天集团

二楼会议室，就开好这次大会的有关工作

进行了会谈。大家认真研究了大会的各项议

程，并决定在大会开幕前的5日晚8时召开“第

三届世界颜氏联谊总会理事联谊会议”，听

取各地代表团的议案和建议。宗主颜秉刚

还向大会主席颜坚生赠送了亲笔题写的书法

作品“福”字，意在祝福广大颜氏宗亲幸福吉

祥。会谈结束后，又在大会场馆设计人员的

陪同下视察了大会会场、就餐场地等一系列

场馆。

到5日下午6时，来自海内外的代表团已

逾100余个，总人数1000余人。有来自全国

各地大学的教授、社会各界的学者、政府部

门的领导、企业界的老总和社会各界人士前

来出席大会。

晚上8时，世界颜氏联谊总会准时在德

天集团办公楼会议室举行“第三届世界颜氏

联谊总会一次代表会议”，世界颜氏联谊总

会理事及各代表团团长出席会议。总干事颜

廷飞主持会议，总秘书长颜世全作报告，研

讨了秘书处的工作报告和“世界颜氏联谊总

会章程”，认真总结了自第八届大会以来世界

颜氏联谊总会的工作及二年来的颜氏联谊

活动，制定了本次大会的议程。决定由总干事

颜廷飞主持大会的入场式，永久会务顾问颜

荣源代表宗主作开幕式讲话等会议的具体

会议议程。

6日7时30分，从座落在舞水路边的湖南

德天集团公司石门至德天家俱广场数百米的

街道两边，腰鼓队、花鼓队、乐队百余人打

起腰鼓跳起舞，奏响了迎宾舞曲，欢迎海内

外嘉宾的到来。8时，在二十余名靓丽的湘妹

子举起的海内外代表团入场礼仪牌的引导 

（大陆以省为一个代表团）下，开始了大会

的入场式。浩浩荡荡的队伍在夹道欢迎的

阳光大道上行进，在岳阳龙狮队挥舞“中华

龙”的迎接中来到了大会的会场，会场门旁的

侗族小伙们吹起芦笙，跳起民族舞蹈，在欢

乐的舞曲中大会拉开了序幕。

怀化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汪辉主持了大

会，怀化市政协主席方新琪致词。方新琪主

席说：“复圣颜子作为孔子的得意门生，他的

思想和言行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

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在颜子思

想的熏陶下，颜子后裔继承先祖的崇高思想

和高尚品德，使颜子文化不断发扬光大，成

为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颜子文化所倡

导的修德正身、以德治国、爱国统一等主张，

对于我们今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大力构

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具有积极的现实 

意义。”

方新琪主席介绍了怀化市在近几年的

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等情况时说：“怀化历

史悠久，文化沉积厚重；怀化物华天宝，自然

生态秀美；怀化地灵人杰，民俗独特神奇。

怀化是一方充满希望的热土，湘黔、枝柳、

渝怀铁路和209、320两条国道及上瑞、包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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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在怀化市区交汇，加之芷江机场

已经复航，这里已成为中国大西南的交通枢

纽。不久的将来，怀化将成为湘桂黔渝鄂五

省（市区）周边的物流中心、文化中心、信息

中心。这里环境优良，商机无限。我们真诚

地欢迎海内外朋友来怀化投资兴业、旅游观

光，共创美好未来。”

大会主席颜坚生做了“第九届世界颜氏

联谊大会筹备和纂修通谱的工作报告”。他

说：“在第七届‘世联大会’上决定湖南颜子

学术研究会承办第九届世联大会，并委托修

纂《颜氏通谱》后，为了广泛征求各地宗亲对

开好这次大会的建议和意见，我们采取由近

而远的走访办法，首先走访了湖南14个市州

的数十个县区和江西、湖北、广西、广东、四

川、山东等省和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州市的部

分地区、进行宗亲联谊，听取了大家的建议意

见，并分别在怀化、广西桂林和新加坡召开

了三次筹备会议，为开好本届大会和修好通

谱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怀化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继田，怀化

市政协副主席、市委统战部部长钱德喜等有

关市直部门的领导出席了大会。世界颜氏联谊

总会永久会务顾问、新加坡代表团团长颜荣

源、秘书长颜世全、总干事颜廷飞，四川省扶

贫办主任颜继禄、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原总裁

颜志卿、山东孔子国际文化传播中心秘书长

于增强、南京工业大学党委副书记颜丰燕教

授及各地代表团团长颜纯炯（香港）、颜世

质（马来西亚）、颜景臣（山东）、颜华煨（福

建）、颜景玉（河北）、颜悦东（甘肃）、颜建

良（广东）、颜勤泽（四川）、颜学东（重庆）、

颜茂华（上海）等出席大会并在主席台就座。

出席大会的代表共计1200余人，是历届大会

出席人数之最。

大会在上午10时休会30分钟，集体合

影后继续进行。会议由颜荣源主持，颜世全

作了世界颜氏联谊总会秘书处的工作报告，

报告共分六个部分：1．“世联总会”注册到

秘书处工作：2．积极帮助筹备第九届“世联

大会”；3．积极参与广泛联谊活动：4．倡传

先祖美德，促进文化研究：5．尽力推动颜

接受编修的〈颜氏通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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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复原工程：6．“世联总会”秘书处两年来

经费收支情况，并通报了世联总会资金使

用情况。宣读通过了“世界颜氏联谊总会 

章程”。

下午2时，大会继续进行。总干事颜廷飞

作述职报告，报告从“颜氏宗亲联谊、颜氏文

化研究、筹备颜子奖学金、打造颜氏品牌、

筹备组建经济联合体、公益慈善事业”等方

面阐述了工作情况。颜景刚主持了礼品捐赠

仪式，香港环球制帽有限公司颜纯炯向大会

赠送中华盛鼎一尊；山东孔子国际文化传播

中心赠送了大型雕刻工艺瓷盘——复圣颜子

像；颜氏发祥地——山东费县人民政府特使

魏宝玉向大会递交了政府的贺信，并赠送了

题词书法作品；著名书法家颜振东、颜振卿、

颜景钰、颜道朗等向大会赠送了题词书法作

品；新加坡颜氏公会向大会和怀化市人民政

府赠送了精美的锡制纪念品；赠送纪念品的

还有江苏、广东、重庆、四川代表团等，深圳

香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颜添河捐资

助修通谱。

晚上8时，在德天集团办公大楼二楼会

议室召开第九届世界颜氏联谊大会主席团会

议。大会主席颜坚生主持会议，就大会期间

各代表团的提案、世界颜氏联谊总会的换届

等工作进行了总结与研究。按照《世界颜氏

联谊总会章程》，民主协商推举了新一届世

界颜氏联谊总会理事会理事、常务理事、总

会长、总秘书长的侯选人名单，递交明天代

表大会审议通过。

7日上午8时，大会举行世界颜氏联谊

总会换届会议和审议通过大会提案等。颜

坚生主持了大会，颜世全就第九届世界颜氏

联谊大会主席团第二次会议，对选举“第四

届世界颜氏联谊总会”理事会理事、常务理

事、会长、秘书长的选举办法、侯选人名单

和提交大会审议通过的三个提案作了通报。

全场以热烈鼓掌的形式通过了第四届世界

颜氏联谊总会理事79名、常务理事43名。颜

世全连任秘书长、颜华煨当选会长，第十届

世界颜氏联谊大会执行会长颜廷飞。按照 

《世界颜氏联谊总会章程》，世界各国家、

地区、省、市的颜氏公会、联谊会、研究会会

长、宗亲组织的负责人为当然的副会长。

第九届世界颜氏联谊大会主席团第二

次会议讨论后，提交大会通过了的三个提案

是：一、关于发动颜氏宗亲、颜氏企业家捐

资，推动颜翰博府复原建设的提案；二、关

于推动中国颜子奖学基金的提案；三、关于

在今后召开世界颜氏联谊大会期间增加专题

研讨活动的提案；经代表们的审议后通过。

四川颜子研究会、重庆颜子研究会联合争办

第十一届世界颜氏宗亲联谊大会获大会一致

通过。

新当选的总会长颜华煨，在大会上发表

了就职演讲。他说：“既然广大宗亲信任我，

我一定在总会今后的工作中，认真执行代表

大会所决定的各项工作，弘扬复圣公的德行

及历代先辈的丰功伟业。积极推动海内外宗

亲的联谊，开创和谐的新平台。”

在大会上发行了由湖南颜子学术研究

会负责，经过长达五年编修完成的《颜氏通

谱》。来自海外代表团与大陆以省为团体的

代表团负责人纷纷上台领取通谱。世界颜氏

通谱主修、大会主席颜坚生颁发了通谱，并与

他们合影留念。曲阜作为复圣公的故里、颜

氏的发源地，颁发颜氏通谱全套233卷。

大会还颁发了“颜府家酒怀”颜氏十大

杰出人物贡献奖。湖南昌华建设集团总裁颜

昌华、南京工业大学教授颜丰燕等来自海内

外的颜氏宗亲近百人被评为十大杰出人物。

世界颜氏联谊总会还向湖南颜氏通谱编修人

员颁发了纪念证书，20余名编纂人员受此殊

荣。

由于海外部分出席大会的主要领导人

需要先期回国的行程安排，大会主席团临时

决定提前举行第九届世界颜氏联谊大会的

闭幕式。闭幕式由怀化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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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主持；怀化市政协副主席、统战部部长钱

德喜致闭幕词；怀化市政协副主席曾庆文和

怀化市政协副主席、市工商联合会会长李应

友出席了闭幕式。

在本次大会，来自海内外的颜子后裔、

社会各界的专家、学者、友好人士进行了广泛

联谊，就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科学技术和

社会经济的发展等进行了交流，为共图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搭建了和谐的平台。

下午3时，专题举行祭祖仪式，祭祀复

圣及以下列祖列宗，在26位儒生毕恭毕敬认

真规范虔诚的指引下祭祀活动开始。他们分

正引、分引、主献、分献、主赞、分赞、东通、

西通。东通大声高唱祭仪，主赞引主献，分

赞引分献，按祭法，按程序逐一祭拜。行九

献礼，陈三牲，猪羊整祭。祭祀活动中还有

岳阳宗亲献给大会的舞龙节目。舞龙队舞起

了大型“中华龙舞”，给祭祀活动增添了浓厚

的民族文化。岳阳舞龙队在世界龙狮表演赛

上、是获得冠军的表演队。

8日下午4时，部分来自企业、文化界代

表又考察了中方县生态城，中方县县委书记

易轶、县长黄黔元等有关领导陪同考察，并

举行了项目推介会。黄黔元县长在项目推介

会上作了讲话，他说：“颜氏一脉根深叶茂，

渊源流长，颜氏子孙遍及四海、人才辈出。—

—中方县是国务院1997年11月批准设立的，

辖四个办事处、22个乡镇、211个行政村，总

人口26万人，是共和国最年轻的县。”世界颜

氏联谊总会永久会务顾问颜荣源在项目推介

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著名书法家颜

振东、颜振卿、颜景钰挥毫题写书法墨宝赠

送中方县委、县人民政府留念。中方县政府又

在荆坪镇民族古寨旅游度假区，用民族特色

招待了出席会议的海内外代表。

9日，参加第九届世界颜氏联谊大会的

代表，参观了洪江古商城、芷江抗日战争胜

利受降坊、抗日战争时期美国空军飞虎队驻

芷江营地，并在日月湖度假村参加了侗族民

俗——合拢宴。数十名侗家小伙子、姑娘们

唱起了敬酒歌，向客人献上侗家的糯米美

酒，欢迎代表们的到来。随着全天参观考察

的结束，第九届世界颜氏联谊大会完成了预

定的日程后，落下了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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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颜氏宗亲联谊总会，简称“世联总”，于2000年五月廿五日，在马来西亚云顶高原大

酒店会议厅正式成立。在各国宗亲联谊会代表推选下，产生第一届理事会，并在当晚

联欢宴会举行新理事宣誓就职仪式，恭请马来西亚颜氏公会联合总会顾问丹斯里颜清文律师

主持监誓典礼。

第一届世界颜氏宗亲联谊总会理事会：

总会长 ： 颜章湖（新加坡）

署理总会长 ： 颜锡其（马来西亚）

副总会长 ： 拿督威拉颜文龙局绅（马六甲） 拿督颜亨赐局绅（马六甲）

  颜裕春DJN，PKT，PJK，PPN（北马） 颜世质PKC（彭亨）

  颜赞高（雪兰莪） 颜瑞贵（森美兰） 颜清波（柔属）

  颜德庆（菲张颜） 颜受祷（菲钞坑） 颜国年（台湾）

  颜民强（金门） 颜华煨（永春） 颜世全（曲阜） 颜锡懿（德化）

  颜期前（晋江） 颜明远（厦门海沧） 颜金训（仙游） 

  颜荣源（新加坡）

总秘书 ： 颜荣源（新加坡）

副总秘书 ： 颜进明 PJK（马来西亚）

总财政 ： 颜少平（新加坡）

副总财政 ： 颜华益（马来西亚）

董事 ： 拿督颜金松PJK（雪兰莪） 颜水松DSM，BCM，PJK（马六甲）

  颜芳安PJK（马六甲） 颜文生PKL（森美兰） 颜觥峻（雪兰莪）

  颜光炎（彭亨） 颜泱仁（柔属） 颜荣幸（北马） 颜长江（菲张颜）

  颜永洲（菲钞坑） 颜武胜（台湾） 颜纯炯（香港）

  颜万成（新加坡） 颜世德（曲阜） 颜士灿（永春）

第一届世界颜氏宗亲
联谊总会理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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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届世界颜氏宗亲
联谊大会一览表

届数 日期 主办单位 地点

一 03-04-1991 新加坡颜氏公会 新加坡（国宾酒店）

二 24-10-1993 马来西亚颜氏公会 马来西亚马六甲（美华酒店）

马六甲仁贵颜氏宗祠

雪兰莪颜氏公会

柔属颜氏公会

北马颜氏公会

彭亨颜氏宗祠

三 11-05-1996 新加坡颜氏公会 新加坡（濠景大酒店）

四 17-05-1997 菲律宾河源张颜同宗总会 菲律宾（马尼拉假日大酒店）

菲律宾钞坑颜氏同乡会

五 05-10-1998 永春颜氏宗亲联谊会 中国福建永春（师范礼堂）

德化颜氏宗亲联谊会

晋江颜氏宗亲联谊会

同安颜氏宗亲联谊会

六 25-05-2000 马来西亚颜氏公会联会总会 马来西亚（云顶高原大酒店）

七 06-10-2002 曲阜市人民政府 中国山东省曲阜

曲阜氏颜子研究会 （金山孔宾馆）

曲阜市颜氏宗亲会

八 22-09-2004 临沂市委 中国山东临沂（陶然居酒店）

临沂市政府

临沂颜子研究会

山东临沂华通集团

九 06-12-2006 湖南怀化市人民政府 中国湖南怀化

湖南颜子研究会 （德天家俱广场）

湖南颜氏宗亲联谊会

湖南怀化德天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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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颜氏文化教育
发展基金章程简则

一、名称：本基金定名为世界颜氏文化

教育发展基金（下称本基金）

二、地址：本基金设于管理宗亲会之注

册地址，现设18-20B BUKIT PASOH ROAD，

SINGAPOE 0208。

三、宗旨：提供及促进颜氏族人文化教

育事业之发展。

四、组织：本基金设有：

A．信托委员会：信托人五名（不得兼任

审查委员）。

B．管理委员会：主任一名、秘书一名、委

员三名（均不得兼任审查委员）。

C．审查委员会：主任一名、委员四名。

D．顾问：

1．现任各地颜氏宗亲会会长。

2．对本基金有特别贡献者。

3．对文化教育事业有成就之学者。

以上委员会成员，均由管理宗亲会执行

委员会推选之，任期三年，可连任。

五、申请程序：申请者须将申请目的、具

体资料、申请金额，通过当地颜氏宗亲会推

荐，送交本基金管理委员会，经审查委员会审

查后，由信托委员会核准，信托委员会有权

删减申请金额，其决定为最终决定，申请者

不得异议或申诉。

六、申请金额：单项申请金额以新币壹万

元为限；超过新币壹万元，须经申请程序批

核后，再经本基金信托委员会与管理委员会

共同核准，方可生效。

七、本基金有权拒绝任何申请而不必说

明理由。

八、本基金由第一届世界颜氏宗亲联谊

会大会上，一致通过委任新加坡颜氏公会负

责管理，世界颜氏宗亲联谊会为本基金之最

高机构，有权更换管理单位及修改本章程简

则。

九、本基金之任何会议，均由秘书处发

函通知有关委员，在本基金之地址召开。

十、本基金之章程简则，在第二届世

界颜氏宗亲联谊会大会宣读通过后，立即生

效。

信托委员会

颜章湖 颜永发 颜诗琴博士 颜文祥

颜荣源

管理委员会

主任：颜诗琴博士 秘书长：颜荣源

委员：颜万成 颜少平 颜取图

审查委员会

主任：颜惠明

委员：颜文钟 颜厥兴 颜玉泉 颜玉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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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颜氏文化教育
发展基金报告

世界颜氏文化教育发展基金，是1991年4月6日在新加坡国宾酒店鱼尾狮厅第一届世界

颜氏宗亲联谊会上设立，当场筹得基金新币20万元，会上一致通过委任新加坡颜氏公

会负责处理此基金。

兹将捐款名单列下：

台湾（金门） S$32,000

 1. 世界颜氏宗亲总会及 

台北市颜氏宗亲会 S$30,000

 2. 金门颜氏宗亲会 

（颜西林） S$2,000

雪兰莪（西马） S$16,100

 3. 雪兰莪颜氏公会 S$5,000

 4. 颜锡其 S$1,000

 5. 颜觥峻 S$1,000

 6. 颜金振 S$1,000

 7. 颜振聪 S$1,000

 8. 颜金辍 S$1,000

 9. 颜华益 S$1,000

 10. 颜章阅 S$500

 11. 颜金陵 S$500

 12. 颜长生 S$500

 13. 颜进发 S$500

 14. 颜漠烈 S$500

 15. 颜选高 S$500

 16. 颜国清 S$500

 17. 颜超日 S$500

 18. 颜清渊 S$200

 19. 颜宇川 S$200

 20. 颜再仕 S$200

 21. 颜金美 S$200

 22. 颜文荣 S$200

 23. 颜文章 S$100

菲律宾 S$12,000

 24. 菲律宾河源张颜 

同宗总会 S$4,000

 25. 颜水洲 S$2,000

 26. 颜期兴 S$2,000

 27. 颜德庆 S$2,000

 28. 颜期前 S$1,000

 29. 颜清水 S$1,000

马六甲（西马） S$8,800

 30. 马来西亚仁贵颜氏宗祠 S$3,000

 31. 颜亨赐 S$1,000

 32. 颜山迪 S$1,000

 33. 颜声江 S$500

 34. 颜金狮 S$500

 35. 颜国贤 S$500  

 36. 颜永兴 S$500

 37. 颜金盾 S$500

 38. 颜国仕 S$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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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颜芳安 S$200

 40. 颜文炯 S$200

 41. 颜强发 S$200

 42. 颜金基 S$100

 43. 颜晋江 S$100

柔佛（西马） S$7,200

 44. 柔佛颜氏公会 S$3,000

 45. 颜其仁 S$1,000

 46. 颜贻回 S$500

 47. 颜俊明 S$500

 48. 颜泱仁 S$500

 49. 颜润书 S$500

 50. 颜清波 S$500

 51. 颜崇图 S$500

 52. 颜训诂 S$200

槟城（北马） S$4,000

 53. 北马颜氏公会 S$2,000

 54. 颜进发 S$1,000

 55. 青年团与理事 S$1,000

彭亨（西马） S$3,000

 56. 彭亨颜氏宗祠 S$2,000

 57. 颜世质 S$300

 58. 颜光炎 S$300

 59. 颜旺清 S$300

 60. 颜旺留 S$100

澳门 S$3,000

 61. 颜延龄 S$3,000

印尼 S$2,000

 62. 颜振源 S$2,000

新加坡 S$111,900

 63. 新加坡颜氏公会 S$8,000

 64. 颜文祥 S$15,000

 65. 颜永发 S$15,000

 66. 颜章湖 S$15,000

 67. 颜诗琴 S$8,888

 68. 颜荣源 S$8,000

 69. 颜呈瑞 S$7,000

 70. 颜奋坚 S$5,000

 71. 颜国钧 S$5,000

 72. 颜期巢 S$3,000

 73. 颜连川 S$3,000

 74. 颜东如 S$2,000

 75. 颜挺尧 S$2,000

 76. 颜清祥 S$2,000

 77. 颜国华 S$1,000

 78. 颜挺节 S$1,000

 79. 颜荣聪 S$1,000

 80. 颜米德 S$1,000

 81. 颜辉宗 S$1,000

 82. 颜取图 S$1,000

 83. 颜应喜 S$1,000

 84. 颜万成 S$1,000

 85. 颜志强 S$1,000

 86. 颜明林 S$512

 87. 颜少平 S$500

 88. 颜玉池 S$300

 89. 颜金镇 S$250

 90. 颜厥兴 S$250

 91. 颜春美 S$250

 92. 颜伯谦 S$250

 93. 颜英杰 S$200

 94. 颜文锺 S$200

 95. 颜允进 S$200

 96. 颜添宝 S$200

 97. 颜华忠 S$200

 98. 颜华秀 S$200

 99. 颜亚海 S$200

 100. 颜燕玲 S$100

 101. 颜金枝 S$100

 102. 颜清美 S$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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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

由孔子创立、颜子、曾子、孟子、子思子

继承和发扬光大的儒家思想和儒家

文化，对华夏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

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深刻、最普及、最具感染

力、凝聚力最大的思想体系，并以其独特的

东方魅力超越时代和国界的局限，成为全人

类共有的宝贵精神财富。作为孔颜曾孟四大

圣人的后裔，举办恳亲联谊活动意义深远。

在第21届中国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期

间，于2004年9月27日上午，首届孔颜曾孟圣

裔恳亲联谊大会在中国曲阜金三孔宾馆召开。

来自美国、韩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香

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孔颜曾孟圣裔代表

200余人出席了大会，四圣后裔们欢聚一堂，

亲情融融。会上展示了孔子第77代嫡长孙、衍

圣公孔德成先生为联谊大会亲笔题写的“通

家累世”四个大字。成立了孔颜曾孟圣裔恳

亲联谊会，大会一致表决通过了《联谊会章

程》，推选产生了由85名理事组成的第一届理

事会，聘请孔德成、孔德懋（女）、颜秉刚、

颜清文、孟祥协、曾宪梓、曾荫权、曾士生先

生为名誉会长；推选孔德墉（香港）、颜荣源

（新加坡）、曾文仲（香港）、孟祥居（邹城）

为会长。按照《联谊会章程》规定，联谊会在

会长中设执行会长，并实行轮值制。孔德墉

先生被推举为首任轮值执行会长，并在会上

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颜荣源先生、孔令

和女士、孟祥居和曾文穆先生分别在大会上

作了代表发言。会后，圣裔代表们又分别在

曲阜市、邹城市和嘉祥县举办了寻根祭祖、

联谊等活动。

第二届孔颜曾孟圣裔恳亲联谊大会于

2005年9月27日上午在中国山东省济宁市运

河宾馆隆重召开。来自韩国、日本、新加坡、

马来西亚、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圣裔

代表400余人出席了大会；中国全国人大常

委、香港金利来集团董事局主席曾宪梓先生

出席。会上四圣后裔代表分别表态发言，代

表们认为，四圣后裔恳亲联谊活动是天下孔

颜曾孟后裔们的一次大聚会，以孔子为代表

创立的儒家文化构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

主流和基础，对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做出

了极其重要的贡献。2005年，世界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设立“孔子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

位以中国人名字命名的世界最高奖项，充分

体现了孔子及其思想在国际上的重大影响和

重要地位。作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圣人后裔倍

感光荣和自豪。会上展出了50多位海内外的

孔颜曾孟圣裔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各个领

域所取得的成绩，颜氏后裔有12位宗亲榜上

有名。同日下午，在曲阜市机关会议中心还举

办了2005孔颜圣裔情怀故里恳亲活动。

第三届孔颜曾孟圣裔恳亲联谊大会于

2006年9月25日下午在山东济宁市运河宾馆

孔颜曾孟圣裔恳亲联谊活动概况
◆颜景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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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与会代表200余人，香港沿海绿色集

团董事局主席曾文仲先生出席。会上，济宁

市海外联谊会、孔颜曾孟圣裔恳亲联谊会像

授予曾宪梓等20名四圣后裔代表“圣裔之

星”荣誉称号，颜氏代表有5人获此殊荣；宣

读了孔颜曾孟圣裔恳亲联谊会致全体孔颜

曾孟圣裔的《敬祖爱乡支持济宁发展倡议

书》；孔颜曾孟圣裔代表先后发了言；济宁市

经济贸易局发布了招商项目；同时，世界颜氏

总商会还向10位品学兼优的四圣后裔小学生

代表颁发了奖学金。

经贸合作恳谈会

恳亲联谊活动，出席的孔孟颜曾后裔极其踊跃 恳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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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家地产公开拍卖

古人尝以嘉禾取为书名，宝鼎作为年

号。其用意是要永志不忘，实在非常有意

义。新加坡也有些学校、医院、屋宇、码头、

桥梁、道路、碑塔、塑像、喷水池、水族馆，

也是以当时闻人的姓氏命名，无非纪念其

丰功伟绩，长留青史，而使后代有深刻的印

象。

那么，本邦的麟记路与麟记山，究竟有

什么来历？根据福建会馆元老叙述：当年该

地产的原业主，因债台高筑，无法摆脱穷籍，

结果在亚力山大一带百馀英亩地产，被公开

拍卖。而先贤颜麟及一班友好，原拟共同投

标。惟是届期友好俱未准时参加，何以故？

盖当时缙绅与殷商，为消耗时间大多染有阿

芙蓉瘾，通宵吞云吐雾，日上三竿，仍在梦

中。但是颜麟为人严肃，不吹不饮，无赌无

嫖，勤劳俭朴，循规蹈矩，处事也非常认真。

当地产拍卖之日，提前莅临，由于无竞争的

对手，所以廉价标中。事后，友侪啧啧烦言，

谓其独享其利。颜麟为欲缓和友侪之反感，

当众发表意见，谓彼原非存心坐收其利，因

而倡议高阜五六十英亩，可捐献予天福宫，

作为公冢。另一小段，拨为颜氏家族墓地，

皆属公益。其馀低洼地带，无甚好处，亦无

须计较，友侪经其折衷之建议与解释，却也

顾全道义，不再喋喋不休。及后，颜麟就在

低洼处设了砖厂。足见他为了自己事业，也不

忘社会之公益，大可史册留芳，永奠典范。

麟记山公冢的来龙去脉
◆颜国华

献地年历的商榷

谈到先贤颜麟献地的年历，迄今已有多

久，要找出一个确定的答案，那无异掷一根

绣花针于海底，何从摸索？

就以福建会馆而言，算是闽侨的总枢

纽，规模庞大，会员众多，组织严密，经济实

力雄厚，领导层之人才济济，纪录详明，有条

不紊，可说是先进的社团；惟对于先贤颜麟

献地的年代，文件可能于日治时期失散，已

无正确的档案可作佐证了。

吾姓人丁稀少，散漫而无健全之组织，

若与福建会馆比较，相去千里，实难望其项

背。倘我们要获得可靠的资料，总要绞脑汁，

费心机，可是，为了不负使命，应具信心，绝不

畏难而退。那么就要凭一股傻劲，像沙漠中

的旅者，不怕风暴，到处去找寻水源。

现在我们援引杨进发博士最近在报上

发表的“战前新加坡福建会馆”一文，摘录

几点来作为参考：

（一）1898年之海峡华人杂志Straits 

Chinese Magazine 登载的言论：“新加坡华

族的社会组织”曾指出，闽人议事，常聚在直

落亚逸街天福宫或福建庙内，但并无指出当

时有福建会馆存在。

（二）从1927年11月28日福建会馆座办

王会仪先生在南洋商报发表的文章，谓：“闽

帮会议，皆附于天福宫之画一轩内，历来公

举总理三名，保管宫业及麟山亭义冢。（有议

事簿、相簿，承自1866年（即同治五年岁次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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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而辅以宫中各神诞交卜之值年福首，（俗

称“大炉主”，“头家”）合五股头，三十馀商号

为议董。凡所提议，一经画诺，互相传播，即

依议而行。

（三）福建会馆于1915年成立，拟就新

会章，1916年获华署批准豁免注册手续。其

名称乃“天福宫福建会馆”。

由上述几点，我们可以引为佐证而加以

分析：

（一）当年闽帮侨众，大多奉祀神佛。所

以假寺庙为集会场所。最早时间是石叻律恒

山亭大伯公庙，该庙乃创立于道光8年岁次戍

子（即公元1828年），一切事务，由董事总理

会同炉主，头家承管。恒山亭也拥有冢山，其

名称为四脚亭公冢。续后，因窀穴已满而封

冢。（注：封冢即不再瘗葬之意）。

迨1839年，侨众兴建天福宫，1840年落

成。因距离市区较近，所以后来闽帮的中心

组织，便由恒山亭移至天福宫。

综上以观，恒山亭大伯公庙是1828年

创立，天福宫是1840年落成，福建会馆则于

1915年成立，1916年获华署批准豁免注册。

如此当年先贤颜麟之地产系献予天福宫，作

为麟山亭义冢，而天福宫乃福建会馆的前身，

后来由福建会馆接管，是无可置疑的。（注：

吾人推测当年恒山亭大伯公庙之四脚亭义冢

已满，续后先贤颜麟再献地产，作为麟山亭义

冢。所以称为新冢，因此，麟山亭义冢附近有

中峇鲁路（Tiong Bahru Road）系以新冢路

意译，盖斯时欲往麟山亭义冢，必经新冢路，

而现在麟山亭附近政府兴建之分层大厦住

宅区有一条Jalan Tiong，

其译文为“惹兰冢”，即

冢路。上述一段，乃旧冢

与新冢之别。

其次，由福建会馆

当时的座办王会仪先生

在1927年南洋报发表之

文章又说：“闽帮会 议

皆附于天福宫之画一轩

内，历来公举总理三名，

保管宫业及麟山亭义冢。

（有议事簿、相簿，承自

1866年）。由此可断定先

贤颜麟献地当在1866年

以前。不过其档案是否存

麟山亭石碑，立于光绪辛已年，即公元1881年

“惹兰冢”(Jalan Tiong)一带，当年即先贤颜麟所献之地，作为麟山亭义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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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或者于日治时代失散，已成问题。

（二）本人为要深切了解其端倪，曾往麟山

亭作实地考察。甫抵麟山亭庙前，即瞥见一

块石碑。阔度一尺三寸，高度二尺六寸。碑上

雕琢麟记（两字垂直雕琢），麟山亭（三字横

排雕琢）连续下去是：三都院前，社郭，颜麟

丙子年置（十二字垂直雕琢），右边是：“福

建省漳州府海澄县”（九字垂直雕琢）、左边

是光绪辛已年贰月立碑（九字垂直雕琢）。

细味碑上的雕文，大概麟山亭系建于光绪二

年岁次丙子，即公元1876年。至光绪七年岁次

辛已贰月，即公元1881年才立碑。由此，可以

强调麟山亭与义冢、公墓，息息相关。先有

冢地而后才建麟山亭，俾祭扫人士驻足。

其次，从迁葬之吾族先人名录中，共有

293名。最早的是光绪7年，岁次辛已，即公

元1881年。不过293名之中，有121穴其姓氏

无从稽考。是否比1881年更早，则不得而知

矣。有一个秘奥的问题值得检讨的，是那些

有姓名，逝世日期，后代子孙名录者，其逝世

之日期系以甲子雕琢。如列号T.G.135颜文

利，死期是戊申年，而无朝代。因此也可说

是道光18年，即公元1848年，也可当作光绪

34年，公元1908年，前后相差60年。这是无

法蠡测的。总之，先贤颜麟献地是在1866年

以前，这是可靠的答案。

烽火狼烟残山剩水

死乃人生最后的归宿，不论公侯将相、

忠孝节烈、商贾仕子、贩夫走卒，有诞生之

时，就有死亡之日。然死有重于泰山，也有轻

似鸿毛者。惟经殡窆，黄土一坯，任其腐蚀，

何分贵贱！不过，生前如能履行做人道义，

死后则荒草断碑，落霞残照，亦能令人景仰

与凭吊也！

当时先贤颜麟献地予宗人作为坟场，可

谓瘗旅有所。自是以后，魂断异乡之客，虽无

牛眠吉穴，亦不至于陈尸曝骨，早安窀穸，存

殁受惠，这可说先贤颜麟之恩泽遍施，而使

后人永远不能忘怀的一件善事。惟是颜氏公

冢，昔年乃一片丘陵。物换星移，时光逝，裘

葛更。过后坟墓错落，便与时俱增了。

本来麟记山颜氏公冢是由鲁国堂颜氏

公会承管的最后的信托人乃克明、品文、清

溪、辉宗等。虽然组织不健全，但每年清明节

日，仍有祭扫，以飨无主孤魂。

迨至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沦陷以后，

无辜遭受杀戮者，不计其数。幸免罹难的人，

简直如漏网之鱼。然而3年8个月时间，人民

的处境危殆，惶惶不可终日，有如惊弓之鸟，

无心去管顾闲事，以避免惹火烧身。而麟记

山颜氏公冢，也因鲁国堂颜氏公会无形中解

体，一年一度的春祭，也消声匿迹，一笔勾

销。不仅如此。甚至被人任意践踏，架板屋

在坟上，围豢栏于墓边，真是活人受苦难，

死者亦遭殃。

复员以后，治安正常。麟记山公冢的信

托人，不敢数典忘祖，亲往巡视。睹状则质

问住户，诘以理，晓以义。惟住户态度倨傲，

睥睨而视，悻悻而答：“有还地租，于理不

亏，是非曲直，可质管山之人”。一语道破，因

此就事论事，察情度理，推想到物必先腐而

后虫生，是否管山的人，自相授受，贪小惠而

畀人架屋。既铸成大错，实令人徒唤奈何！

为公为私，对簿公堂

几年前，麟记山坟场，因城市重建而被

徵用。政令森严，急如星火。原有坟墓，皆须

立刻迁葬于万礼之旷野。我姓因人手缺乏，

故迁葬事宜，悉由福建会馆代为料理，次序

井然，有条不紊。所有坟墓，皆有编号造册，

记录先人姓氏，逝世日期及后代子孙，以备

查考。

至于政府对地价之赔偿，每方尺只

赔3角5分。实际上，福建会馆地皮之面积

较大，所得之代价，当然较多。我姓只有4 

Acres 3 Roods 12 Poles，不到5英亩，赔偿额

实寥寥无几，可是公众资产，不论多寡，亦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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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岂意晴天霹雳，半路杀出一个程咬金，

有一个宗人，居心叵测，向当地法庭控诉。谓

彼乃颜麟之后代裔孙，且凭空捏造，谓当时

其先人，还献出之墓地，乃交予福建会馆及

鲁国堂颜氏公会保管，并非献予上述两个机

构。今政府既将坟墓迁移，其地产所赔之款

项，彼有权承受。当时情景，使信托人左右

为难。假使吾姓宗人，可以息事宁人，但福建

会馆定不罢休。无可奈何，惟凭法律解决。

所以两造对簿公堂，据理力争，各不退让。

就事论事，吾人之诉讼，简直是兄弟阋墙，自

相鱼肉。是非曲直，足为外人冷齿，但是为公

就不可徇私，终与福建会馆联成一气，鸣鼓

而攻。结果事实胜雄辩，控方败诉。堂费无法

偿还，宗人因念骨肉之亲，网开一面，不忍将

其拖入究籍，由赔偿之金额，拨出代还。因

此剩馀无多，基于政府之条例，其用途须属

于公益，故现下仍寄存于银行，相信当轴的

宗人，一定会好好地保管它，选择适当而符

合原则的用途。 

麟山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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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专文的目的是解释为什么颜永成

学校能屹立至今121年（1885-2006）

的两个重要因素——人的因素及政策角度和

教育政策。这篇他生平的论述，是至关重要

的，只有了解他的生平，才能深切窥见他的个

性，理解他对教育的看法。其次，颜永成身为

华人社群及当时在新加坡的英国和欧籍商人

的领导和伙伴。只有认清这特殊关系，才能

完全理解他为何倡办一所英校，而这所学校

在他逝世后，还延续到今天。很多类似学校，

在创办人逝世后，却被人遗忘或消失了。

颜永成生平简介

童年时代

颜永成在1844年出生于马六甲一个贫

穷的家庭。他的一生，就是一个从赤贫到巨

富奋斗的故事。他的曾祖从中国福建漳州三

都 (Sam-Toh) 移居马六甲。马六甲当时是个

繁荣的海港，就业机会十分良好。

颜永成早年在马六甲并不如意，家里有

五个兄弟姐妹，他排行第三，上有两个姐姐

颜珍娘(Gan Gin Neo)和颜月娘(Gan Guat 

Neo)。他是家中的长男，弟弟叫颜永财(Gan 

Eng Chye)，最小的妹妹叫颜冠娘(Gan Guan 

Neo)。他是受严格传统培养的土生华人。口

操马来语，但操守和文化明显的是个华人。

他是聚居马六甲及马来半岛其他地方峇峇和

娘惹的后代。

◆谢景松

颜永成与颜永成中学

教育背景

颜永成在马六甲长大和接受正规的教

育。他能说基本的英语和书写简单的英文，

这使他有资格受聘为牙直利 (Guthrie) 公司

设在哥烈码头内货仓的货物及土产簿记员。

G. W. Earl 曾描述马六甲出生而移居新加坡

人士情况如下：

“有部分人士直接与欧籍商人交往

⋯⋯这部分人士大多能说简单的英语，在他

们经常以英语与欧籍人士交谈中，熟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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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一般习惯及交易方式。这些人受雇于商

行，有些受雇为欧籍人士的出纳员和货仓书

记。”

因此，我们可以推断，颜永成在马六甲

接受英文基本教育，但因贫穷而无法继续

升学。颜永成在16岁那年离开马六甲到新加

坡，抵达后即开始工作。

遇到Thomas Scott

有一天，颜永成在哥烈码头，从舯舡卸

货到仓库时，刚好遇到牙直利公司合伙人

Thomas Scott。颜永成相貌俊俏，拖着长辫

子，有着一双明亮的眼睛，与其说是个年轻

俊男，不如说更像一个俏姑娘。Scott对面前

这个英俊的颜永成产生好感，遂叫他到哥烈

码头货仓工作。这是马六甲穷小子颜永成一

生的转捩点。从此，他受雇于新加坡历史悠

久的公司，并取得Thomas Scott的好感。

牙直利公司的诚实雇员

刚开始时，颜永成是公司的打扫员工，

稍后被擢升为牙直利公司哥烈码头货仓书

记。他是直接隶属该公司另一合伙人及货

仓主管James Watson所管理。在这里，颜永

成学习到公司如何在新加坡经营转口贸易的

经验。颜永成曾在John James Greeshield、

Louis R. Glass及Alexandra Johnston手下

服务。他们都是牙直利公司的合伙人。他

的同事有陈文进(Tan Boon Chin)及书记主

任Simon Aroozoo。Simon Aroozoo是颜永

成亲密的同事。他们相识且一起工作超过了

30年。他取得颜永成在实龙岗的部分土地，

现在这地段的边界一段被命名为阿鲁苏大

道(Aroozoo Avenue)。阿鲁苏最后的工作，

是在他的朋友颜永成于1899年逝世后，协助

管理他在实龙岗的地产。

难得的工作经验

牙直利公司是新加坡历史悠久的代理

洋行，它售卖制成品，从中赚取佣金。这些货

品运抵新后，便通过华人中间人或买办的分

销网，分批出售。与此同时，牙直利公司亦将

本地土产运销到欧洲市场。一个进出口贸易

市场便如此形成。

颜永成很快地就熟悉货物的运作程序。

他知道货物的原产地和将货物运销到什么

地方去。他认识买卖双方、货物的成本及利

润。他把货仓工作管理得井井有条，是James 

Watson不可或缺的助手。根据Cunnyngham 

Brown的说法，他是不能被任何人取代的员

工。颜永成从簿记员、助理仓库管理员、仓库

管理员，最后，在工作了13年后，年龄30岁

时便被擢升为牙直利公司买办主任。一直到

1899年逝世时，他还是公司的买办主任。

牙直利买办主任

此时，颜永成对转口贸易累积了丰富的

经验。作为买办主任，牙直利公司通过他从

华人商界取得海峡产品；另一方面，亦由他

们出售制成品。公司付托颜永成这个责任，

使到他能够与华人商界建立起联络网，由

此，牙直利公司提供颜永成积累他财富的基

础。如果说颜永成的财富是仅从他当买办主

任每月入息累积所致，是不确实的，应该是

公司间接提供他致富的机会。

两项事实可作为佐证：（一）颜永成逝

世时，注册在他名下的公司共有15家，而颜

永成还是牙直利的买办主任。我们不妨说颜

永成一方面经营他的生意，另一方面又受雇

于牙直利公司。在15家公司中，我们只晓得

其中2家：一家是源万成号(Chop Guan Ben 

Seng)，专营劳工承包生意；另一家是运输

公司。（二）根据他的遗嘱，他的动产与不动

产，在1899年他逝世时，估值55万元，而在

1921年增值到2百万元。这清楚说明颜永成

的财富并不是受雇于牙直利公司，从薪金积

存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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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Thomas Scott的合作及丹戎巴葛船

务公司

颜永成累积的财富，部分是因Thomas 

Scott 的友谊及密切合作的成果。1864年丹

戎巴葛船务公司成立，有机会促使建立码

头，仓库及聘用码头工人来装卸货物。

因为公司急需劳工，因而颜永成便成了

他们的承包商。这时，通过他在中国厦门的

第四姨太太张木娘 (Teo Bok Neo)和儿子颜

天春(Gan Tiang Choon)的安排，颜永成得

到他的同乡前来丹戎巴葛船务公司(Tanjong 

Pagar Dock Company) 工作。当时，厦门是

华人移民到新加坡寻找工作的出发地。移民

都由颜永成领养的长子颜天杜(Gan Tiang 

Tock)，通过源万成号(Chop Guan Ban Seng) 

的接待及安排来新加坡。由于是丹戎巴葛船

务公司主要承包商，并通过他厦门儿子取得

劳工来源，颜永成便成了富裕之人了。

因丹戎巴葛船务公司扩充营业，主要经

商地点也从新加坡河转移。19世纪末，新加

坡河经贸由沿河小商人及本地船只处理，而

丹戎巴葛船务公司处理远洋轮船，货物从码

头输入，需运输到新加坡河，再用船只运输

到其他岛屿。而从新加坡河以小船运来的货

物，便需轮船输出到欧洲。将货物从新加坡

河载送到丹戎巴葛，可靠及有效的运输，是

很重要的。

这就让颜永成大好机会去赚取利润。

这个可靠的买办主任、劳工承包商及Thomas 

Scot t的好友，就成牙直利公司的牛车承包

商，把货物搬运到丹戎巴葛船务公司。事实

上，颜永成差不多是牙直利公司唯一的牛车

承包商。亦因为陆路运输，从丹戎巴葛到新加

坡河的增加，他的生意迅速扩大。他是一个可

信赖的承包商，因而在1898年6月的一次牛车

在全岛罢工事件，颜永成因合约上承诺运载

劳工，他遵守诺言令其工人当天回去工作，充

分显示颜永成对他的欧籍合伙人，在紧要关

头表现出他的忠诚，但却开罪了当地其他华

人承包商，因此被评为“冷漠的绅士”。

深受器重的华人

颜永成虽然是土生华人，在马六甲及新

加坡生活进而致富，但却保留与中国文化家

庭及经济联系。我们可以这么说，新加坡及

马六甲是他累积财富与及长久生活的地方。

根据王先生的著述，土生华人一个明显的特

点（与海外华侨比较），在政治上接受马来

亚化，表面拥戴英国。他们强烈接受统治者

的价值观，并认为繁荣与昌盛有赖殖民地

体制，因而成为英国统治的坚定支持者。对

于颜永成来说，他的财富最初来自Thomas 

Scott好意提携所致。由于颜永成的诚实和富

有才干，证实他是个值得丹戎巴葛船务公司

及合伙人信赖的劳工与运输的承包商。颜永

成就凭着与牙直利公司和殖民地政府的合

作而逐渐富裕起来。这是重要的因素，它解

释了颜永成为何认为需要一间英文学校，而

不是一间华文学校来教导儒家经典或中华文

学。这也说明他为何认为教导英文和英文教

育更为重要的原因。

华人社群领导人

颜永成与其他华人领导人不同。严格

来说，后者的财富取自华人社群，或偶尔与

欧籍商人做生意而致富。这些华人较不亲

英，而他们的政治理念倾向中国更甚于新加

坡。

颜永成是第一代土生华人领袖。对华

人社群来说，领导人不多，但不管是当地出

生或中国出生，并无差别。华社领导人主要

基于其经济地位。唯被华社接受的富人，必

须具备慈善心肠及乐善好施。因为缺乏媒

体普遍报导，名誉、声望及地位仅可从事善

举中获得。颜永成被认为是牙直利公司亲密

的代理人，对他来说是既有利也有弊。因

此，争辩之点是有人认为颜永成对社群的捐

献，部分原因是要改变别人的想法，即不做

有利人群的事，部分原因是有必要转移任何

公众不友善的评论，认为他是个华人，却因

是牙直利公司代理人而致富。无论如何，颜

08-S7 New.indd   220 4/17/08   11:34:06 AM



221

颜氏先贤榜

永成是个慈善家，是现实促使他关怀象新加

坡这样的移民社会。他意识到民众明显地欠

缺某些社会设施，如学校及医院。

基于这个理由，颜永成在1892年捐赠

位于梧槽(Rochor)的一块永久地段给陈笃生

医院，在戏院街(Wayang St)鼎力创设及资

助同济医院。这医院为病人提供免费医药照

顾。在他的遗嘱里，颜永成要求其信托人继

续资助在新加坡及马六甲与他有关的学校、

医院及福利机构。但这机构的名称和详情

并未被披露。颜永成的其他善举，还包括供

养贫穷的孤儿寡妇，为马六甲及新加坡贫寒

死者提供免费棺木。颜永成也是华人咨询局

委员，必要时代表族人向殖民地政府提出申

诉。

颜永成对教育的贡献

重视双语教育

颜永成的姓名经常与教育联系在一起。

他对中国、马六甲及新加坡的教育有诸多的

贡献。首先，儿时在马六甲，因家贫受教育不

多；及后，他与欧籍合伙人获得的经验，凭

他简单的英文根底而能受聘为牙直利公司

职员，使他坚信受过良好的英文教育是有利

的。颜永成个人是亲英及亲权势集团的。他

预见以英国为中心的社会如新加坡，书记及

政府公务员的工作，可能开放给华人任职，因

此英文不仅具有强大的潜能，对个人的经济

亦有利。颜永成也意识到一个受英文教育，

配合强劲的中文教育根底，是非常重要的。

他坚信双语教育对华人学子很重要。他的这

个观点也于20年后，得到与他同时期的林文

庆博士的认同。林博士相信：一个孩子只懂

英文而不懂华文，犹如树木与根分离，一定

会枯萎及变质。如先前所述，颜永成是个峇

峇，生活在其祖先极其严格的传统里。他并

非是崇英者，凡事依英国习俗。他逝世时是

个道教信徒，生前经常回福建到祖先坟前拜

祭。他表面亲英，而在生活上是个十足的土生

华人。

在中国和马六甲兴办义学

颜永成对教育的贡献远至中国。他在家

乡福建漳州三都村创设义学，还立下遗嘱，要

后人在他逝世后继续维持及管理这间学校。

由于他的慷慨，因而获得当地政府颁授勋

衔。

在马六甲，颜永成资助并管Tranquirah 

华文义学(Geok Siow Ching)。他亦设立一基

1893年，学校在直落亚逸街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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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赞助其诞生地的贫困学子。这个命名为颜

永成教育基金小组，宗旨是协助在马六甲出

生，成绩优异的学生，继续接受更高的教育。

这项公开颁发的奖学金，是要协助优秀学生

的父母，培育其子弟完成学业。

1885年的英华义学

颜永成对新加坡的教育，有极其重大的

贡献。1885年颜永成创办一所义学，校名为

英华男子义学，校址在丹戎巴葛律，那是他自

己的店屋。这所学校在当时来说已走在时代

的前端，因为它是双语学校。学校教导中英

文。虽然多数学童免缴学费，唯收入较佳的家

长，每月须缴付2角5分。颜永成提供丹戎巴

葛店屋作为上课用途，后来学校搬迁到丝丝

街时，他捐钱兴建新校舍。

为什么是英校

值得注意的是创办英华义学及它的教学

媒介语是英文和华文，促使它以英华文教学

是其创办人认为学生应受良好英文教育。创

办义学的念头是因为甚多家长没能力将其子

弟送入学校接受初等教育而促成的。创办时

谁也没料到英华义学会永久留存下来，因为

当初它只是位于丹戎巴葛的一座破烂建筑

物，里面只有六至八个学生在学习中英文。

无论如何，这足以说明颜永成早已意识

到学童应接受中英文教育。他与欧籍友人提

供的框架，现已落成开幕的新学府，继续培

育英才。遗憾的是，颜永成未能目睹他辛勤

耕耘结出的果实。他于1899年英年早逝，享

年55岁。

（本文乃根据Mr Kamaludin Bin Bahadin 

资料整理，顺志——谢景松）

颜永成中学鸟瞰

颜永成中学新校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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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永成中学新校舍

◆颜立水
原同安县文化局局长

颜世芳(1890-1956)，

浯江颜氏二十七世，

祖居同安县长兴里垵炉村（

今属同安区五显镇），出生

于同安双圳头，后迁居同安

县城内。他十八岁南渡新加

坡，初任商行职员，勤俭累

积，先后自创和成公司与谦

美公司，在商界崭露头角。

颜世芳为人谦虚谨慎，

一向热心公益事业。一九二

九年参与发起组织新加坡同

安会馆，一九三二年出任华侨银行董事达

二十四年之久；同时荣任中华总商会董事、

同济医院董事、财政及主席，中华女子中学

董事长、爪哇商务公局财政。一生致力于公

众福利，在社会活动中声孚众望，遂为殖民

当局册封为太平局绅。一九三七年抗战爆

发，颜世芳任同安会馆第四届主席，积极

投入抗战斗争。一九三八年五月十日厦门

沦陷，新加坡同安会馆组织“救济家乡难民

委员会”，由他兼任主席，发动海外乡亲踊

跃捐款，赈济家乡难民。一九四五年抗战胜

利，新加坡光复，颜世芳大力协助恢复同

安会馆的事务工作，先后任

同安会馆第八、九、十、十二

届监察主席。他为社会服务

的奉献精神，在狮城有口皆

碑。

颜世芳对家乡的公益

事业同样热心。一九三三

年，他倡修同安前街颜氏家

庙，使摇摇欲坠的宗祠焕然

一新。他还在祖家垵炉村

开办小学，聘请同安清末秀

才王子乾授课，使一些贫困

的乡村子弟得到启蒙教育。他还捐资购买水

泥修筑坂垄尾至下埔约四里长的引水渠，

使垵炉村二百多亩良田受益。一九三四年，

他与同安乡贤陈延香、陈延谦、陈焕章等组

建“同安佛教会”（会机法师任会长），为

梵天寺的佛教事业做了许多善事。

一九五六年九月，颜世芳辞世，育有六

男二女，孙允祥为伦敦帝国学院博士。侄儿

颜荣源，乃世界颜氏宗亲联谊大会发起人之

一，出任第一届世界颜氏宗亲联谊总会总秘

书长，现任永久会务顾问，及世界孔颜曾孟

圣裔联合总会颜氏总会长。

热心公益事业的
 颜世芳（太平局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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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惠芸（1886－1969）

生于福建省安溪县紫

泥乡，是颜敏庆先生的次子。

颜惠芸四岁时母亲去世，十四

岁时父亲也撒手尘寰。出于

少年兴趣，颜惠芸十五岁时

拜黄老拳师为徒。平时以锯

木为生，工余则学拳术。由于

聪颖好学，两年后十八般武

艺，样样精通。八年后，通过

拳师面试，颜惠芸受到老师

嘉许，声名远扬，先后受聘前

往珊屏、郭埔、路村、庄灶、

半领、三洋、布兜等处设馆授徒。 

颜惠芸二十四岁时与崇信里三洋乡杨氏

秦娘结婚，第二年决定放弃锯木业，停止教

授拳术，转行专营茶叶，并垦殖茶园，潜心研

究采摘焙制等方法，终于获得其中的奥秘。

此后，颜惠芸焙制的茶叶大受欢迎，行销漳

州、南靖、金山、龙山等处，并在漳州创办裕

美茶行。当时，在当地推销茶叶的商家有三、

四十人，但不过数年，皆被淘汰，茶叶统归颜

惠芸的裕美号茶庄专营。究其原因，乃颜惠芸

焙制销售的茶叶品质精良，制作得法，茶叶

久藏而不坏，气味尤佳。

 

侠义肝胆照后人 

1917年中国局势动荡，南北对立，闽南

地区大招民兵。从军并非颜惠芸的志向，面

对威迫当兵的形势，颜惠芸

遂奔赴厦门，与族人 颜受

足，及旅居新加坡的华侨林

崇泰共同商议在新加坡合资

经营茶叶的事宜。1920年2月

4日，茶庄终于在新加坡中国

街开业，商号取名源崇美，乃

从三家合股商号颜源峰、林

崇泰、裕美各取一字组成。

一年后，因获利甚微，三家

协议解散，并以拈龟归割的

方法决定茶庄的最后所有

权。结果，由颜惠芸获得。之

后，颜惠芸将源崇美茶庄迁至客纳街，再次

与颜受足合伙经营，长达九年，仍无法获利。

于是，在公亲的协调处理下，源崇美茶庄最

终判归颜惠芸所有。此后，颜惠芸独立经营，

权衡掌握，注重信誉，事业蒸蒸日上。颜惠芸

对待兄弟家人，爱护侄儿如同自己的儿子一

样，关怀备至。进入晚年后，颜惠芸将源崇美

茶庄均分给子侄，一视同仁，甚获后辈的尊

敬与爱戴。 

颜惠芸秉性仁厚纯笃，待人接物，和蔼

诚挚。以勤劳起家，淡泊名利。自幼承袭良好

家风，慈幼尊贤，侠肝义胆。颜惠芸来新加坡

之前，在乡里积极为人排解纷争。他打破“轮

饲公亲饭”的陋俗，仅以简短言语就能平息事

端。此外，为了缓解乡亲的生活困境，他也落

力四处奔走，出谋献策。为此，颜惠芸不仅

颜惠芸先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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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众多乡人的信服与感激，社会威望也日

益提高。众乡亲对他的离去，依依不舍，感伤

地说道：”兄长远去南洋，我们乡里顿失去了

一位大救星呀！”颜惠芸受到乡人尊重与爱戴

的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颜惠芸虽是商人，但心地善良、厚道仁

爱。在家乡时，一些奸商为了牟取暴利，由厦

门私运军火到内地，造成社会秩序混乱，匪

祸不断，人民生活苦不堪言。看到此种状况，

他倍感心痛，不仅谴责这些奸商丧尽天良，

而且严厉地告诫后辈子孙绝不能赚取这种不

义之财，否则，则是昧着良心，戕害他人，最

终必有恶报。 

商场成功济社会 

中年以后，颜惠芸事业顺利，渐入佳

境，但他依然保持着自少安贫茹苦的习惯，

承袭朴素家风，温饱之外未曾奢靡。他经常

说：”有钱当念无钱日，得意莫忘失意时”。

颜惠芸自甘恬淡简朴的生活，但对待远方而

来的客人，则分外热情。邀客上酒家，必备

盛宴款客，毫无吝啬。他说，好友难逢，稍尽

诚敬是应当的。若是坏人，虽也是来自远方，

则鄙视不顾，得罪了他，也不算一回事。由此

可见颜惠芸爱憎分明，“威武不能屈”的坚强

刚毅性格。 

颜惠芸重视教育，凡属慈善公益事业，

必定捐输巨款，毫不吝惜。当新加坡的同乡

计划兴建安溪会馆新馆舍时，他登高一呼，

首捐新币八千元，这在当时也算得是一笔钜

款，使得在场的乡亲们情绪激昂，纷纷响应，

踊跃捐输，最终促成安溪会馆新会所的落

成。此外，新加坡华侨茶叶出入口商公会拟

议要购建会所，他也捐献新币三千元，积极

支持会所的购置；故乡来信拟创办一间小学

校，他立即回信允诺承担建筑校舍的全部开

支，并在校舍落成后，汇款支付一切费用。至

于其他日常学校捐款和恤贫济困的资金，他

也慷慨捐助，为此，乡人亲切地称他为“慈

善老人”。 

颜惠芸一生信佛，虔诚捐献，在他辞世

之日，人们尊敬地称他为“富、寿、康宁、修

好德、考终命”的“五福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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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有政(1922-1988)，

又名颜章铋，出生于

马来西亚吉隆坡，祖籍福建

省永春县石鼓乡。他生性聪

慧好学、正直守信，一生驰骋

商界，热心华社公益等社会

活动，在社会上享有崇高的

地位与声望。

从小便矢志经商

颜有政自小便已表现了

经商的极大兴趣。当他13岁

首次向母亲表达长大从商的愿望后，原本不

是从商的父亲，为实现儿子的梦想而开始筹

划经商的事宜。为了将一个空店面买下来，颜

有政的母亲表现出了永春女性固有的坚强刚

毅性格。她不怕辛苦，四处向朋友商借，终

于筹足不敷的1500元。就这样，在全家人的

齐心合力下，1933年颜有政的父亲与朋友合

资，共同创办了丰美布庄。公司第一年就赚

了7000元，第二年更高达40,000元，成绩斐

然。颜有政也在双亲的同意下，中学毕业后即

进入父亲的丰美布庄做事。

颜有政一面协助父亲打理业务，另

一方面则着手开拓经营空间。由于运筹有

方，业务蒸蒸日上，创办的企业公司几乎

遍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颜有政曾任丰美

布庄（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丰美投资 

（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丰美布庄（马来

西亚）私人有限公司、丰

美实业有限公司、丰美金

融有限公司、颜程企业有

限公司、颜程有限公司、

颜程花园有限公司、丰吉 

（私人）有限公司、丰明 

（私人）有限公司及友乃

德海运（私人）有限公司董

事长；以及新加坡纺织有限

公司及新加坡毛巾制造厂 

（私人）有限公司董事。

子女均事业有成

颜有政虽然事业繁忙，与子女相聚交流

的机会很少，但仍然利用全家人在一起吃饭

的时间，与子女亲切地沟通，言传身教。颜有

政虽然没有上过大学，但他对一些问题的见

解仍不乏广度与深度。诚如颜有政的长女颜

诗琴博士所说：“多年后我大学毕业，和父亲

谈起一些政治、经济问题时，我发现他不仅

懂得很多，而且很有独到的见解。他是从生

活实践中，为求自我提升和发展，不断从书本

和报章中充实自己的。”

颜有政对子女要求严格，让他们在做

每一件事情时都要立下最高最好的目标。他

认为，即使最终不一定都能如愿达到目标，

但只要努力，虽不中也不远矣！颜有政的教

育理念深深地影响着子女日后的道路发展。

在颜有政的严厉教导下，他的子女均事业有

颜有政宗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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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儿子华亮、华顺、女儿诗琴、华丽、华月，

均留学国外，在学术界与商界都有卓越的表

现。

颜有政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也无时无

刻不影响着子女。他为人慷慨，经常乐捐社

会公益活动。然而对于子女，他从来都显得

极为“吝啬”。为了养成下一代节俭、不乱花

钱的恶习，除了必须缴交的学杂费之外，他给

予子女的零用钱其实很少，让孩子们从小养

成了勤俭节约的好习惯。此外，颜有政办事

公允而不偏颇，在评价一个人的成功与失败

时，他总会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品评此人

的优点与长处；或站在同情者的立场上，分

析此人失败的原因与教训。颜有政的立论中

肯，对其子女日后的成长起着潜移默化的影

响。

概而言之，颜有政是一位传统型，思想

保守中不失开放的可亲又可敬的父亲。他甚

少让子女们晚上迟回，要求他们养成良好的

生活习惯。为了不让孩子失去优良的中华传

统道德和价值观，他把子女送入华校，并为

他们考取到优异的成绩而自豪。颜有政对子

女一视同仁，让他们享有同等的求学机会。

颜诗琴回忆道：“初级学院毕业后，我决定出

国读书。起初父亲并不同意，怕我嫁给外国

人不回来。但在我作出多种承诺后，父亲终

于允许我出国深造。在拿到硕士学位后，当

我再次提出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且已获得英

国议会颁发的奖学金后，原本持反对意见的

父亲最终也同意了。”可见颜有政并不固执 

己见。

颜氏公会倡办人

颜有政热心社团活动，曾出任中华总商

会董事，并获颁公共服务星章（BBM）。但他

出力最多、贡献最大的社团，当属新加坡颜

氏公会。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颜有政，就没

有今天的新加坡颜氏公会。

1965年，马来西亚仁贵颜氏宗祠聘请颜

有政及颜挺节的父亲颜经祜为宗祠理事。鉴

于路途遥远，来往不便，颜有政遂萌生成立

新加坡颜氏公会的念头。在众乡亲的响应

下，颜有政等人成立筹备委员会，并在中华总

商会召开庆祝宴，大家自由乐捐，不足的则由

他垫后。在公会章程起草完毕后不久，新加

坡颜氏公会终于在1966年4月获得国家社

会福利部的允准而正式成立。成立之初，公

会没有会所，会址暂设在颜辉宗的办事处。

其后，随着会员的日益增加，颜有政感到有

必要购置会所。于是，他登高一呼，宗亲踊

跃捐款，共筹得8万元。他又向银行贷款5万

多元，终于让新加坡颜氏族人有了今日的会

所。

颜有政担任新加坡颜氏公会会长长达

14年之久，即使卸任后，仍一如既往的关心

着公会的发展。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乐

善好施，慷慨输将。然而，个人却生活极为

简朴。他出差海外，乘坐飞机总是选择经济

舱，目的不外是省下来的钱，可以在公会下

次活动时，为经济不富裕的宗亲补贴费用。

颜有政宽容大度，推动公会事务不遗

余力。1986年，公会举办宗亲访问团去山东

曲阜祭祖。起初，有关方面对此次活动的预

算费用为1万人民元，过后被告知，因估计失

误，总预算应为4万人民元，前后经费差额之

巨大，让公会负责安排此次活动的总务颜荣

源极感为难。当后者把此事原委告知颜有政

时，他不仅没有责备负责人的失误，还安慰

颜荣源别担心，不敷的活动经费由他负责。

颜有政的慷慨大方与信任麾下，不仅最终促

成了中国祭祖之行的顺利开展，也让其他宗

亲感受到了他巨大的人格魅力，并在众人心

目中树立了崇高的威望。

作为会长，颜有政主张公会不应有

阶级派别、籍贯之分，大家应互相尊重，如

同一家人。他鼓励年轻的宗亲积极参加会

务活动，并随时作好接班人的准备工作。

在他的倡议下，颜氏公会的妇女组也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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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在任期间，颜有政先后设立了奖助

学金及福利基金，对联系本国宗亲感情，

重视后辈的教育及福利作出了相当大的 

贡献。

此外，颜有政对海外宗亲的事务也极

为体恤和关怀。每次海外宗亲到访，作为会

长的他总是热诚款待。1972年4月，他受邀

为柔属颜氏公会新会所主持奠基典礼，同时

领导宗亲捐献该所建筑基金。两年后，他再

度应邀为柔属颜氏公会新会所主持开幕典

礼，同时以新加坡颜氏公会名义，捐献该会

教育基金5000新元。同年7月，他也领导新

加坡宗亲以公会名义，捐献彭亨颜氏宗祠建

会所基金5000新元。11月，他率领公会代

表团出席世界颜氏宗亲总会与台北市颜氏宗

亲会联合主办的复圣公2494年诞辰祭典，并

受邀为主祭官。当台北宗亲会倡议筹建颜子

庙时，颜有政会长毫不犹豫地以新加坡颜氏

公会名义，捐献当时总建筑费的十分之一，即

新台币100万元，并答应负责公会献捐额的百

分之五十。1978、79年，颜有政又先后受邀

为雪兰莪颜氏公会新会所和槟城北马颜氏

鲁国堂新会所主持开幕和奠基典礼，并以新

加坡颜氏公会名义捐献两会教育基金和建

会所基金，共25,000新元；而他本人又另外

给槟城北马颜氏鲁国堂捐献马币12,000元。

1986年，中国山东曲阜对外开放。同年10月

份，颜有政即率领新加坡颜氏公会祭祖观

光团前往曲阜市颜庙拜祭，并在颜庙内竖立

纪念碑。藉此机会，颜有政也结识了复圣公

第78代后人，并与第79代宗主颜秉刚举行会

谈，汇报海外宗亲的组织活动，建立了两地

宗亲的感情联系。1988年颜有政去世后，新

加坡颜氏公会特别为他树立半身铜像，并置

于会所内，以表彰他在世时对公会的巨大贡

献和亲切待人的高尚情操。

颜有政热心华社活动，长女颜诗琴不

仅秉承父亲的遗志，继续为华社服务，并于

90年代初当选为新加坡颜氏公会的首位女

副会长，颜有政的其他子女也在不同的职

位，为公会的发展尽心尽力。

重视教育与文化

颜有政重视教育，不仅反映在子女的学

习上，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对整个华社教

育事业的发展也充满着极大的关怀与热情。

当女儿向他提起学校礼堂稍嫌破旧时，他毫

不犹豫的便拿钱赞助学校，务求尽快改善学

习环境。此外，当他获知学校教导音乐，却因

缺乏钢琴设备而影响学生的音乐发展时，他

又一口答应，捐献了一架在当年可谓价格不

菲的钢琴。此外，颜有政也经常会以自己或

子女的个人名义，赞助那些经济欠佳的宗亲

乡亲子女向学，甚至资助他们出国深造。

颜有政虽然出生于马来亚，但传统家庭

环境的影响与华文教育的背景，让他对家乡

的教育、社会发展作出了不少的贡献。他曾捐

献巨款修建永春的大溪桥；1987年又首倡筹

建永春石鼓中心小学礼堂。作为出生在海外

的第二代华人，颜有政浓厚的桑梓之情，友

爱乡亲宗亲如手足兄弟，可资典范表彰，这也

为何提起颜有政，族人无不感激不尽、敬佩

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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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辉宗（1916—1996）

出生于福建省安溪县

紫泥乡，是新加坡茶商泰斗

颜惠芸的长子。颜辉宗童年

时在故乡私塾读书，1927年

乘双美号轮船南渡新加坡。

起初，他住在源崇美茶庄里，

一边求学，一边学做生意，晚

上则到夜校，师从林镜秋先

生，并补习英文。

颜惠芸在儿子颜辉宗的

帮助下，源崇美茶庄业务进一

步得到发展，基础更加巩固。1969年父亲去

世后，颜辉宗克绍箕裘，精心管理，没几年

便成为新加坡茶叶界的佼佼者。不久，他也

进军地产业，并与友人创办挂牌公司泛马工

业有限公司、国际木业有限公司，皆任董事

主席。

克勤克俭终有成

商场的成功为颜辉宗积极投身社会福

利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虽然克勤克

俭，生活简朴，但热心公益事业，表现从不

落人后。颜辉宗自幼秉承父亲乐善好施的美

德，他不仅捐款帮助家乡兴建学校、修补家

庙，而且也是新加坡麟记山信托人代表、华

侨茶叶出入口商公会主席，历任新加坡颜氏

公会副会长、会长、会务顾问、产业信托人、

永久名誉会长、顾问团副主席、永久荣誉会

颜辉宗先贤

长等职，也是第一届及第三

届世界颜氏宗亲联谊大会的

顾问成员之一；此外，他也

是新加坡安溪公会执委。

颜辉宗是新加坡颜氏

公会发起人之一，也是颜

氏公会前身“鲁国堂”董事

之一。1965年，他联同颜有

政、颜挺节、颜国华及颜松

旭等宗亲发起筹备成立新加

坡颜氏公会。一年后，公会

成立。初期，颜辉宗借出自

己的办公室，作为颜氏公会筹备委员会的临

时办事处。由于没有永久会所，如同没有家

的不便使他们倍感购置会所的重要性。在颜

辉宗与几位宗亲落力奔走下，终于在1969年

购置目前位于武吉巴梭的会址。颜氏公会成

立后，颜辉宗先后担任财政及副会长职位。

1979年至1984年，他被推选为公会会长，后

因身体不适而让贤。

劳苦功高献公会

颜辉宗事业有成，但从不炫耀个人的财

富。在公会的执委眼中，他是位好好先生，

言行举止深得宗亲们的敬重。一次，当公会

正烦恼谁来接任来届会长时，明知公会面对

许多困难和挑战，颜辉宗当仁不让，说：“如

果没有人出来当会长，这个空缺由我来填补

吧！”当然，谁都清楚他并非存心要抢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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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位子，而是基于“谁不入地狱，我入地

狱”的自我牺牲精神。

颜辉宗自奉甚俭，但对公会活动则慷

慨解囊，经常捐款赞助各项活动。在担任会

长期间，为了协助家境困难及品学兼优的宗

亲子女顺利完成学业，颜辉宗联同当时的会

务顾问颜有政发起筹募永久性教育基金，并

率先捐款两万五千元。有了一笔数目可观的

捐款，颜氏公会教育基金便有了固定的银

行利息，足以颁发每年高达整万元的奖助 

学金。

颜辉宗担任会长期间，强调公会内部团

结，时常劝导执委会成员应以和为贵，“家

和万事兴”。他认为，身为宗亲会的一分子，

大家应该像一家人，亲如兄弟姐妹，不分你

我，全力支持公会。若有摩擦或意见分歧，

大家应该冷静的坐下来商讨，而不是互相对

立。因为派别纷争的结果，最终影响宗亲的

团结，阻碍公会的发展。

此外，他也鼓励子女加入公会服务。在

颜辉宗的影响下，他的长子明林曾任公会副

财政；三子明烈也一度是公会的领导层。历

任副会长，名誉会长、永久荣誉会长、会务

顾问团副主席等职。

颜辉宗卸任后，仍然时刻关注公会的

发展。他也经常邀请宗亲们到他家里叙旧聊

天，并对公会负责人在积极推动会务活动方

面的表现予以高度赞扬。当他知道有更多有

才华的年轻宗亲出来参与及领导公会时，他

满怀欣慰地表示：尽管新加坡颜氏公会只是

一个血缘组织，会员不多，但我们的表现却

是令人激赏的，公会必能万古长青，永垂不

朽！

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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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国 华（ 1 9 1 0 — —

1997），出生于福建

省金门聚贤乡。原本书香世

家，父亲却在颜国华出世四个

月后，父亲因中暑逝世，从此

家道中落，一家人全靠母亲

做针线活来维持生计。

为了分担母亲养家的重

担，兄长颜国荣不满20岁即

南渡谋生。此后，兄长从南洋

寄来的侨汇便成为全家生活

的命脉，也是颜国华得以在

乡里继续读书的主要经济来源。其后，当兄弟

二人同在南洋闯天下时，感情之笃厚常为旁

人所称道和钦羡。

1928年，颜国华在18岁时来到南洋。他

先到印尼，后在新加坡落脚。为了报答母亲

的养育之恩，1932年5月颜国华将母亲接到新

加坡奉养。1941年12月，日军侵占新加坡，颜

国荣一家人避难于苏门答腊，兄弟分离不过

数月，母亲却在这时逝世。面对手足分离与丧

母之痛后，颜国华勇敢地加入抗日救亡的筹

赈工作中。他参加卖花售票筹款活动、歌咏

队、口琴队，还在新国民日报发表文章。为了

躲避特务的迫害，颜国华一家人也在1943年

迁往苏岛与兄长团聚，直至日本投降后，颜

国华一家人才再次回到新加坡居住。

此后，颜国华开始个人事业上的发展。

五十年代，他出任一进出口商土产部经理，

后转投合众银行当营业部主

任，直至退休。

三十年开朝元老

颜 国华 是 颜 氏 公 会

的开朝元老，也是公会前

身“鲁国堂”的董事之一。他

历任总务、中文书、财政、会

务总顾问、永久名誉会长、

会长顾问、顾问团主席、产业

信托人、永久荣誉会长及第

一、三届世界颜氏宗亲联谊

大会顾问。

作为新加坡颜氏公会的发起人之一，

颜国华深知购置会所对于公会长远发展的重

要性。在吸取“鲁国堂”因无会所，组织松懈

而遭致被迫解散的历史教训后，禀着“颜氏

公会只许成功，不可失败”的坚定信念，颜国

华等人力主即使困难重重也要购买会所。

1966年新加坡颜氏公会创立之初，颜

国华即挨家沿户征收会员，到后来他以个人

经验现身说法，从旁指导公会新接班人取舍

决策时的衡量准则，再到他年届80有余，仍

然每次风雨无阻地出席公会常月会议，并在

1991年积极推动第一届世界颜氏宗亲联谊大

会在新加坡的召开，这一历史过程光辉地记

载了颜国华在公会所走过的道路，显现了他

无私奉献、鞠躬尽瘁的可贵精神。

对于公会的大小事务，颜国华即使商务

颜国华先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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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忙，每次都积极地参与。为防止会议因执

委会出席成员不足而导致流产的状况发生，

他都会在会议之前做好准备工作，争取理事

积极出席。八十年代，他从公会执委会卸任

后，对出席常月会议的理事人数有增无减，

倍感欣慰，频频说颜氏公会后继有人，祖先

赐福。

献身不应求酬报

在颜国华看来，公会就像一个大家族，

指出每个家族都应该有互助的精神。他鼓

励宗亲们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也要为颜氏

公会坚持到底，并倡议献身不应求酬报，表

示“真正的献身，不应该贪图利益的回报；

献身也不应该只局限于太平盛世，当大风浪

来临时，人人更应挺身而出，为公会尽一分

力。”几十年来，为了新加坡颜氏公会这个大

家庭，颜国华不辞劳苦、费尽心思与其他宗亲

为推动公会而努力。人们亲切地称他为“国

华伯”，一来表示他在公会劳苦功高，二来以

示晚辈对他的尊重与敬佩。

虽然身为公会发起人之一，但颜国华

却从不在他人面前摆元老的架子，不固执己

见，而是虚心听取他人的意见，共求公会的

发展。1988年，有人提议颜氏公会开展卡拉

ok活动时，颜国华因当时流行于坊间的卡拉

ok往往充塞着黄色歌曲伴随着香艳美女、烟

酒等因素，第一个站出来强烈反对。但在负

责人详细解释并保证活动绝对没有上述情

况时，颜国华也就不再持反对意见，表现了

一个领导人所具备的宽阔胸襟。

尽管八十年代后颜国华不再担任颜氏

公会执委会成员，但在公会遇到困难和挫

折时，他都会挺身而出，协助解决问题，令

公会执委们深受感动。九十年代中期，当颜

章湖被推选为下一届领导人，略为犹豫不决

时，颜国华与颜挺节联袂登门说项，晓以大

义，最终说服颜章湖出任新一届会长。事实

证明，众人的眼光没有错，在颜章湖领导下，

会务一日千里，发展顺利。对此，颜国华可

谓“功不可没”。

将爱心布施社会

颜国华爱家庭、爱公会、爱社会、爱国

家。他经常呼吁后进在为公会作出贡献的同

时，也应将爱心布施予社会，为贫苦大众尽

一分力。他强调，“当公会不再需要他人经

济支援，而能自供自给时，我们便应该放宽

胸怀，排除只为宗亲服务的自私观念。我们

应把爱心扩大到社会上一群有待我们关怀的

不幸人土。”颜国华的博爱精神深深感染了

公会和众人，今天的颜氏公会也正是朝着这

一目标而努力。

颜国华文字功底深厚，文学修养极高，

1977年新加坡颜氏公会出版十周年纪念特

刊，编辑重任主要落在他的肩膀上，撰写与

编辑全由他一人担当。今天，当我们翻开这

本特刊，细细品读其中的每一篇文章时，都

会感受到当年颜国华为之所付出的心血和精

力。九十年代，颜国华已届80余高龄，虽然经

常表示自己因年龄徒增、记忆力衰退而举笔

维艰，难以再为公会，但他由此而流露出的

对公会真挚感情，却是众人都可以强烈感受

到的。

颜国华生前经常对人说，“只要我活着，

我就会积极参与公会，直至生命的最后一

天。”事实上，他说到了，也的确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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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永 发（ 1 9 2 8 ——

2000）生于福建省同

安县港头村，在家四兄弟姐

妹中排行第二，父亲颜九英

先生，母亲黄妹女士。颜永发

小学就读于兑山学校，毕业后

进入著名的集美中学。然而

适逢日军侵华，学校无法正

常操作，颜永发遂英勇地加

入中国民众的抗日活动中。

颜永发16岁时，父亲去

世，身为长子，他毅然地肩负

起养活一家人的重担。由于战后百业萧条，

工作难觅，在亲人的怂恿下，19岁的颜永发不

得不离开家乡，来到新加坡谋生。初来乍到，

颜永发追随叔叔颜辉煌经商。由于聪颖好

学，勤劳肯干，备受叔叔的信任与器重，因此

委以重任，颜永发的生活条件也随之好转，

不久，即将母亲接来新加坡，以尽孝心。

与雇员融洽相处

颜永发1954年与洪雪娇成婚，婚后育

有子女八人。为了给家庭提供更好的物质生

活，同时也是谋求自己更大的发展，在叔叔

的鼓励下，颜永发40岁时与朋友合资在新马

两地创办星马制造厂有限公司。由于为人

友善，即使身为老板，颜永发也与雇员融洽

相处，深受员工的尊重与爱戴；业务也蒸蒸 

日上。

颜永发先贤

俗话 说，“同行是 冤

家”，然而，对于颜永发来

说，同行却是朋友。每次带

朋友参观马来西亚的工厂，他

都有问必答，大方地告诉他

们工厂的技术来源、机器改

进等相关信息。在他看来，

这是与同行进行交流、分享

经验的好机会，并最终会达

到双赢的目的，而事实也确

是如此。当同行朋友获得一

些最新的商业消息时，也会

及时地告诉他，彼此之间在商场中建立了真

正的友谊。

制鞋业后起之秀

颜永发奔波于 新、马两地，汲汲营

营，但最终还是因为无法兼顾，不得不

忍痛将新、马两地生意分割。此后，颜永

发专门经营新加坡地区的业务。由于管理

得法，信誉卓著，生意蒸蒸日上。他先后

与印尼商人在棉兰合作开发印大塑胶厂，

以及在柔佛峇汝益丰制造厂有限公司担

任公司的股东与董事。在制鞋业方面，颜

永发可谓“后起之秀”，在这行建立起了 

名声。

生活日渐富裕后，颜永发并没有忘记家

乡的亲人，屡次委托回乡省亲，或回中国办事

途经家乡的朋友带一些钱款，接济在家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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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人。此外，对于新加坡社会的公益事业，

他也表现得十分积极，尤其对于新加坡颜

氏公会的发展，更是尽心尽力。

颜永发1967年加入新加坡颜氏公会，

历任财政、会长、永久名誉会长、永久荣誉

会长、会务顾问等职。他为人随和、忠厚，在

会员眼中，他永远是一位慈祥的长者。颜永

发对公会事务的热心程度，不亚于对家庭的

关心。在公会服务的30年中，他出钱出力，每

年捐出数千元，甚至上万元不等的款项，作

为推动公会各种活动的经费。

改为家庭式乐园

颜永发于1991年至1994 担任会长，最

大的成就便是将新加坡颜氏公会由一个传

统的社团，改变为家庭式的乐园，提倡爱公

会、爱乡亲。他平易近人，与新旧会员打成一

片，秉行“一视同仁、不分阶级”的宗旨，对

待会员一律平等，没有阶级之分。

颜永发会长的另一魅力在于他胸襟广

阔，海纳百川。当他因公会内部发生一些纠

纷，被误会而受到当事人的当面指责和人身

攻击时，他不仅没有立刻回击，反而处之泰

然、一笑置之。他认为：只要问心无愧，出发

点是为了公会，自然会得到当事人的理解与

尊重。

虽贵为会长，但颜永发从不恃高自傲、

固执己见，只要是大多数人通过的意见，他

都会表示拥护和赞成。“出生时代的不同、年

龄的差距，会员之间的意见分歧在所难免，

但只要坚持一个原则：少数服从多数，一切

便好办多了。”他由衷地说。为了发展公会的

后续力量，他鼓励年轻人加入公会，希望他

们日后成为接班人。他也时常与年轻会员交

换意见，及时化解和纠正他们心中对公会的

一些误解和偏差。

万元油画像筹款

颜永发担任会长期间，为了重修会所，

他发动捐款，设立永久名誉会长油画像，通

过乐捐形式，以一万元一幅油画画像筹募会

所基金。同时，他又与颜章湖联名担保向马

来西亚银行借贷15万，以补会所重修不足的

费用。其次，为了让公会拥有稳定的经济来

源，在城市屋租法令解禁之后，颜永发领导

颜氏公会将会所楼下店屋出租。从此，每月

的租金收入不仅减轻了理事的负担，公会的

经济状况也因此渐入佳境。此外，他也主持

先贤颜有政铜像的揭幕典礼，并设立颜氏先

祖纪念碑。当然，也是最值得称道的是，颜

永发领导新加坡颜氏公会成功举办了第一次

世界颜氏宗亲联谊大会。在筹备大会期间，

作为会长的他，无疑比别人付出更多的精力

与财力，为日后新加坡颜氏公会走向世界，

以及在世界颜氏宗亲组织中所扮演的重要地

位立下了汗马功劳。

颜氏祖先复圣公颜回尝说：“人善我，

我善人；人不善我，我亦善人”，用这一句话

来形容颜永发，其实是最为形象和再恰当不

过的了，这也正是颜永发赢得宗亲们信服和

敬重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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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组世界颜氏联谊会

“那时 ，年

轻力壮，

白天在一家五金公司做

工，月入150元；晚上

则在街头做推销员，帮

忙某些公司打广告，月

入100元。其间，又为两

间公司作账，每月分别

赚取120元和80元。总

之，没有闲暇时间，甚少

休息⋯⋯”颜文祥回忆

道。

颜文祥出生于马来

亚柔佛州巴罗小镇的菜农家庭里。父母在

三十年代从中国南来谋生，没受什么教育。

1946年，16岁的颜文祥虽然仅读几年书，略

识之无，但却清楚生活在这仅有三几千人的

小镇，根本没有发展的机会，便一个人跑来

新加坡“闯一闯”，希望能在这大都市里闯出

一个天地来！

那时，年少气盛的颜文祥抱着“不成功

不回家”的心态，来到俗称“赌间口”，一个

福建人聚居的社区。幸运地他遇到贵人，当

知道他是来找工作的，便让他在咖啡店里打

杂，虽然没有拿工钱，但管吃管住，让初来新

加坡的颜文祥有了三餐温饱和栖身之所。

学习英文和作账

在那段日子里，颜文祥了解学习英文的

重要，买了英文书自修。由于立志从商，也学

簿记和作账。他知道，要在新加坡生存和

发展，必须要有谋生技能，而懂得英文和作

账，将能让他找到较好的工作；不久，他在

泉兴生果店当书记。

21岁时，他转到当时坐落在维多利亚街

的五金店“德利”机械公司当簿记员。由于为

人随和，很快地便和公司往来的顾客十分

熟络，其中一位是来英国，名叫JB Deman的

洋人。颜文祥说：“他比我大十多岁，喜欢

喝酒，与我谈得十分投机。看得出他很欣赏

我，表示将来我若自己出来做生意，可以找

他，他会支持我！”

1959年，在累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和资

金后，他另起炉灶，从事五金小买卖。“这时，

JB Deman来了电报，告诉我他能够标到英国

——颜文祥谈公会及其他

甘肃颜悦东宗长（右）赠送玉光杯予颜文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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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城群颜谱

军部的一种机械零件，可以卖给我一个十多

元。我即刻表示有兴趣，请他若标到，尽速

通知我。这样过了几个月，没有回音，我也几

乎把这事淡忘了！”颜文祥说。

大约一年后，一个电报传来颜文祥在俊

源街向新加坡文娱游览公司（C & E）章金福

所租借的“店”里－－实际上，那仅是一张桌

位吧了！颜文祥一看，竟是JB Deman从英国

打来的，说他已从英军部那里标到1,850个某

种机器零件。颜文祥请他寄来样本。两个礼

拜后，样本寄到，他依指示到巴耶礼峇国际

机场领取零件样本。由于零件过重，他只好

雇了计程车回返店里，拆开来看，发现该机器

零件以腊密封，包装得很好；以铁撬打开，竟

是全新的机件。他于是迅速下订单，不久后，

1,850个机器零件由海运寄来。

该机器零件市价为100多元，颜文祥开

始四处兜售，比市价少一半约50元的价格出

售，在很短的时间内，便把全部寄来的货卖

完。

轻松赚取五万元

由于担心这些货过于便宜，也许是质地

有问题，因而迟迟

不敢去向有关买家

收钱。四、五天后，

路过一家向他取货

的商店，被女书记

叫住了，细谈后心中

知道货物没问题，

这才如释重负。颜

文祥说：“这一批

货物卖得满堂红，

在 很 短时间内 便

轻松地赚了五万多

元！”

“如果不是认

识JB Deman，如果

不是相信他，在中

断联系差不多两年后还相信他，也许便不会

赚到这一笔在当时可以买到二、三间洋房的

巨款了！”颜文祥说。那年是1963年，他开始

展翅起飞的时候，每天工作得很迟；又勤于

自修，日子过得很辛苦！

“我开始做生意时，并无本钱，向法国

东方汇理银行贷款，蒙当时的买办吴再兴帮

忙，没东西抵押却给了我五万元贷款。我当

时很诧异，不解地问他原因，他却微微地笑

了，说是信任我的关系！”颜文祥说道。“我

至今仍然很感激他，他给刚创业的商家，例

如我很大的信心和鼓舞。”

由于颜文祥懂得一些英文，联络外商订

购五金没问题。他也从日本入口，售卖比市场

便宜三十巴仙左右的五金器材，因此生意还

算不错。“我以多卖少赚为原则，虽然利润不

高，但量多了，也还是一笔不小的盈余！”他

说。

七十年代，生意开始上轨道，一年约可

赚得十多万元。八十年代因为世界经济不景

气，生意受损，但他并不因此而气馁。育有六

男一女的颜子祥乐天知命，孩子中有医生、

律师、银行高级职员；另有则在公司里帮忙。

颜文祥全家福

08-S8 new.indd   237 4/17/08   11:44:35 AM



238

新加坡颜氏公会四十周年纪念特刊

他说：“孩子成才、孝顺，

那才是我最快乐的事。生意

能否赚大钱，我并不那么

在乎，够吃够穿就好了！”

他表示，钱固然重要，

但他不会为了赚钱而违背

自己的做人原则。他举例

说，曾有一家探油公司，其

市场执行员与他谈生意时，

动辄到凌晨三、四点。二、

三次后，颜文祥谢绝了，不

想再与对方谈生意。对方

惊奇，他解释道，自己不喜

欢这样的应酬，继续下去，

钱虽然赚到手，但身体弄

坏了，也影响家庭和睦，得

不偿失，故宁可放弃！

又有一次，颜文祥和他的幼子到马来西

亚洽商。夜间应酬，颜文祥嘱孩子代表，但

吩咐他午夜12时前必得回返旅店。结果没

有。孩子稍迟回来时，发现父亲尚未就寝，正

在等他。此后，孩子再也不敢夜归了！

生活必须有规律

“我让孩子们知道，有规律的生活习惯

是重要的，不可逾越！家长如果能够以身作

则，孩子受到启发，相信便会从小养成好习

惯。许多坏习惯是导致身体不健康，及影响

家庭和睦的主要因素。应酬应止于吃饭，花

天酒地是我们深恶厌绝的！”颜文祥解释

道。

颜文祥也严格遵循商业行为法则，劝诫

孩子必须诚实，讲求信用。有一次，颜文祥为

了履行合约，虽然亏了300多万元，但却问心

无愧，也赢得对方的敬重，此后生意源源不

绝。“亏了钱可以赚回，如果名誉坏了，人格

有损，就很难补回来了！”颜文祥义正辞严地

说。

为会所四处筹款

1966年，颜文祥由宗亲颜宗秀介绍加入

新加坡颜氏公会。不久，颜氏公会假中华总

商会举行成立晚宴，并邀请宗亲们上台就会

务与活动提出意见。胆识过人的颜文祥第一

个走到台上，吁请与会宗亲们“打铁趁热”，

先把公会组织起来，然后筹款购置会所。

颜文祥 很快 地受 邀 加入筹款 队伍

中。“隔年，我们甚至跑到菲律宾募捐，有一

位宗亲慷慨地捐出了一万美金（折合当时的

新币三万一千多元），令我们非常感动，信心

也为了大振⋯⋯”颜文祥回忆道。虽然，这样

的四处奔波筹款，苦不堪言，但终于让新加

坡的颜氏宗亲有了自己的家，一个大家闲暇

时可以联络感情和交流的场所！

据知，当年颜氏公会会所是以13万5千

元买下，连同其他开销，约在22万元左右。颜

文祥捐献6,000元，对事业正在起步的他来

说，已是不小的一笔数目了。

发起组织世联会

颜文祥是第十三届至第十五届新加坡

颜氏公会会长，前后执掌六年。1990年卸任

夫唱妇随，颜太太陪同夫婿出席颜氏公会庆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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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被推举为永久荣誉会长及会务顾问。在

任期间，他发起组织世界颜氏宗亲联谊会，

也为广纳年轻俊彦，吸收人才加入公会而费

尽心思。

颜文祥发起组织世界颜氏宗亲联谊会，

其实是很偶然的。1988年，新加坡颜氏公会

一行人受邀出席在槟城举行的颜氏公会大

厦落成典礼及北马颜氏公会成立20周年纪

念，颜文祥目睹世界各地颜氏宗亲踊跃出席

观礼，便兴起成立世界颜氏宗亲联谊会的念

头，俾藉着定期性的联系，从而促进各地宗

亲的文化交流与经济合作。

“当时与会的各地宗亲领导人也都赞

同这样的组织，大家立即成立临时宗亲联谊

会，并召开会议讨论，从晚宴结束后的11时

谈到凌晨4时，终于拟定了一份计划书。”颜

文祥回忆道。他众望所归，是当年这个临时

宗亲联谊会的主席。

返星后，颜文祥即刻落实计划书所讨论

的事项，并在1991年4月6日庆祝公会成立

25周年会庆时，同时召开第一届世界颜氏宗

亲联谊会。会上，颜文祥率先捐出15,000元

充作联谊会的世界颜氏文化教育发展基金。

其他各地宗亲也纷纷解囊，共筹得20万元发

展基金；颜文祥也被选为基金信托委员会的

五位成员之一。

颜文祥希望这笔基金，能在推广颜氏文

化方面有所贡献，以发扬颜子思想及美德，

教育年轻的一代勿过度重视物质享受，应有

服务宗亲、扶贫济弱的崇高精神！

关注不幸的族群

他以近年来多次访问中国，对不幸人群

的密切关注提出意见。“如果宗亲团体也能

参与民间慈善组织，援助不幸的弱小族群，

将能使这个世界更美丽！我很欣赏中国国务

院副总理吴仪捐款给中国西部失明的儿童动

手术所展开的希望工程。华侨过去帮忙家乡

建校、修路，宗乡团体也能在这方面作出更

大的贡献！”

参与新加坡颜氏公会活动将近四十年，

他对今日公会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非常地欣

慰。“颜氏公会一路走来，过去道路纵然有

些崎岖不平，但总算安然度过。目前，公会

有固定的租金收入，又有年轻有为，中英兼

通的领导层，公会必能坦坦荡荡地走下去，

永远永远⋯⋯”

颜文祥神采飞扬，出席会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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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加坡颜氏公会，

人们时常会看到一

位风度翩翩，谈笑风生，

和蔼可亲的长者，他就是

颜章湖。颜章湖曾任新加

坡颜氏公会会长，现为永

久会务顾问、永久荣誉会

长兼产业信托人之一；此

外，他也是世界颜氏联谊

总会永久会务顾问。

颜章湖1936年出生于

马来亚吉隆坡。在五兄妹

当中，他排行最小。中学毕

业后开始打工，工作之余到夜校补习英文。

1956年，由于大哥颜有政宗长（新加坡颜氏

公会倡办人）在新加坡的生意需要人手，

20岁的颜章湖乃南下帮忙兄长看顾店面。他

虚心学习，勤奋工作，不到几年已掌握经商的

要诀，商业才华崭露无遗，从此开始了他辉

煌的人生道路和创业历程。

推动事业，迈向多元

颜章湖事业的真正起步是在八十年代。

比他人幸运的是，他并非白手起家，兄长颜

有政早年创下的家族产业丰美公司，为他日

后在商场的开拓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88年，颜有政临终前的嘱咐：“阿礼（颜章

湖的小名，马来话，意即小弟），丰美就交给

你打理了！”，从此，偌大的“丰美”家族产

业完全落在他的肩膀上，成为丰美公司的掌 

舵人。

有关丰美家族产业继承人，颜有政的遗

嘱上并没有提及。但他临终前亲口说的一句

话，即把丰美交给弟弟颜章湖打理，这显示

了兄弟俩多年来的工作相处，哥哥早已对弟

弟的为人和商业才华予以充分的信任和肯

定。

哥哥去世后，面对偌大的家族产业，颜

章湖不敢掉以轻心。凭着自己多年积累的商

场经验，他采取了保守和谨慎的经营策略，

其考虑因素主要有二：一是他挑起整个家族

产业的重担，责任重大；二是家族企业在经营

决策上往往“众口难调”，处理不当，容易产生内

部矛盾，妨碍发展。

英明的商界投资家
卓越的社团领导人

——访永久会务顾问颜章湖

颜章湖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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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丰美主要以布业进出口贸易为主，

兼及胶园种植业。然而，进入八十年代后，

随着新加坡社会的迅速发展，本地产业发

展日趋多元化。面对社会的总体发展趋势，

颜章湖敏锐地察觉到，要壮大丰美，就一定

要改变目前这种以贸易为主的单一化经营模

式。为了能够在企业经营决策上放开手脚，

提高效率，颜章湖开始展现了作为第二代家

族企业“掌门人”的胆识与魄力。他知道，公

司要发展，与时俱进，他得有一番调整和改

革，而这，他需要家族全体人员的信任与鼎

力支持。

1988年的某一天，在办完大哥丧事之

后，他召集了所有侄儿侄女于一堂，分析了企

业当前的状况和未来发展趋势，并进一步表

示：“就目前公司的经营情况来说，如果你们

觉得分家好，我们就平分。如果不打算分家，

由我主管，那我希望你们尊重我的决策和意

见；我给你们两个星期的时间考虑。”

大家商讨的结果，是不分财产，由叔叔

颜章湖领导丰美。多年的相处与共事，他们

相信叔叔必能把“丰美”带入另一个里程

碑，“丰美”必有更加辽阔的发展前景。在获

得家族成员的委托授权后，颜章湖开始积

极大胆地拓展丰美的业务。

颜章湖的首要任务就是沟通公司人事，

使各家族成员和谐共处。颜章湖洞悉“人

和”是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为了杜绝闲言

闲语，防止他人议论自己有偏袒子女之嫌，

他坚决不让自己的子女加入丰美集团。其

次，为了保持家族企业内部各成员的公平，

他让两个兄长的子女各一人进入丰美集团管

理决策层。如此一来，一旦公司有事需要表

决时，不仅可以保证每个家庭都有发言的机

会，而且更收集思广益之效，不会予人一种

独裁的感觉，决策效率也会相应地提高。公

司管理决策层的妥善安排，使家族成员之间

一团和气，这可说是颜章湖宗长发展丰美事

业中成功迈出的第一步。

其次，颜章湖注重发展投资产业，改变

了丰美过去以贸易为主的单一经营路线。九

十年代开始，为了适应新加坡社会发展的总

体趋势，丰美集团在颜章湖的运筹帷幄下，

开始朝向多元化发展。除了保留原有的贸易

外，丰美大力投资房地产、证卷行等，并同时

扩大原有的种植园产业。经过颜章湖十几年

的苦心经营，企业发展蒸蒸日上。如今，作为

家族企业的丰美集团，产业遍布新加坡、马

来西亚、香港、印尼和美国等十几个国家和地

区，资产总值比八十年代增长了数十倍。丰美

集团能有今天如此辉煌的业绩，与颜章湖宗

长的英明领导是绝对分不开的。那么，他的

成功秘诀在哪里呢？

英明果断，善抓机会

“也许，我比别人更善于抓住 机会

吧！”他不假思索地说道。与颜章湖宗长非

常熟络的颜荣源，也给我们讲述了一个早年

发生在前者身上的故事：

1977年，马来西亚柔佛州振林山某商人

欲出售一块1,000多英亩的土地，邀请有意

者投标。当天，在土地买卖尚无经验的颜章

湖被大哥派去马来西亚，负责处理丰美的投

标事项。在竞标会上，竞争可说相当激烈。颜

章湖凭直觉判断，如果竞标成功，未来肯定

有助于丰美进一步发展。因此，颜章湖在投

标会上表现得相当积极。与此同时，代表一

家外国公司的经理人也在价格上穷追不舍，

因而标价节节攀升。颜章湖宗长虽然志在必

得，但却泰然自若，一点也不慌张。他胸有成

竹，心忖：这个经理人来竞标会之前，公司必

定已经根据当时的市场情况，给他订下了一

个较为合理的竞标底价，这就意味着在价格

达到他们的顶线时，他必然放弃。我却自己可

以作主，只要价格稍微高出他们一些，就可

以赢得这次的投标。果然不出所料，颜章湖

在这次“有惊无险”的商场较量中脱颖而出，

成功标得该块地皮。分析个中原因，不外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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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商场上的精明和闯劲，以及善于分析，

抓住机遇和灵活办事的胆识和魄力。当时陪

他竞标的颜金新律师（马来西亚柔属颜氏公

会发起人之一）后来回忆这件事，认为颜章

湖能冷静分析周遭情况，果断作出的决策。

在公司管理方面，颜章湖也有自己的一

套方法，尤其在处理公司的财政方面，更表

现得谨慎且公正无私，令众人折服。首先，

他以身作则，不擅取公司的费用作为私人开

销。其次，每年年底，他会将公司的赢利平

均分给三户家庭，前提是公司之外的家族

成员不可以插手公司的财政，也不可将公司

的财物挪为己用。颜章湖秉承公正、透明、

谨慎的管理模式，不仅在家族内部树立了威

信，也在公司上下赢得了崇高的声望，成为丰

美集团继颜有政之后的第二代核心开拓者

和领导人。

儿女成材，家庭美满

人们常说，成功男人的背后必定有一

位“贤内助”，这句话一点也不假。每当颜

章湖谈起自己的妻子陈白兰女士时，他总是

赞誉有加，非常感谢妻子默默地在背后支持

他。“我太太是一位性格开朗且通情达礼的

女性，我们经常彼此开玩笑，关系融洽且轻

松。”他微笑地说。

谈起夫妻之间的相处之道，颜章湖认

为：“信任”最重要。他举例说：“记得印尼

对外开放后，我打算去印尼做生意，但生意

一定要应酬，而应酬难免要去一些风月场

所。我将自己的隐忧告诉妻子，并对她说，妳

不要有思想压力，如果妳不能接受，我会尽

量避开那些场合，派自己的雇员去。妻子不

仅表现得宽容大方，而且当闲言闲语传入她

的耳朵时，她也对我表现出充分的谅解与

信任。”对此，颜章湖总结出一个道理：“要

坦诚尊重自己的妻子，让她知道你在做什

么。”正是夫妻之间的这种相互尊重、谅解与

信任，颜章湖宗长才能够长期集中精力，全

心全意发展丰美事业。在任何一个人的心目

中，母亲无疑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性。颜章

湖就曾这样对我们说：“妻子的温柔、善良与

宽容，使我从她的身上看到了母亲的影子”。

这应该是颜章湖对妻子的最高评价吧！

在教育子女方面，颜章湖始终不会忘记

妻子的奉献与付出。“我年轻时工作忙，家庭

事务、教育子女全部交给太太负责。我的子

女都在国外读书，那段时间，妻子几乎每天

都拨长途电话与他们聊天，悉心了解孩子的

异乡学习生活状况。她不仅每年迢迢辛苦地

去国外探望孩子们，而且坚持放假期间，他

们一定要回国与家人小聚，并不要忘记自己

民族的传统与文化。”他说。如果早年因为

业务繁忙，致使颜章湖无暇顾及子女，是一

个“不称职”的父亲，那么，随着后来事业根

基的逐渐稳固，颜章湖终于可以腾出较多的

时间与孩子们在一起，成为子女们心目中名

副其实的“好父亲”了。

颜章湖认为，作为家长，对待子女一定

要有耐心、明理，要像朋友一样与他们沟通

交流。“由于在西方受教育的关系，我发现孩

子们的一些行为举止相当西化，感觉彼此之

间很难沟通。于是，我经常带孩子们出外散

心聊天，交换一些看待事物的观念和想法。

每当意见分歧时，我就停止讨论这一话题，

等过几天，彼此冷静再次思考后，我们才会

继续同一话题的讨论。当年，我和大女儿一

谈就是6个月，彼此都很开心，学会尊重对方

的观点和意见。此后，孩子们遇到什么棘手
夫唱妇随，卡拉ok自娱也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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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情，都很愿意听听我的意见！但我也会

时常教导子女，碰到事情要善于自己思考，

毕竟时代已经不同了，我的经验只能供你们

作参考。”常人说，优秀的父亲不一定有优秀

的孩子。如今，颜章湖的子女皆有所成，无

不与夫妻两人的教导有方息息相关。目前，大

女儿华秀，乃宝珍鉴定家，适前官委议员庄

少平。长子华忠，经营电子和化学生意。二女

儿华微，与丈夫一起经营礼品生意。次男华

君，则为文具商！

从自己的家庭谈开，颜章湖对大哥颜有

政给予他的信任铭感五衷，格外珍惜这份

手足情深。由于相差14岁，颜章湖自小便在

大哥的呵护下成长。来到新加坡后，大哥卓

实的品格与豪爽的性格，进一步深深地影响

了他。“在事业上，对我帮助最大的就是大

哥。没有大哥，就没有现在的丰美集团。大哥

豁达开朗，做生意有魄力、有干劲！”颜章湖

由衷地称赞道。

参加社团，领导有方

1988年哥哥颜有政逝世后，颜章湖

旋被委 任为新加坡 颜氏公会的会务顾

问，开始参与公会事务。尽管颜章湖在九

十年代中才正式出任会长，但在此之前，

他已为公会献出不少的力量。例如九十年

代，公会内部有一些矛盾和磨擦时，他出

面调解，态度中肯，最终促使公会内部两

支不同意见的力量得以和解；1991年，公

会进行装修，他带头出钱出力；同年，第一

届世界颜氏宗亲联谊大会在新加坡召开，

尽管他不是会长，但与当时的颜永发和颜

文祥两位会长通力合作，促使大会成功

举行；此外，在世界颜氏文化发展基金的

创立过程中，他也扮演了不可替代的重要 

角色。

1995年，在众人的劝说下，颜章湖正式

出任新加坡颜氏公会第五任会长，从而将

公会带入一个更为蓬勃发展的阶段。颜章

湖上任会长后不久，便成功地主办第三届

颜氏宗亲联谊会的工作。与此同时，他也促

使新加坡颜氏公会30周年庆祝大会顺利召

开。两会成功召开，声名远播，新加坡颜氏公

会不仅进一步扩大了自己在世界颜氏组织中

的影响，公会内部也呈现出一片团结祥和的 

局面。

2000年，颜章湖当选世界颜氏联谊总会

总会长。出于多方面的长远考量，他主动建

议将世界颜氏联谊总会总部迁至山东曲阜，

并提出总会长也由山东曲阜方面的宗亲担

任。这一提议对于当时身为总会总会长的颜

章湖来说，不仅再次体现了其为人的谦虚与

真诚，而且也展现了作为一个世界性社团领

导人的深谋远虑和宽阔胸怀，推动了中国内

地颜氏组织的蓬勃发展。

凡是能够被众人推选为社团领袖者，必

有其个性特点与魅力。在众人眼里，颜章湖

是一个有着鲜明个性的社团领导人。他办事

效率高，反对将时间花费在处理公会内部一

些不必要的纷争问题上。他行动果断，提倡

要发展新加坡颜氏公会，就一定要找一群志

同道合的伙伴，齐心协力，众志成城；他“言

行一致”，相信只有“透明化”的领导方式，

才能令众人信服；他做事讲究原则，认为“公

会该出钱的地方一定要出，但也不能盲目乱

花，没有节制。”总之，正如人们所说的，颜

章湖是一位英明且极富行动力的会长。

颜章湖夫妇与颜秉刚宗主（中）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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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荣源于1940年出生于新加坡，现任

新加坡颜氏公会产业信托人兼永久

荣誉会长、新加坡颜子研究会秘书长。谈起

与颜氏公会的渊源，他说起来总是滔滔不

绝。

“小时候，每年清明节，我都会跟着哥

哥到麟记山去祭祖。那时，麟记山有许多颜

氏族人的坟墓，周围则是阿答屋人家。上中

学后，我与公会关系更加密切。当时，父亲是

鲁国堂（新加坡颜氏公会的前身）的主要理

事之一；鲁国堂的注册地址就在我父亲颜

清溪的办事处：直落亚逸街门牌二十九号A 

(29A, Telok Ayer Street)。每逢鲁国堂开会，

责任感、使命感、归属感

只要我有在，都会帮忙布置会场，如搬椅子、

擦桌子等等。这可以说是我与新加坡颜氏公

会建立感情的开始。”他回忆道。

父代子交，优良传统

说起颜荣源的加入公会，应该从缴交

会费那一天开始算起。“我的会费是由父亲

缴交的！现在，我儿子的会费是由我缴交

的！”每说到此，颜荣源总会露出会心的笑

容。直到现在，“父代子交”已成为新加坡颜

氏公会缴纳会费的一个特点和传统。虽然

缴交了会费，颜荣源坦言：“那时候，由于工

作较忙，我很少来公会参加活动，因此对颜

——访热心公会的颜荣源

颜荣源夫妇为

次男允恩（后

排右二）完婚

时摄。前排中为

97高龄逝世的

母亲颜卢纳花。

后排左一、二为

长男允圣副教

授伉俪。后排右

一为三男允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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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公会也没有什么印象。但我仍然记得的是

1966年公会正式成立时，我随同父亲去中华

总商会参加纪念盛宴。人潮如过江之鲫，场

面非常热闹。”

1982年，颜清溪逝世，这成为颜荣源真

正深入会务活动的开始。“父亲曾担任名誉

会长，因此去世时，公会许多人前来吊唁，

这令我深为感动。稍后，在当年的会员大会

上，我有幸被选入执委会，并担任副财政一

职。我很清楚，一来便担任如此要职，全是

父亲的关系！”由于刚刚参与会务，颜荣源做

事相当谨慎，“每次公会支票的收取和支出，

我都会找几位负责人来共同签字。”他笑着

说。

经过两年的财政工作，颜荣源的细心和

认真工作态度，赢得了公会理事们的认同。

因此，在紧接着的换届选举中，仍属于新人

的他，原本被传为副总务人选，然而基于种

种其他原因，责任重大的正总务衔头最终落

到了他的肩上。对此，颜荣源戏称为“阴差阳

错”，但也正是这次机会，让他真正走上了新

加坡颜氏公会的历史舞台，并逐步引领和推

动颜氏公会向前迈进。

身为总务，颜荣源秉守着一个原则，那

就是绝不轻易说出“不”字。他认为，无论谁

提出什么建议，都是经过一番认真思考的，

总务绝不能轻易地将它否决，打消对方对某

件事务的积极性。因此，在此期间，许多在当

时看来甚为“创新”的想法都被提了出来，并

经执委会讨论而一致通过，如公会开办交

际舞学习班等等。这使得新加坡颜氏公会在

当时较为保守的宗乡团体里，曾一度引领“潮

流”，被誉为走在时代前端的华社团体。

就这样，颜荣源担任总务一职，欲罢不

能，前后做了14年。当问起期间最大的收获

和感受时，他恳切地说道：“颜氏公会的成

长，主要是建立在所有理事和会员一致团

结与无私奉献的基础上。其中，颜有政宗长

对会务活动的大力支持，尤其突出且至关重

要。我之所以能在公会服务那么久，主要是

受到公会内部这种良好人际关系的影响和鼓

励。”说到这里，颜荣源先生不禁忆起身为总

务期间，亲身负责的一件“大事”；虽已事隔

20年，但他说来，却如影如绘，非常清楚，一

点也不含糊。

回乡祭祖，实现心愿

“1986年年初，我从一本杂志读到中国

山东曲阜对外开放的消息。山东曲阜是颜氏

族人的发源地，是祖先复圣公颜回的故乡。

兴奋之余，我将此消息告诉了颜有政会长，

并谈起自己有意组织公会回乡祭祖的愿望。

颜有政宗长听完后，对此表示坚决赞成。这

样，有了颜氏公会主要倡办人颜有政宗长的

鼎力支持，我组织这次活动的信心也就大大

增强了。恰巧在这期间，一个山东曲阜的代表

团因做宣传展览来到新加坡，借此机会，我

认识了代表团成员孔祥林。当谈及回乡祭祖

一事，他表示热烈欢迎，积极鼓励并帮助我

们策划联系。经过预算，回乡祭祖的费用多达

到1万多新元。说实在的，当时我对祖先的历

史知之甚少，对山东曲阜更是一无所知，组团

回乡祭祖完全是凭着一股热忱和干劲。就这

样，在颜有政宗长大力支持经费的情况下，我

们一行32人，用了29天的时间，跑了中国20多

个城市和地区，途经广州、北京、承德等地。

每到一处，我们都受到当地有关单位的热情

招待，前后被各地旅行社宴请达16次之多。

最后到达曲阜之后，经过一系列仪式，我们

终于实现了祭祖立碑的愿望，完成了新加坡

颜氏族人的一点心愿。此后，我们也开始对

中国各地的颜氏宗亲有了进一步的接触、沟

通和了解。”颜荣源娓娓道来，也悬入当年寻

根祭祖之旅。

每当提起这段往事，颜荣源总是对颜有

政宗长深怀感激。他不仅感谢颜有政宗长对

此次祭祖行动的慷慨捐资，更对宗长“用人

不疑，疑人不用”的作风深感敬佩。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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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方面的预算，新加坡颜氏公会祭祖

立碑的费用是1万元人民币，但后来却告之因

计算错误，费用不是1万元人民币，而是4万

元人民币，前后相差3万元人民币（当时的汇

率，人民币1元等于1.4新元），这在当时是一

笔很大的数目，足够买一幢排屋。

发生了这种事情，作为总务的颜荣源内

咎不已，觉得是自己策划不周，了解不够透彻

的结果，很难向颜有政会长交待。但当颜有

政宗长得知此事后，他不仅毫不猜疑，而且

一口应允付钱。对于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感，颜荣源至今仍然感激在心，难以忘怀，也

奠定了他日后继续为颜氏公会效力和服务的

信心和决心。这件事无疑给他上了宝贵的一

课，他深深意识到，会务运作的透明度对于

一个社团组织的发展是多么的重要呵！

虽然发生了帐目上的一些问题，但80年代的

回乡祭祖行动，颜荣源觉得意义深远，那一趟旅

程还是影响至深的，为日后新加坡颜氏公会在

世界颜氏宗亲组织中地位的提升起到了重要的

作用。“如果没有发现那篇报导，或是没有颜有

政宗长的支持，新加坡颜氏公会的历史或许也

将改写。”

敢做肯做，众人支持

1999年颜荣源从总务职位退下，升任

会长。总结14年的总务经验，颜荣源概括一

字，就是“敢”。“只要你敢做、肯做，就会得

到众人的支持。不要在人事纠纷方面浪费太

多的时间，不要争名夺利，因为它们根本不

需要争；付出自然会有回报。这种回报是无

形且珍贵的，如良好的人际关系、人与人之

间的尊重、信任、鼓励与安慰，这些都是金钱

所无法买到的。”他语重心长地说道。

1997年颜氏公会庆祝30周年纪念暨第

三届世界颜氏宗亲联谊会，厚达264面的特

刊即由当时担任总务的颜荣源先生负责主编

的。“当时，我就是凭着一股傻劲来做的。现

在40周年也是这样，我就是凭着一股傻劲，

还有信心来做这些事情的。总而言之，还是

一个“敢”字。”颜荣源说道。

当上会长后，相对总务而言，工作应该

是较为轻松了。但颜荣源并不因为是会长而

高高在上，他仍然以总务的心态去处理每一

件事情。他认为，会长该做的，他一定得克

尽其职，绝不推诿。任职期间，他积极推动

世界颜氏大会的工作，一丝不苟，顿使新加

坡颜氏公会的声望日渐提高。2002年卸任

会长一职后，基于大家广泛的认同与尊重，颜

荣源荣升为会务顾问。目前，他身上的头衔众

多，包括新加坡颜氏公会永远会务顾问、颜

子研究会秘书长、世界颜氏宗亲联谊大会发

起人之一等等，在新加坡乃至世界颜氏宗亲

中都具有相当高的地位和声望。

有一位四川颜氏宗亲那年，知道了恳亲

大会消息后，因无盘缠，竟然卖了两棵大树

得8百人民币，彻夜乘坐列车赶来参加盛会，

与颜荣源握手时表示非常地荣幸，颜荣源因

此而深为激动。“我从来没有想到新加坡颜

氏公会，以及我本人会有如此的威望，也从

来没有想到世界颜氏宗亲组织会发展得如

此快速。多年来，我们只知道一点一滴默默

地做事。毕竟，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成绩

单也最终是由自己填上去的！”

迄今，颜荣源已在新加坡颜氏公会服务

长达25年之久，对公会的感情也愈久弥深。

他说：“我参加过多个社团组织，唯一坚持下

来，没有离开的就是颜氏公会。在这里，你

不会有任何包袱，只要你愿意付出，没有人

可以阻止你。我对颜氏公会有一种责任感、

使命感和归属感，甚至是一股神秘的力量在

驱使我前来服务。说来也许你不相信，例如

明天我得出席一场会议，需要发言，也许在

此之前我还不知道说些什么，但在发言前

夕，尤其是在公会待上一些时间后，灵感就会

源源不断涌来，有时甚至连我自己都会感到

惊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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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讲座，提高修养

当询及日后在公

会服务的计划时，颜

荣源满怀 信心地说

道：“2002年卸任会

长职务后，我发觉自己

比较适合从事文教方

面的工作，尤其现在

世界颜氏宗亲联谊活

动已提升到一个较高

的学术文化层次，因

此，我们务必提升自己

的文化素质，利用更多

的时间多读一些书，加

深对儒家思想的认识

与理解。当然，我也会

注重新加坡颜氏公会

多举办文化、学术这方

面的活动。”

的确，打从颜荣源成为新加坡颜子研究

会秘书长之后，颜氏公会自2003年起便先

后举办了一系列颜子文化专题讲座，如颜回、

颜之推、颜真卿及新加坡颜氏先贤颜有政、

颜国华、颜辉宗等等。作为主讲人之一颜荣

源可谓功不可没，他本人也视之为提升自己

文化水平的最好时机。尽管每次出席讲座的

人数不多，但颜荣源仍然一如既往，认真讲

演。“我做事完全出于一种责任，不太计较结

果。虽然目前的出席人数不多，但我不会勉强

大家，而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发自内心，最终

前来参与。我相信，我已经用行动影响了周

围的许多人。”

最后，谈及颜氏公会接班人的问题，颜

荣源表现得相当乐观。“我们只要做了我们

今日该做的事情，就不要为未来担忧。让时

代自然发展、自然淘汰。过去有宗亲认为，颜

有政宗长去世了，新加坡颜氏公会也会跟着

消逝。事实证明，现在公会会务活动反而变

得比以前更为蓬勃。所以，我不担忧接班人

问题；目前，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应该做什

么，如何把事情做好，这才是为未来所做的

最好准备。”

一个“缘”字，使颜荣源走入新加坡颜

氏公会；同样一个“缘”字，使颜荣源从此

把新加坡颜氏公会当成自己的家；也是一

个“缘”字，使颜荣源先生带动新加坡颜氏

公会走向宗族发源地——山东曲阜，从而扩

大了与世界各地颜氏宗亲的联系。“就是因

为这个‘缘’字，我对公会的工作是不会停止

的，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天。”颜荣源如此坚贞

不渝地说道。

全家出席新春团拜联欢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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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而好学，终有所成

颜清 水 祖

籍 福 建

永春。更贴切地

说，是永春廿三

都上场城迪裕厝

仁贵么34代（厥

字辈）。据他从母

亲口中知道，祖

上很早便过“七

星洋”来到马来亚

谋生。“母亲说，

我的曾祖父兴棋

落番时，就已定居在峰峦迤逦、林木参天的

居銮，披荆斩棘，经营树桐生意。传到我的

祖父，再传至我的父亲，克绍箕裘，仍然是

做笨重辛苦的树桐生意。也许，祖辈相传，

作熟了，也不易改行。再说，靠这行业养家糊

口，在当时生活也还挺不错的！”颜清水回 

忆道。

颜清水令尊翁士相，令堂张宝

玉，夫妻俩共育有五男三女。颜清水

排行第二，上有一姐；下有四个弟弟

和二个妹妹、家里虽靠父亲一人挑起

生活负担，基本上却不虑衣食，实属小

康人家。童年时代的颜清水，过着无

忧无虑的日子，一家人和睦相处，其乐

融融！

早年丧父，生活拮据

然而，“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

祸福”，当他13岁那年，家庭骤然起

了变化，父亲因树桐业务在树林中忙

——颜清水热心会馆和社区活动

颜清水（左五）与姐弟妹们合影。左起：八弟亚成、七妹铭芳、六妹亚珍、大姐清
钻、三弟德利、四弟南进、五弟清平

颜清水（后排右二）与姐弟妹们及母亲摄于五十年代。前排
左起为六妹亚珍、母亲、八弟亚成、七妹铭芳。后排左起为
四弟南进、五弟清平、三弟德利。右一为大姐清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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碌工作，不料军警搜山，胡乱开枪射击，颜

清水的父亲不幸被击中，返魂乏术。这一意

外打击，令整个家庭悬入困境之中，何去何

从？

“我母亲虽经如此惨重打击，但她毅

然挑起重担，不向恶劣环境低头。她运用双

手，含辛茹苦地把我们带大。我姐姐替人家

卷香烟，赚取一点小钱补贴家用；我则在课

余之暇，跑到车站卖黄梨。虽然一家九口过

得很辛苦，母亲却从不抱怨，只是努力地想

方设法多赚一些钱，好让我们不会挨饿。母

亲这种崛强，不求人的性格，给我的影响很

大！”颜清水若有所思地回答道。

颜清水入学颇迟，于居銮中华中学附小

毕业后，捉襟见肘的家庭环境，让他不敢奢

望有机会进入中学读书。“然而，母亲看在心

里，她知道我很想继续求学；她也深知教育

的重要，宁可省吃俭用，也要让孩子多读一点

书。”颜清水说道。

初中毕业后，再次经历可能失学的颜清

水，在一群同学的怂恿和鼓励下，报读了新

加坡中正中学高中部。“那时，居銮的学校无

高中部，要升学就得离开家园。新加坡距居

銮不远，是大部分同学升学的首选；何况，中

正中学和当时的另一间中学——华侨中学是

当时新加坡最著名的学府。我因为同班好友

们都报读中正，也就跟着来了！”颜清水回

忆道。

离开家乡，来星发展

1955年，17岁的他和同学结伴坐火车离

开居銮，开始步向人生另一个驿站。初时，

他与同学挤在一间租来的房间里，睡在帆

布床上；住宿和膳费，同学都不要他分担。

不久，他在课余当起家庭教师，手头逐渐宽

裕，便主动与同学分担开销。“经济困难的时

候，我对同学的照顾与爱护深表感激。但我

总不能永远依赖他们；就像我母亲，当年她

得自己想办法解决生计问题。经济条件改善

了，我就应该和他们分担，不能老占同学的

便宜⋯⋯”颜清水说。

颜清水于1958年高中三毕业。在校期

间，邱新民老师为代校长。“邱代校长较早

时是我在居銮读中学时的历史老师。或许我

当时是学校的体操（双杆）运动员，又是贫寒

申请助学金学生，所以他对我很有印象。也

因此，我在中正求学时，他很特别照顾我！后

来我结婚，还请他和刘瑜老师出席婚宴。”他

说。

五十年代是新马华文中学全盛时期，而

中正是当时规模最大，教师阵容最强的中

学之一，许多老师都拥有博士学位。颜清水

说：“和居銮时代相比，新加坡是大城市，中

正中学是著名学府。我能有机会在这样的环

境里求学和生活，其实是始料不及的。老师

们循循善诱，专心教导，让我获益不浅！”

克尽厥职，东主器重

高中毕业后，学习生涯终于告一段落。颜

清水当然很知足，他没想到去开课不久的南

洋大学深造，而是去找工作赚钱，帮忙照顾

弟妹，以尽兄长的职责。翌年，他受聘于聚昌

私人有限公司当书记。由于他克尽厥职，办

事有条不紊，深得东主的器重，步步高升，从

货仓管理、会计主任，最后擢升为经理。东主

还给他股份。

1971年2月，颜清水的一些商场友好欲

经营一间摩哆西卡零件公司，因欣赏他在这

方面的宝贵经验与人脉关系，乃召他入股。

颜清水清楚这一行业的发展潜能，即以平日

积蓄入股，任诚友（私人）有限公司董事。

1973年，因公司迅速发展，极需颜清水

全职管理，他在董事部盛情推举下，出任诚友

（私人）有限公司董事经理。“东主很谅解

我的处境，让我辞却职务。不过，他信任我，

我也有感于多年他对我的照顾，每晚仍回去

聚昌（私人）有限公司帮忙料理帐目。”颜清

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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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友（私人）有限公司在颜清水的运筹

帷幄下，业务蒸蒸日上，声名远播。某次日本

三星(Mitsuboshi)总裁来星，特来公司拜访，

谈得很投机，并委任颜清水代理他公司生产

的汽车皮带。自此，公司更扩展生意到东南亚

一带，建立了他在这一行业的知名度！

竭尽所能，栽培弟妹

由于父亲早丧，颜清水踏入社会大学

后，省吃俭用，帮补家里的生计。稍有积蓄，

长兄为父，他挑起照顾弟妹的责任。颜清水

深谙教育的重要，明白在这竞争激烈的社会

里，如果没有受过相当的教育，或是一技之

长，根本难以立足，因而竭尽所能，栽培弟

妹。而弟妹们也知努力，均学有所成，大专毕

业，甚至留学国外，都可说是俊彦之士，生活

无忧无虑，这也是颜清水聊以告慰的地方！

颜清水因忙于工作与事业，个人婚姻问

题无暇顾及，爱神的箭虽嫌稍迟来到，但妻

子黄金莲女士，秀外慧中，相夫教子，一家五

口乐融融。

目前，长男在公司襄理业务，司职对外接

洽生意，长女则负责公司销售业务；次女则负

责理账。已是祖父级的颜清水，闲暇与孙子

们嬉戏，倒也不失为一大乐事也！

歌声飞扬，全国角落

颜清水自小便喜欢歌唱，这兴趣让他后

来参与合唱团。目前，他是新加坡如切民众

俱乐部长青合唱团团长。颜清水说：“我们的

宗旨是在推广健康的文娱活动，通过歌唱加

强联络所与宗乡会馆，以及国外同好者的交

流，并积极参与社区发展理事会的慈善公益

等演出活动。”

长青合唱团的前身是人协合唱团，指挥

是黄仲珊、吕昭昭夫妇。1990年中成立时，团

员并不多，其后逐渐茁壮成长，曾受邀到多项

大型社区庆典演出。1997年改名为长青合唱

团，落户如切民众俱乐部。颜清水自1996年

起便担任团长，十多年来如一日。他说：“唱

歌能松懈身心，扩大生活圈子。这些年来，我

与团员们俨如一家人，无论是国内或国外表

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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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我们都倾全力表演，务必把最精彩的节

目呈献给大家！”长青合唱团曾受邀到日本

北海道、纽西兰和马来西亚槟城等地表演，

深获好评！

四十大庆，节目丰富

颜清水自九十年代加入颜氏公会，旋被

选为理事，先后担任过教育、副财政等职，于

2003年出任第22届会长，并于2005年蝉联

第23届会长。目前，他为颜氏公会产业信托

人、会务顾问团主席兼永久荣誉会长；也是

新加坡颜子研究顾问。

颜氏会馆庆祝成立四十周年大庆，身为

会长，从筹备到迎宾等一系列活动，颜清水

忙得不亦乐乎！主要活动有：中国颜真卿书

画院新加坡书画精品展、研讨会、颜素珍教

授与颜荣源专题讲座、会员代表大会、四十周

年晚宴等等。“一系列的庆祝活动在众理事

和会员宗亲的分工合作下，顺利展开，并取

得预期的良好成绩，展现了颜氏子孙团结互

助的精神，这是非常重要的。”颜清水欣慰

地指出。在海皇剧院举行的大型晚宴，海内

外嘉宾8百多人，包括教育部兼人力部政务

部长颜金勇宗长、国会议员颜来章宗长，复

圣颜子第79代嫡长孙颜秉刚宗主等都亲临出

席。

领导颜氏公会期间，颜清水与汾阳郭氏

公会会长郭文龙、吕氏公会会长吕炳森、卓

氏公会会长卓清桂及平阳汪氏公会会长汪

家裕等于2005年倡议举办宗乡会馆会长聚

餐会，轮流在每个月的第三个星期六中午在

不同的会馆或酒楼举行。颜清水说：“这项

活动的目的是通过聚餐会促进宗乡会馆之间

的感情和联系，进而彼此合作。聚餐会并不

是吃吃喝喝而已，还安排了与会馆发展有关

的主题讲座，邀请有经验和知名人士主讲或

参与讨论。

此外，颜清水也经常率团亲善访问，参

加在山东曲阜举行的第七届世界颜氏联谊大

会，第七届会议，对加强颜氏族群的团结与

在长女佩玲的婚礼上，与姐弟妹们等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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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也有很大的贡献。目前，他也是世界颜

氏宗亲联谊会副总会长。

颜清水也是新加坡现代企业管理协会

创会发起人之一，历任副财政、副秘书长和

财政等职。现代企业管理协会以探讨实用的

管理学问为核心，让会员实践终身学习的理

念，以及通过现代化管理思维，以期提高生

产力和管理效率，让颜清水在参与过程中获

益不浅。

选贤使能，各任其事

在公司里，颜清水与员工打成一片，水

乳交融。员工视他为兄长，是叔伯辈；而他

用人，也正如颜子的“选贤使能，各任其

事，”让员工发挥他的专长！早年，他司职公

司财政，经常请客，对员工的福利也非常照

顾。在一片老员工被裁退，或被逼离开工作

岗位的声浪中，他仍重用两个工作已有30年，

现已60多岁的老员工。他说：“华人社会应

是一个重人情的传统社会，把一个老员工裁

退，不考虑他今后的生活环境，非颜子所谓

的“仁”。”

在公会里，他的领导才能，也获得会员

的热烈支持，及前几任会长的欣赏。虽然经

已卸下会长一职，由年轻的颜少平续任，但

他仍一样经常出入公会，关心公会。“公会

为提高形象，与时并进；同时更为了方便年

迈，行动不便的宗亲到公会参加活动，计划

增设电梯，这主意很好，希望有了电梯设备，

年轻的一代能陪老一辈常来活动，接班人就

有着落了！”

颜清水、颜德利兄弟俩及其夫人在曲阜杏坛歌剧与我会团员、演员在台上合影

08-S8 new.indd   252 4/17/08   11:45:31 AM



253

狮城群颜谱

颜诗琴博士的生活多姿多彩，她活跃

于学术界、商界、专业领域、公共服

务、社区组织、华社团体等。她是新加坡行销

学会的第一位女会长，她与张齐娥成为中华

总商会有史以来首两位女董事。她也担任新

加坡工商联合总会的董事。2002年她受委为

新加坡的官委议员，代表企业界在国会里发

言，提出建议。自2000年迄今，她是新加坡

管理大学信托委员会的委员。

她是颜氏公会的首位女副会长，在任职

期间，她与公会领导人一同进行扩大会务、

改革公会的活动，引进许多英文教育源流的

专业人士与企业家入会，翻新会所，提高会

所产业的经济效益，巩固了公会的经济基

础。

从小接受双语教育

颜诗琴是二战结束后的新生代，是吉隆

坡丰美布庄的东主颜有政的长女。5岁时，她

和3个弟妹跟随父母南下新加坡。

在殖民地时代，英文与华文都受到重

视，因此，在小学阶段父母让她同时进入华

校与英校就读。但是步入中学前，政府改变了

教育政策，不允许学生同时上两所不同的学

校，所以中学时她只能选择进入英文源流的

中学。

中学毕业后，她考入新加坡知名的莱佛

士书院。两年的大学先修班学习生活，让她开

始计划未来的人生，她希望出国深造，开阔

颜诗琴博士的生活道路
——教育、事业与社会服务

视野，接受先进的经济学知识，学成回国，为

在发展中的新加坡作出贡献。

她说 服了父亲，只身飞 往 加拿大深

造，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经济

学。1969年颜诗琴学成归来，与陈开楠医

生在1971年并结连理，随后一同飞往英国

深造。她在英国谢菲尔德大学（She f i e l d 

University）先后考获工商管理硕士和博士学

位，是那个年代新加坡极为少数获得这项荣

衔的女性。

6年后，夫妇俩回返新加坡，颜诗琴进入

新加坡国立大学执教，成为工商管理学院的

第一位女讲师，后升任副教授。1991年她向

国大请假一年，协助夫婿创设医院。

从1977年至1993年，颜诗琴在国大的重

要研究领域是战略规划与管理。她曾指导工

商管理硕士和本科学生的课程，包括商业策

略、人力资源管理和组织行为。她在学术界

1995年，颜诗琴博士在其先严颜有政先生的铜像
前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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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了很多学术论文，并在国际经济研讨会

以及企业管理论坛多次受邀演讲。她也担任

国大多项重要职务，主要有商学院执行委员

会主席、人力资源管理部主管和奖学金委员

会成员等。

首位公会女副会长

1991年是颜诗琴人生道路的转捩点。这

一年，她开始从学术界转入企业领域，并加

入颜氏公会，成为公会的第一位女会长。

颜诗琴的父亲颜有政（1922-1988）是颜

氏公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公会的首任会

长，担任会长长达14年。颜诗琴十多岁时便

随父亲出入公会，和公会里的宗亲长辈非常

熟络，父亲逝世后，在长辈的鼓励下，她毅然

加入公会服务，并当选为副会长。

 在会长颜永发领导下，她与副会长颜

明烈、总务颜荣源等，在颜氏公会展开大刀

阔斧的改革，将企业概念带入公会。本来三

层楼的会所只有一楼出租，租金收益很低，

这一年公会让租户迁出，进行整幢楼的翻新

工程，宗亲们踊跃捐款筹足20万元完成翻新

工程。由于会所焕然一新，地点适中，公会

以市场价格将一楼与二楼出租供商业用途，

大大提高了租金收益，巩固了公会的经济基

础。三楼与天台自用；三楼辟为现代化的礼

堂，拥有宽敞的活动空间。

吸收英文源流宗亲

宗乡会馆向来以华文教育源流的宗亲或

同乡为主流，英文教育者很少加入。新加坡

有不少颜姓企业家和专业人士，由于语言的

隔阂而没有加入公会，无疑是公会的损失。

颜诗琴于是向公会提议发起招募会员的运

动，使公会会员从400余人增至600多人，新

会员当中多数是来自英文教育源流的专业人

士和企业家。颜诗琴发挥自己的双语优势，

使新会员很快便融入公会。

主持第一届世颜会

1991年4月，配合新加坡颜氏公会成立

25周年而举办第一届世界颜氏宗亲联谊会 

（简称世颜会)，大会由颜诗琴和颜清湟教授

联合主持。

颜诗琴说，姓颜的人士并不多，能把全

球颜氏宗亲会聚集在一起是非常有意义的

事。大家公推新加坡为秘书处，后来才转移

到山东曲阜，那是始祖颜回的诞生地。此后，

联谊会定期在各地举行，2008年9月将在南

京，已经是第十届了。

联合银行出信用卡

颜诗琴是工商管理的专才，上任后她将

信用卡的概念带入公会，与马来西亚银行安

排，联合推出信用卡给公会会员，这是我国

第一间宗乡会馆与银行联合推出信用卡。

确立清明祭祖仪式

宗乡会馆素来以传统的上香、献供的仪

式举行清明祭祖。颜诗琴建议宗亲以献花追

思怀念先人的仪式让不同宗教信仰的宗亲都

能参与。公会接纳她的提议，此后，清明节

到来时，宗亲们聚集在礼堂举行献花仪式，

讲述始祖颜回的生平，发言表达慎终追远之

情。

颜诗琴祖籍福建永春，1995年她被乡亲

们推选为新加坡永春会馆理事，后来卸任改

为名誉会长。

当选总商会女董事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自1906年成立至

1995年，在长达八、九年的岁月里，董事会都

是清一色的男士天下。1995年，颜诗琴与张

齐娥当选为第四十八届董事，使董事会首次

出现女性的面孔。她的父亲颜有政曾担任总

商会董事多年。

颜诗琴当选为董事后，担任教育委员

会副主任，推动总商会培训中心重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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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提升为企业管理学院，成为本区域的

顶尖企业管理学院之一，为商界，尤其是中小

型企业提供高素质的商业管理和技能发展的

培训课程。

1997年至2003年，颜诗琴连任三届教育

委员会主任，致力于企业管理学院的工作。

2001年4月，企业管理学院在她的推动下成

立校友会，把数百名来自中国、香港、马来西

亚及本地的毕业生联系起来，方便大家互通

信息，促进交流，从而有利于彼此的创业和

拓展业务。

同年8月，颜诗琴领导的总商会教育委员

会与新加坡管理大学联手创立华商企业研究

中心(Chinese Entrepreneur Centre) ，对本

区域的华商企业管理模式进行学术研究。颜

诗琴表示，研究有助于让我们了解华商家族

生意的结构和经营理念。

2003年至2005年，颜诗琴改任商务委员

会主任；2005年至2007年担任董事，之后她

卸下长达12年的董事职务，荣任名誉董事。

家族企业丰美集团

1993年颜诗琴离开国大，投入丰美集团

服务。丰美是她的祖父颜程在1935年创立

的，后来发展为家族企业的丰美集团，经营

布庄、置地发展、投资工业、棕油园等业务。

丰美置地在马来西亚柔佛振林山和雪

兰莪万挠有大片的棕油园丘。配合这两个州

的发展步伐，集团要在这两片土地上发展城

镇建设。发展项目包括建设住宅房屋、商用

建筑和基础设施。

回忆那段投入家族业务的日子时，颜诗

琴说，1993年至1998年间，她负责丰美置地

的城镇规划、公司重组与融资等工作，与她

在国大教学期间的工作内容截然不同。

转入医疗事业发展

颜诗琴的工作阅历丰富，她在国大执教

16年，在1993年结束教学生涯投入家族企

业。1998年，她看准了医疗行业很有潜能，于

是在HMI集团的名义下收购了马六甲仁爱医

院 (Makhota Medical Centre) 。这是一所三

级急症医院，拥有288张床位，全套的诊断、

放射、检验、手术室等设施，聘请了60余位

专科医生服务，吸引了许多马来西亚各州、印

尼、新加坡的病人前来治疗，并且荣获了马来

西亚颁发的“旅游与医疗服务奖章”。

H M I集团属下的新山立康专科医院 

（Regency Specialist 

Hospital）也将在今年

6月启用，该医院以美

国医院的标准建设和

管理，为病人提供卓

越的专科医疗服务。

H M I集团除了经

营医院之外，也开设

护理培训课程。每年

不少来自世界各地，

尤其是中国的护士到

HMI参加培训课程，

通过新加坡护士管委

会注册护士考试后，

他们都被新加坡的医

院聘用。

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四位女董事及商业领袖与陈惠华政务部长（左四）合影。 
左六为颜诗琴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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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MI集团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和中

国都有业务。现在正面向中国，展开医务人员

培训及医院管理等项目。

HMI国际医疗集团于1999年在新加坡股

票交易所挂牌上市，颜诗琴担任该集团执行

主席，发展医疗事业。

     

树立新女性的榜样

颜诗琴虽然来自英文教育源流，但加入

宗乡会馆和总商会服务后，她努力学习华文，

如今，她的华文程度已经大有进步，阅读能

力提高，更可以用华语和华文教育背景者畅

所欲言，自由沟通了。

她语重心长地说：“新加坡宗乡会馆和

中华总商会与中国有着源远流长的关系，我

们应充分利用华社这个百年历史的‘中国网

络’，赶搭中国经济崛起的快车。”

她说：“在60年代，能够到外国留学

的女性很少，学成归来应该做一番事业，

也为社会做一些贡献，树立一个新女性的 

榜样。”

 

享受温馨家庭生活

虽然，颜诗琴忙于工作和社会服务，但

对家庭和子女的关注却毫不放松。子女们在

父母的悉心照顾之下成长，学有所成。长女玮

嘉是霍普金大学（John Hopkin University）

经济学和国际关系双硕士，目前是HMI集团

业务发展部的主管。次女玮珊是密歇根大学

心理学荣誉学士，目前在花旗银行集团从事

私人银行业。幼子玮耀是纽约大学经济学

荣誉学士，在瑞士信贷银行从事银行投资 

业务。

颜诗琴坦言母亲张美玲女士对她的影

响很大，从小就鼓励她用功读书，支持她出

国深造，协助照顾她的子女，还关心她的

事业发展和社会服务，是她心目中伟大的 

母亲。

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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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伐己功，但扬人善

1946年初夏，两个

福建晋江颜姓堂兄

弟，由于家乡生活不易，

遂结伴买棹南下，乘搭

万福士轮，经过七、八

天只见“天连水、水连

天”的海上生活后，这

才抵达新加坡，开始在

这“番邦”讨生活！

这对堂兄弟就是颜

期巢和堂兄颜期灯。

颜期巢于1927年出

生于晋江安海西安村，

年少时曾受过两年私塾

教育。抗日期间，敌机屡

次低空轰炸骚扰，因而

中途辍学，在家帮忙农务。20岁时，一方面是

家乡生活不易；另一原因是也想出去闯一闯，

便飘洋过海来到新加坡，在亲人颜期汀经营

的生果店里打杂。

回忆 起 初来乍到的日子，颜期巢说

道：“其时，新加坡刚从日军占据的三年八个

月噩梦中苏醒过来，市面依然疮痍满目，瘫痪

萧条。殖民地政府千头万绪，百废待兴，谈何

容易？整个市场一片凌乱，社会也毫无秩序

治安可言。私会党横行霸道，经常因争夺地

盘而厮杀格斗。作为市井小民，生活丝毫没有

保障，惶惶不可终日。”

经营零售生果生意

1951年，已在商场上学习到一些经商经

验的颜期巢，在亲人颜期灯的帮助下，于十

八溪乾独立经营零售生果生意。那段日子过

得很辛苦，颜期巢说：“很多时候，我踏着三

轮车，忙着载生果在大街小巷乱窜，日晒雨

淋，没什么时间休息！”四年后，他又改行经

营香港塑胶玩具进出口生意。不过，业务平

淡，并无多大进展！

1960年，在这一行经已累积十年经验的

颜期巢，与好友集资在小坡梧槽律创办“茂

成公司”，经营玩具杂货生果出入口生意。

在股东们的共同努力下，业务蒸蒸日上，生

——访七十年代木材大王颜期巢

全家福（摄于五十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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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甚至远到马来西亚、台湾、日本等地，盈利 

甚丰。

不久，一次偶然的商务活动，颜期巢路

过印尼苏门答腊的一个小岛甘巴港，发现该

处山林葱翠，可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且

不少是名贵木材，价钱也十分便宜，便兴起

开辟山林的念头，把木材运到需求殷切的台

湾销售！

主意既定，颜期巢迅速地对甘巴港山

林作了详细的调查和研究，包括交通运输、

人工需求、销路网络等。然后，他兴致勃勃地

向公司股东们提呈报告，建议进军甘巴港，

开发那一片广漠的林业区。然而，股东们咸

认为甘巴港偏僻、荒凉且海上运输困难重

重，因而对这项计划并无信心，不赞成投资

木材业！

开发甘巴港山林区

颜期巢的建议虽不被众人接受，但他

却不因此而作罢，决定独资开发甘巴港，于

1971年间开始投资运作。正值壮年的颜期巢

相信自己的眼光，也对这一行业的未来前景

充满信心！

甘巴港位于苏门答腊东南部，那里有一

望无际的原始森林。颜期巢回忆道：“那时，

整个海湾沿岸，淤积着落叶与朽木；并且时

有野兽在荒林中出没，平素人烟稀少，要开发

这一片森林，我先在海滩上建起一排排的工

人宿舍，运输铁轨便从海湾向内地延伸，分

成许多支路进入林区。”

这块占地40万英亩的林区，共建起了

20多个伐木加工工场，平均每月产量多达二

万米以上，主要是万兰池与山杉，都是建筑

业与三合板厂最欢迎的优质木材。颜期巢每

天头戴草笠，袒胸露背，和工人一起埋头工

作。他不把工人看着是任他使唤的奴隶，而

是一起打拼的兄弟。工作时有说有笑，让工

人们心中没有老板高高在上的压力。

颜期巢虽然仅受过几年私塾教育，但知

书达礼，待人以诚，努力与工人打成一片。为

了减少沟通上的隔阂与摩擦，他勤学印尼语，

也尊重他们的饮食习惯和文化背景，因而大

家相处得极为融洽愉快！

由于颜期巢的丰富管理经验，及他鲜明

的办事方针，整座山林4000多个员工，各在

工作岗位上勤奋地运作，木材生产量逐年提

高。最初六个月，木材产量仅为六、七千米，

接下来几个月大为提高。1971年全年产量高

达十万米，远远超过了最初的估计，可谓大丰

收。

原木运往台湾销售

那时，东南亚一带的木材大都销往日

本，经过加工，再转卖到世界各地。由于日本

为先进工业国，木材行情全受其操纵，因而

原木出口价格低廉，利润微薄，每米原木仅

值美金七元二角而已。颜期巢为了摆脱日本

对木材价格的操纵，乃奔赴台湾考察，力图

把原木运往台湾，另辟生意途径。

不过，台湾木材业工厂仅在发展阶段，

只有锯木厂而已，且原料来自本岛。由于向

来采用日本的木材加工产品，对南洋出产的

木材并不具信心。为了开拓市场，颜期巢便在

台湾创设了茂大木业股份有限公司，入口印

尼的原木。颜期巢为安定台湾商家信心，采

取“先试用，后付款”的方式促销木材。台湾

商家果然肯定南洋木材质地的优良，且价钱

便宜，纷纷向颜期巢的木材公司订货，加工

制成三夹板及其他产品。由于需求殷切，木

材供不应求。颜期巢固然乐开了怀，然而如何

增加船运次数，满足买方需求遂成为颜期巢

急需解决的另一问题！

很幸运地，一位在香港船务公司任职的

林先生，介绍他东主蔡先生予颜期巢认识。

双方谈得非常投机，一拍即合。蔡先生原本

有一艘可运载五千多米木材的货轮，但为应

付颜期巢每月二万米的产量，特从日本再添

购三艘原木专用船，专门从印尼甘巴港运载

木材到台湾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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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曾到甘巴港海湾参观的人士说，那

时每天约有五十多艘摩哆电船在海湾来往

穿梭，数百名赤着上身的印尼工人在海边捆

扎木排， 好让摩哆电船把木排拖出海湾，

驶近巨轮停泊的海域，然后用起重机把木桐

吊上船舱，运往台湾。如此约莫四、五年，每

年由甘巴港运往台湾的木材平均高达二十

万米。颜期巢一手经营的“茂大木业有限公

司”遂不胫而走，远近驰名；而他也成为名

符其实的“木材大王”了！

转往向房地产发展

然而好景不常，1974年尾世界石油危

机，致使许多工业国生产滞留，影响所及，木

材市场也出现凋零现象。甘巴港木材一时

堆积如山，无人问津。颜期巢无奈，惟有停

止生产，并逐步把员工解散，只留少许人员从

事修复交通道路，及破损的生产工具等，祈

望石油危机迅速过去。“守得云开先见月”，

1977年秋，世界经济开始复苏，颜期巢蛰伏

两年半后重振旗鼓，员工纷纷回巢，生意逐

渐又步上轨道。

如此又过了四年多。1982年初，印尼政

府实行振兴工业政策，包括规定木材需经

加工后才可以出口。颜期巢考虑到在印尼开

设加工厂，不仅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且需征

得当地公民合作，由当地公民申请执照经

营，自己得冒很大风险，便于翌年结束木材

生意回返新加坡，协助儿女创办大东兴发展

有限公司，全力向房地产发展！

积极参与宗乡会馆

六十年代中，颜期巢在商界崭露头角时，

已是新加坡安海公会、晋江会馆和颜氏公会

这些宗乡会馆竞相罗致的对象！而颜期巢乐

善好施，出钱出力，不落人后，赢得了乡亲和

宗亲们的爱戴与敬仰！

新加坡安海公会乃是一群旅居新加坡

的晋江安海邑人于1948年成立的社团。首两

任主席分别为苏秋生与赖琼瑶。1967年颜期

巢众望所归，被推举为第三任主席。颜期巢

为公会前途计，遂于1970年登高一呼，建议

自置会所。此项建议获得众人的热烈响应，

最终购置了位于芽笼28巷的现址，为安海公

会解决了“家”的问题。其后，颜期巢卸任让

贤，八十年代起被委为该会名誉主席。现为

荣誉主席。

自1965年起，颜期巢也历任晋江会馆多

个职位，现为永久名誉会长。最令人津津乐

道的，莫过于他被委为出版委员会主席，挑

起编纂晋江会馆60周年纪念特刊的重任。

颜期巢感慨地说：“这本特刊，主编原为享

誉文坛的报人郑梦周（姚紫），但他因健康

关系，致一延数年，未能完成。后邀得彭松

涛继任，终于在1978年12月出版。我身为出

版委员会主席，对时间的拖延倍感抱歉，然

而，我不能不说，编纂一本特刊，尤其是一本

资料丰富，厚达800多页的特刊，的确不是一

项容易的工作！我们编委会经常晚间在陈廷

反的太子楼开会，他特辟一个舒适的房间让

我们讨论编务工作。七年来，点心、茶水不

知吃喝了多少。在此，我也要向他致谢！”

2008年3月22日，颜期巢在晋江会馆庆

祝成立90周年纪念晚宴上，由内阁资政李光

耀手中领取服务卓越贡献奖。他表示，能力

所及，回馈宗乡会馆和社会大众是天经地义

的。人应有饮水思源的情操，“取诸社会，用

诸社会”。如果人人如此，社会就会“和谐

团结，成就圆满”了！

颜期巢在新加坡颜氏公会的发展历史

上，也作出了他一定的贡献。60年代中，颜

氏公会筹措购置会所，虽然多方努力，仍不

敷一些数目。时为副会长的颜期巢乃陪同会

长颜有政，及财政颜辉宗、交际颜文祥联袂

亲善访问菲律宾，获得当地宗亲们的热烈迎

迓。经商致富，且乐善好施的颜期巢堂兄颜

期党在获知公会处境时，自动献捐美金一万

元，匡助颜氏公会完成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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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于外汇管制问题，颜期党认捐

的这笔数目，未能及时交出，而由颜期巢先

垫出交给颜氏公会。现任颜氏公会产业信托

人兼永久荣誉会长颜荣源说：“这笔钜款在

当年来说，可以买一栋洋房。颜期巢尽管是

生意人，但要垫出三万多新元，对生意运作

多少会有影响。但他为了完成大我，牺牲小

我，不计较个人的得失。他为公会所作的付

出与贡献，从这里可见一斑！”

回馈家乡不遗余力

颜期巢不忘故土，新中国成立后不久，

他回安海捐献巨款扶贫济弱，并兴建大型

碾米加工厂，大大减轻农民的辛苦和劳动时

间。此外，他也与新加坡其他乡亲，出资在安

海职业学校兴建一座尊师楼。1971年，安海

千年古刹龙山寺重修，颜期巢也捐资维修该

寺中殿。不仅如此，殿中三座世尊大佛也由

他捐资重新安了金身。其他诸如参与安海报

恩寺、雷藏寺及其他寺庙的兴建，更是不胜

枚举，这里也就不再一一赘述了！

引经据典印证社会

颜期巢自谦读书不多，但他熟读四书五

经，喜欢引经据典引证今日的社会状况，谈

来头头是道，颇有见地！

“《史记：淮阴侯列传》云：臣闻智者千

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颜期

巢表示，再聪明的人，也

不应该骄傲，应该听取他

人的意见。就公会而言，

领导人不可固执，不可自

大，要尊敬他人的意见。

即使自己不赞同，也不应该置之不理，应该

交由执委会开会讨论。

颜期巢也指出，公会领导人必须能“忍

辱负重”，这才能完成大业。“忍不可忍而忍

之”，自然海阔天空，化险为夷！

诸葛亮《前出师表》云：“亲贤臣，远小

人，其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

后汉所以倾颓也。”颜期巢指出，要把公会

搞好，领导人必须选贤任能。如果领导不分

贤人与小人，而“亲小人，去贤臣”，不知要

制造出多少事端。因此，领导要十分警惕，切

勿轻信小人。

对于年轻人，期巢劝勉道：“不应处处

以利益为前提。此正如孟子见梁惠王时，询

问孟子如何让他的国家富强。孟子回答：“王

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见〈梁惠王〉

上）。”颜期巢指出，个人和团体都一样，都

不可重利轻仁义。

待人谦卑有礼，“不伐己功，但扬人

善”的颜期巢，敬业乐业，积极参与社会公

益善事。除了上述三个宗乡团体之外，他也

历任新加坡玩具糖果商公会主席、泉声音乐

社理事长和传统南音社名誉主席等。

颜期巢育有三子一女，均事业有成，或

经营家族生意，或谋职在外，都能克尽厥

职，继承乃父精明处事的作风。目前，82高

龄的颜期巢在家含饴弄孙，安享晚年，其乐

融融！

颜期巢在晋江会馆庆
祝90周年庆典上自内阁

资政李光耀手中接获
服务卓越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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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鱼为珍贵的海产贝类，

自古以来被视为海味珍

品之冠，列在海参、鱼翅、鱼肚

四大海味之首。中国清朝年代，

沿海官员朝圣进贡，多以干鲍鱼

为礼物。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

逊访华，掀开历史性中美关系新

篇章，鲍鱼也是周恩来总理亲点

的桌上佳肴。

鲍鱼肉质柔嫩细滑，味道

极其鲜美。过去，只有富裕人家

才吃得起鲍鱼，一般人也只是

逢年过节，才舍得花钱让桌上增

添这道佳肴。随着国人经济条

件的普遍提高，以及鲍鱼价格

的大众化，鲍鱼这道海味珍品

经已不再是奢侈食品，而是一道酒楼经常推

出，住家也经常可以烹调的菜肴了！

素有新加坡鲍鱼大王之称的颜东如

是“天亮”牌极品鲍鱼的创办人、新加坡广耀

兴食品有限公司的东主。打从二十多岁时与

海味为伍，到将事业的版图定格在鲍鱼，颜

东如的营业策略转型正突显他在商场的锐利

目光。颜东如的经商之道，就是走在同行的

前头，让自己的产品成为品牌，成为消费者的

最佳选择！

颜东如祖籍广东潮安团光，世代务农，

在潮安第一中学毕业后，已经27岁的颜东如

和二哥颜东为，在二战刚结束的第二年结伴

厚德载福，福满人间
——访新加坡鲍鱼大王颜东如

来到马来亚吉隆坡，在大哥和姐夫经营的

海屿郊店里帮忙。三、四个月后，他南下新加

坡，在大哥和姐夫联营的总行继续工作。

在打工的这一段日子，他不断学习做生

意的诀门，特别是对英国人的管理模式非常

欣赏。他在理账的过程中，发现了南洋华人

喜欢吃鲍鱼等海鲜的商机。11年后，在累积

了经验和人脉关系后，他结束打工的日子，于

1967年在广东街（俗称“香港街”）创业，店

号取名“广耀兴”，初期经营鱼翅、海参、咸

鱼、鲍鱼、鱼肚等一般人所谓的“海屿郊”生

意。其后，他倾全力销售鲍鱼，以“天亮”为

品牌，业务蒸蒸日上。

颜东如大力支持颜氏公会的活动，慷慨解囊，不遗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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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亮品牌的由来

何以颜东如的鲍鱼极品，以“天亮”为品

牌呢？原来，40年前，他到世界各地采购鲍

鱼，一次在澳洲，天未亮时就跟随当地渔夫

出海，在天空仍黑黝黝的海域上，他目睹渔

夫迅速地潜入海底捕捉鲍鱼，并在天亮前将

之装罐。澳洲渔夫的解释，毕竟不如他亲自

品尝，果然未见过阳光的鲍鱼烹煮起来味道

格外鲜美。颜东如说：“我终于明白了，渔夫

们赶在子夜时分出海，天亮前趁新鲜装罐的

处理模式，是鲍鱼保持新鲜度和最佳品质的

方法。”颜东如于是决定把自己的产品取名

为‘天亮牌’。

颜东如讲究鲍鱼的新鲜美味，强调“鲜

为品，质为本”，告诫自己的员工必须时时刻

刻记住这个道理。他严肃地说道：“食品关

系到人的健康，所以产品必须确保品质优

良。只有货真价实，顾客才会对我们有信心；

不得以劣品乱真，欺骗顾客！”

鲍鱼是华人餐桌上“吉利”佳肴之一，

其谐音“鲍者包也，鱼者余也”，鲍鱼代表

包余，表示钱包内时有余钱。颜东如笑着

说：“这也许就是为何鲍鱼也是新年期间，

送礼的必备礼品吧！”

鲍鱼营养价值高

鲍鱼营养价值极高，其肉富有球蛋白。

由于是深海生物，因而具有滋阴补养功效。

中医指出，鲍鱼是一种滋补而不干燥的海产，

具有可平肝潜阳，解热明目的功用，西医也

指出，鲍鱼的肉含有一种“鲍素”成分，能够

破坏癌细胞所需的代谢物质，因而有助于抗

癌。据专家说：鲍鱼的作用不是降压，而是双

向性调节血压。由于鲍鱼能够“养阴、平肝、

固肾”，因而有润燥、利肠和调经的作用。

颜东如为了让不同口味的顾客和消费

团体有所选择，市面上共推出了四大系列产

品，即“野生鲍鱼”、“养殖鲍鱼”、“深加工

鲍鱼”和“即食鲍鱼”，随时对消费者的生活

方式和口味作出调整。例如，许多爱吃鲍鱼

的人不善烹煮，公司便与酒楼高级厨师合

作，制作简易的鲍鱼菜谱，指导人们如何在

家烹煮酒楼美味的鲍鱼食谱。此外，“天亮

牌”产品还包括鱼翅、鱼鳔、干贝等。这些产

品有“鱼翅香菇粥”、“鲍鱼干贝粥”、“鲨鱼

骨鱼鳔汤”等。

“天亮牌”鲍鱼来自澳洲、纽西兰、墨西

哥、南非和日本等地。颜东如透露，天亮牌在

这些盛产鲍鱼的海域附近建有工厂和冰冻

库，以保持鲍鱼的新鲜度，通过快捷迅速的

运输网络行销各地。

由于鲍鱼需求殷切，颜东如除了提供野

生鲍鱼外，也养殖鲍鱼。他说：“野生鲍鱼采

集不易，潜水员得冒着被鲨鱼吞食或遭遇海

底意外，因此，我便想到养殖鲍鱼这一新的

生产渠道。”

颜东如在1996年大量养殖鲍鱼。他指

出，和传统的其他人工养殖法不同，养殖的

鲍鱼也和深海的鲍鱼一样生活在同样的水

域中，只是在照料和采集上，需要运用现代

的科技和管理技术进行饲养和采集。

由于“天亮牌”鲍鱼在生产地设立工

厂，有效地掌握了鲍鱼的加工处理过程，使

品质进一步受到保障。基于这样的优厚条

件，“天亮牌”鲍鱼也对相关产品进行“深加

工”（Add Value）处理，尽可能使消费者在食

用时感到方便；同时也稳固了作为国际酒楼

业的鲍鱼产品的中央厨房地位。

“天亮牌”鲍鱼近年来推出了“即食鲍

鱼”系列。繁忙的都市人家，只需把罐头打开

加热，无需烹调即可食用，省却了繁琐的准备

功夫。颜东如尝试把鲍鱼从酒楼带入寻常百

姓家的努力，证明是成功的。鲍鱼随时随地

可食用，而且口感和味道一点也不比酒楼餐

馆差。

获多项世界奖状

“天亮牌”鲍鱼不断创新，品质不断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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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其澳洲和墨西哥鲍鱼极品，因胆固醇

低，无防腐剂而荣获新加坡健康促进局颁发

的“较健康选择”标志，也是新加坡旅游促

进局选定的新加坡饮食礼品之一。

“天亮牌”极品40年来，获得的各种世

界奖状和荣誉无数，是荣获最多国际奖项的

鲍鱼品牌。其中包括纽西兰、澳洲和墨西哥

最佳销售奖和合作成功奖，以及HACCP认证

和美国FDA认可等。

通过多年的努力，天亮牌极品鲍鱼已畅

销世界各地。随着中国的崛起，颜东如把目

光投向这个广阔的市场。他相信，天亮牌将

能取得更长足的发展。

领导公会不简单

颜东如对慈善公益事业，向来不落人后，

目前为新加坡颜氏公会会务顾问团副主席暨

永久名誉会长，平素对公会的庆典和筹款活

动，慷慨解囊，大力鼎助，深获宗亲们的爱戴

与赞许。

2008年3月间，颜东如在宴请上海宗亲颜

世富博士席间，在知悉公会刻正进行翻新计

划，需要装置电梯以方便会员，尤其是年老行

动不便者也能常来会馆活动，便毫不犹豫地

承诺负担这笔估计高达8万8千元的庞大装置

费。他说：“能力所及，回馈族群和社会是应

该的。领导一个公会不简单，领导层肩负的重

担，其他人若可以分担，何不趋前参与一份

呢？公会需要大家的努力，聚沙成塔，众志成

城，大家分工合作，事情就一定能办好。”

捐款助家乡建设

和许多事业有成的企业家一样，颜东如

和兄长颜东为在九十年代得偿重亲故土之愿

后，大力为家乡兴建学校、修补道路、安装电

灯照明等基础设施建设，捐出了大量资金和

物品。当他们知悉故乡颜厝村的小学生没有

学堂，只能在破旧的祠堂上课时，兄弟慷慨

解囊捐献了10多万人民币建设小学，当局后命

名为“为如学校”，取他们兄弟名字的最后一

个字为校名。2005年，学校急需重建，兄弟

俩又再出资250万人民币建成。当局为感谢颜

东为、颜东如俩兄弟的善举，遂将该校重新

命名为“和金学校”，以纪念兄弟俩的先翁颜

和金。据2007年9月10日和金学校落成开幕

仪式〈潮州日报〉蔡少文报导，颜东如与兄长

俩人，二十多年来捐资支持家乡建设，多达人

民币420多万元！

担任紫玄阁阁长

德教是华人的宗教慈善团体，1939年创

建于广东潮汕地区，后流传于东南亚一带。德

教崇奉世界五大宗教教义，即儒教的忠恕、

道教的崇德、佛教的慈悲、基督教的博爱和

伊斯兰教的慈恕，其主旨是以“德”化人，奉

守“教不离德、德不离身”的理念，藉以启

发人类良知，并在实际生活中自我奉行和实

践。

自1992年起，颜东如便担任紫玄阁阁长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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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东如是新加坡德教会紫玄阁自1992年

成立以来便担任阁长的虔诚德友。早年，颜

东如与一班德同道合，崇仰德教的信徒，因

为没有一个适当清净地点，作为膜拜诸佛

仙真，朔望参礼暨师诞庆典之场所而烦恼。

一次，众人在茗叙闲聊之际，谈起何不发愿

筹设道场，以偿宿愿？于是，以颜东如、吴皆

佳、刘基义、张荣发、壬仰鹏、莴德鹏等六

善子为发起人，并情商已故黄木托为顾问，

积极进行，终于觅得武吉巴督5号为会址，

取名“新加坡德教会紫玄阁”，简称“紫玄

阁”。

颜东如说：“德教会主要从事慈善事业，

如开设免费诊所、救济穷人、出版书刊宣扬

道德等等，希望能为国家略尽绵力！”

创业须意志坚定

颜东如的鲍鱼庞大事业，目前由孩子一

手打理，更把事业推向另一高峰。闲暇时，他

会与早年从事海屿郊的老友，每星期一次到

各著名的酒楼餐馆聚餐。“只是，越来越少人

了，目前只剩下四人！”他幽默地说道。由于

忙碌于生意，颜东如并无时间从事其他消遣

活动，只是兴趣阅读报章和书刊，但内容也

都以经济和时事为主。他说：“做生意需要

知道国际时势，从而作出适当的调整。如今，

科技发达，国与国之间的距离缩短了，市场无

疑是更大了；但面对的问题也更多，这些，都

需要新的知识和管理方法！”

他给年轻人创业的忠告是：意志要坚

定，努力朝目标前进。“很多时候，摆在眼前

的困难会令人却步，但只要不气馁，一步步

往前走，自然会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时刻。

所以，在最艰难、最绝望的时候，不灰心，要

坚持，困难总会迎刃而解的！”他语重心长地

说。

颜东如夫妇育有二男一女，内外孙四

人。孩子们都崇奉德教，是颜东如最大的安

慰。他说：“人人以德为本，厚德载福，福

满人间，盛世太平矣！如果人人都能齐耕德

田，以增天爵，以邀吉亨，那不是最快乐的事

吗？”

除了担任颜氏公会要职之外，颜东如也

是新加坡潮安会馆名誉会长。

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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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班上已有一些超

龄生，但我比他们大得

多。1952年我读小学一年级时，已

是16岁的少年了，是班上个子最大

的学生⋯⋯”颜挺尧回忆说。

1935年出生于永春石鼓乡的

颜挺尧，父亲在他出世后不久，再

度离乡背井，回到新加坡经营轮

胎生意。1951年，16岁的颜挺节

随同母亲乘船到新加坡与父亲团

聚。在这之前几年，他的两个哥

哥，已先行来到新加坡生活。

晚上挑灯夜读

在家乡，由于父亲和兄长远在新加坡做

生意，颜挺尧10多岁时，每天一大清早必须先

去拾豕粪当田地肥料用。回家后吃完早餐，

这才匆匆忙忙赶去学校。学校并不远，上完

课后回家，吃完午餐后再回到学校上课，下课

后再继续去拾豕粪。晚上时间，才有时间温

习功课。

“现在的学生，比起我们那个年代，一

般上来说是好多了。农村子弟多贫穷，我那

时没鞋子穿，是赤着脚在路上走，赤着脚上

学的；班上好多同学也是如此！”颜挺尧回忆

道！

颜挺尧继续说：“四、五十年代，中国乡

下没有电力供应，晚上读书、做功课，就只能

在月光下，或是挑灯夜读了！我们兄弟自小都

不求名远名自远

有视力问题，和环境不无关系；另一点，也许

还是遗传吧！”

超龄生上英校

小学毕业后，高高兴兴离家到永春市上

中学，但只读到二年级便辍学，跟着母亲乘

坐轮船南下新加坡。由于年纪偏高，父亲没

让他进正规学校，而是送他进私人英校。

为什么是英校呢？颜挺尧解释道：“父

亲明白英文的重要，希望我将来能有一份好

职业，便把我送入英校了！其次，他认为我

在家乡已读了几年华文书，已够派上用场了！

便要我专心把书读好！”16岁，从来没有接

触过英文的颜挺尧，开始从ABC学起。这一

段学习过程当然困难重重，但颜挺尧不屈不

——颜挺尧(BBM)服务社区不言倦

颜挺尧夫妇育有四女二男，一门俊彦，学有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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挠，努力向学，终于在1960年结业，并考取到

剑桥九号文凭。

经营饲料生意

毕业后，颜挺尧从事旧车买卖生意。不

久后获得公民权。又因兴趣教书，便到师资

训练学院受训，同时在政府辅助学校教书。

一年后，在父亲颜经祜的鼓励下，他辞掉教

职，从事饲料生意，开始走向另一个人生旅

程！

六十年代初，新加坡的家畜业相当蓬

勃，分布在偏远的郊外地区，如林厝港、蔡

厝港、杨厝港和榜鹅等地。颜挺尧平日在公

司里忙忙碌碌，周末和星期日也未能好好在

家里休息。“星期六和星期日，便是我下乡与

农夫及经营这一行业者接洽业务的时候。日

晒雨淋，辛苦自不在话下。还好，那时年轻力

壮，即使奔窜在农村之间，也不觉得累！”颜

挺尧回忆道。

七十年代，除了从事饲料生意外，他也与

兄长挺节及另一名印度朋友合股创设食品及

饲料出入口公司兹迄今。

献身社区服务

认识颜挺尧的人，都知道他是一名非常

活跃的社区领袖。打从七十年代中，当布莱德

岭选区成立时，他在当时的人民代议士李炯

才先生的鼓励下，加入成为该选区公民咨询

委员会委员，历任助理财政、财政、副主席、

主席等职。之后，他也身兼管委会副主席、

主席之职；现为布莱德岭区公民咨询委员会

荣誉主席。此外，他也在布莱德岭区体育俱

乐部成立和民防协调委员会，并兼任主席；

此外，也帮忙成立私人住宅区的确邻里委员

会会主席。

布莱德岭民众俱乐部向来以推广传统

华族艺术为宗旨，在促进华族舞蹈、华族乐

器演奏、书法、国画、地方戏曲和民俗曲艺方

面，素来不遗余力。虽为英校毕业生，但颜挺

尧却热爱传统华族艺术，喜见布莱德岭民众

俱乐部“接触华族传统，丰富居民生活”的活

动方针。他说：“民众接近传统，走进传统，

将能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这在现代社会里

是极其重要的。物质生活必须有精神生活的

配合，才能美丽、和谐！”

发扬华族文化

身为布莱德岭区资深基层领袖，颜挺

尧经常受邀为区内活动主持仪式。2003年

10月，他为华族传统中心主办的天津著名书

法家封俊虎个人书法展主持开幕仪式时，原

先对这名书法家并无认识，之后才知道这位

精研八法与“二王”，对颜真卿独有情钟，在

习字过程中选择了颜真卿的〈祭侄稿〉为主

攻的封俊虎，对颜真卿的楷书确实下了一番

的钻研。

封俊虎1984年21岁时捧回中国全国文汇

大赛二等奖，后改习颜真卿与王羲之、王献

之“二王”作品，融汇了古人的创作技巧，给自

己的创作增添新意。世纪之夜千人千作中国

第七届书法篆刻展举行时，他一鸣惊人，荣

获最高奖——“全国奖”，深受书艺界同仁的

好评！

颜挺尧表示，他曾为一些书画家主持书

画展开幕仪式，但为如此沉著于颜真卿楷体

的书法家却是头一遭。封俊虎楷书的雍容华

贵之气，益教他惊叹书法无穷的魅力！身为颜

永久荣誉会长颜荣源颁发纪念品予颜挺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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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后人的颜挺尧，封俊虎的如此贴近书圣颜

真卿，无疑更让宾主双方感到格外亲切！ 

担任布莱德龄区体育俱乐部主席时，颜

挺尧领导的这个组织举办了李炯才杯篮球

赛，以及后来的吴俊刚杯篮球赛。其他项目

还包括羽球、乒乓赛等，让居民能拥有健康

的体魄。担任选区民防协调委员会主席期

间，更成立了民防连，这是全国第一个选区

成立的民防大型活动。“教导民众有关民防

的意识是至关重要的，区内的小贩、乐龄人

士、学生，甚至家庭主妇都踊跃前来参加。他

们学习如何应用灭火器灭火，急救等。我想，

这类演习有助于大家加强民防的意识，一旦

紧急事件发生时，才不致于措手不及，不知

如何应对。”他说。

七十年代，颜挺尧是布莱德岭民众联络

所建所委员会秘书。富丽堂皇的布莱德岭民

众联络所落成后，不过十年，由于地铁路线

的影响，土地被政府征用，颜挺尧再次被委

以重任，被推举为筹建新所委员会主席，为布

莱德岭区再筹建一个居民业余消闲的活动中

心。两次的筹款活动，颜挺尧出钱出力，鞠躬

尽瘁，他对社区的贡献不仅赢得该区居民的

爱戴，也获得政府的肯定和赞许。由于服务

社区有功，八十年代，他荣获总统颁赐公共

服务奖章(PBM)；1996年，他更获颁公共服

务星章(BBM)。

关心民间疾苦

16岁离乡背井来到新加坡，事业有成后，

颜挺尧对家乡的发展与建设，始终尽心尽

力。他出钱建庙、建校，造福家乡父老子弟。

2002年8月初，永春遭受百年一遇的洪

灾。当时，约四万人受困、十个村庄被水围，

五千多人无家可归。洪灾后的十天，旅居各

地的侨亲纷纷捐资赈灾逾170万人民币。颜

挺尧在新加坡颜氏公会的发动下，也和其他

宗亲合捐了10万人民币，在第一时间内把捐

款送到家乡，救济不幸的乡亲。

新加坡颜氏公会的迅速举动，永春县电

台和各大报章都纷纷予以重点报道。颜挺尧

说：“新加坡颜氏公会不尽是永春人，其他

籍贯的也不少，但我们都秉承恻隐之心，踊

跃捐款！公会里其他籍贯宗亲的义举，我们

永春籍的都十分感动，这也是公会成功的地

方！”

早在七十年代末，当中国还未观光开

放，作为新加坡乡中区公民咨询委员会代表

团的一份子，颜挺尧有机会访问阔别30年的

中国。在北京、广州等地参观；他感受到了改

革开放前夕，中国正待起飞的那股冲劲。那

时，虽没机会回到永春石鼓，但却启动了回乡

的念头，怀念着离乡前家乡的一草一木，是否

依然！

寻根回乡省亲

没隔多久，颜挺尧终于回乡，此后一罢

不可收拾。他不仅自己回乡，带着妻子回乡，

更带着孩子、孙子回乡，要他们记得这是他

们的“根”之所在，永春石鼓是祖辈的生长

地！

2005年7月上旬颜挺尧偕眷回乡，虽然

低调行事，却也给永春乡讯的记者潘长安叮

上了，为文如此报道：“⋯⋯这是一个酷热

的夏日，山城永春的大地被烤得滚滚，在城

西三公里开外的石鼓寨脚下的一座古朴平

房——树德堂，来自新加坡年逾古稀的颜挺

尧先生顾不了拭去淋漓汗水就抱起一岁的

孙子，抱着握有三支香的孙女的小手，满怀

深情地说：“孙子，记住吧，这里就是我们的

根”。颜先生携太太及次子、次媳三代人又圆

了一次回乡梦。这里虽然没有鎏金溢彩的神

龛，没有厅头长案，也没有神牌灵位，但这里

有魂牵梦萦的根，有游子的情和爱。28年来

颜老先生多少回全家来到这里，追寻不尽的

梦。”

颜挺尧每次回乡，总会到村里的学校、老

人会、县镇两级侨联会、村里新拓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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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处走走看看。有什么需要改善的，力之所

及，他必慷慨解囊。据知，他每次回乡总会到

仙林堂和石鼓亭拜谒，并为这些旅游景点建

设添砖加瓦。

颜挺尧虽然忙碌，但对新加坡颜氏公会

的周年庆典、就职典礼，及一些重要活动，他

必拨冗出席，不做挂名的理事。他常说：“金

钱上的支持是不够的，还必须亲身参与，对

公会和宗亲表示责任与奉献。”事际上，颜

氏公会任何要求，他都会在精神和经济上予

以大力支持的。

强调知足常乐

现年74岁的颜挺尧，育有四女二男，及六

名内外男女孙子。平时含饴弄孙，日子过得非

常愉快。

颜挺尧是布莱德岭区的资深基层领袖，

因此也被社会发展、青年及体育部委任为

副婚姻注册官，经常得为新人主持注册结

婚仪式。好多时候，自己的私人活动也因原

先答应了新人，不得不忍痛割爱。“有一次

在国外，还提早赶回来主持仪式呢！不过，

每次看到新人幸福的笑容，我在心里也由衷

地祝福他们；白头偕老，永结同心！早生贵

子！”他幽默地说道！

颜挺尧应酬多，人脉广，但他烟酒不沾，

也没有其他不良嗜好闲暇时，尤其是退休后

的日子，有空时他会与友人对奕象棋，但每

个月也仅是二、三次而已。“如果每天下棋，

且是好多个小时，那便是沉迷了。过度沉迷

毕竟不是健康的现象。我和朋友奕棋的目

的，无非是通过下棋这种嗜好联络感情，消

遣消遣⋯⋯”此外，他也喜欢邀约好友出外

用餐，闲话家常！

注重身体健康的颜挺尧，每天与太太一

同晨运，自觉对身体健康有很大的裨益！

在社区多年，看尽人生百态的颜挺尧对

人生有很大的领悟。“新加坡是一个高度繁

荣的现代化社会，每个人不免要为生活而拼

搏，赚钱养家绝对是神圣的，但君子求财，

取之有道，万万不能用肮脏的手段，或不正

当的方式获得。人不应该汲汲营营于赚钱，

不应为金钱而烦恼，简而言之，人要自足，自

足常乐！”他说。

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颜挺尧，目前除

了担任新加坡颜氏公会会务顾问团副主席

和永久名誉会长之外，他也是新加坡永春

会馆名誉董事、新加坡书法中心董事、新加

坡武术总会名誉会长，以及多间社团与庙宇

的名誉主席等。

颜挺尧BBM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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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 坡 颜 氏 公 会 自

1966年成立以来，

担任福利主任一职者不出十

人。其中，颜奋坚是任期最久

的一位。颜奋坚在1970年担

任副交际，翌年转任副福利，

1972第四届起升任正福利，

前后达十一届之久。1989年，

第15届执行委员会产生，颜奋

坚不再担任正福利，而是副

会长。届指算来，他前后做了

20年的福利工作，是颜氏公

会里当仁不让的福利主任！

最佳福利主任人选

颜奋坚非常明白福利工作对公会的重要

性。早年，帮助宗亲解决生计，处理会员或其

家属的丧事、济贫扶弱及分发渡岁金等等，

都是福利主任的职责。颜奋坚忆起颜有政会

长当年不只一次愧咎地对他说：“奋坚兄，你

这个福利主任的职位，我无法跟你调动，无

法提升你，因为没有其他人做得比你好，比

你更适合这个职位。”

说到这里，颜奋坚语带哽咽地指出，他

非常感谢颜有政会长对他的信任和器重。早

年，社团以福利为主，被委为福利，他感到很

荣幸！“我对颜有政会长说，做福利正合我

心意。会长认为我是适合人选，我一定全力

以赴！”

颜奋坚表示，颜有政会长非常信任他，

许多事在会议召开前便已向他提起，征询

他的意见。良禽择木而栖，颜有政会长的倚

重，益让颜奋坚竭尽所能，励精图治。他说

的到，做的到，凡事以公会为主，事事关心会

员的慈善福利！

颜奋坚担任福利主任期间，职责所在，

他义无反顾，务必把工作做好。凡有会员丧

事，无论富裕或普通人家，他都一视同仁，

亲临丧家三次。何以要三次？原来，办事认

真的颜奋坚在获知噩耗后，会先到丧家了

解情况，包括地点，及丧家需要公会哪些帮

忙。第二次便是带领宗亲前来吊丧。最后一

次是举殡之日，及一切善后，颜奋坚必亲自打

点，完成公会照顾宗亲福利的工作！

——访热心福利工作的颜奋坚

福利主任二十年

颜氏公会领导层拜访颜奋坚（左二）之影。右起为：颜清水、颜应喜、
颜章湖、颜少平。左一为颜文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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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回五万多元款项

任职期间，公会有一笔五万多元宗亲该

付却未付的款项。颜奋坚勤于奔走，终于把

这些从几百元到上千元的烂帐，一条条慢慢

地收回来。

“宗亲理事或会员，拖欠公会没缴交的

钱，有时并非有意拖欠，而是日子久了，俗务

繁忙而给忘了，所以需要有人去提醒，去催

收。我为公会工作，因此不怕伤感情，对方

通常都会谅解我。如果是私人的钱财问题，

则不能催促过紧，说我们不近人情。”颜奋坚

解释道。

话虽如此，这笔五万多元的数目，也非

如此容易地便收回。颜奋坚说：“跑三、几回

才能收到款项也是等闲事。为求做好工作，

我不厌其烦，有时在早上上班时间，有时是

下午到对方的办公室。当然，也会特地到他

府上拜访。你和颜悦色，一般上都会有收获

的！”

不说或许没有人知道，新加坡颜氏公会

的会徽，是经过颜奋坚的一番巧妙构思设

计出来的。“1970年以前，我们没有会徽，那

时，公会刚成立不过五、六年，我就以旭日东

升，光芒四射，大地一片光明为主题，再经一

位在广告社工作的朋友帮忙而成的。这个会

徽，在当年的11月获得社团注册官的批准使

用。”他回忆道。

颜奋坚透露，除了上述会徽外，他也是

新加坡制药厂商公会会徽的设计者。那时，

他是该会副会长，鉴于该会没有会徽，便义

不容辞地挑起这个任务。目前，他是该会永

远会务顾问。

“这些都算不了什么！我想说的是，公

会里如果有各式各样的人材，办起事来便简

单得多了！”他说。由于他来自南马，新加坡

颜氏公会与该地宗亲团体的联系，颜奋坚居

功不少！

经已90高龄的颜奋坚，忆起当年颜氏公

会的点点滴滴；提起颜有政会长领导颜氏公

会的艰巨重任，不期然地流露出敬仰与怀念

之情。他透露，颜氏公会草创时期，财政短

绌，颜有政会长有意捐献50万元充作公会作

基金，但因他身体不适，无暇顾及，这项捐

献计划终告胎死腹中，不了了之。

颜有政会长与颜奋坚虽然来自永春不同

乡镇，但彼此都热爱着家乡，见面时总会聊

起家乡事。颜奋坚也指出，颜有政会长生前

极力鼓励公会组团回乡省亲，协助建设。

颜奋坚多年来担任福利主任，尽忠职

守，把福利工作做得人人赞誉，有口皆碑。而

另一件为人津津乐道的善举发生在1991年

4月6日在新加坡国宾酒店举行的“第一届世

界颜氏宗亲联谊会”上。颜氏公会信托人兼

永久荣誉会长颜荣源说：“那年，颜清湟教

授在会上提出设立‘世界颜氏文化教育发展

基金’概念，希望能筹得一笔基金所生的利

息供出版或研究，此建议迅速获得热烈反

应。时任大会主席的颜文祥会长当场率先捐

出新币5,000元，掀开献捐运动的序幕。一时

四方响应，捐款源源而来。最难能可贵的是，

卧病在床的颜奋坚在接到颜清祥的电话后，

也认捐5,000元。这消息一宣布，无疑给众人

很大的鼓舞。颜文祥、颜永发和颜章湖都相

继提高数目，各认捐15,000元，这使得原本

目标为5万元的基金，在众人的努力下，最终

交出20万元的漂亮成绩。毫无疑问地，颜奋

颜奋坚与爱妻，摄于半世纪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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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当时认捐5,000元，对提高筹款数目起了一

定的作用！”

在淳朴的农村长大

颜奋坚祖籍永春东山，父亲颜奕华赤手

空拳南来，在马来西亚柔佛州麻坡附近的一

个乡村租田地务农为生。由于勤奋耕作，累

积有成，开始在附近购买田地，到颜奋坚稍

懂人事时，家里的田地估计已有四、五十依

葛，也算得上是小康人家了！

颜奋坚于1919年在这个淳朴的小乡村

出生。母亲较早时生下三个女儿，因无子嗣

而先后乞来三个儿子，但都活不久。也许上

天注定要让这户颜家有自己的亲生骨肉，颜

奋坚的哥哥随后诞生了。不久，颜奋坚也呱

呱坠地。这憨厚的庄稼汉父亲老来得子，自

然非常高兴，先后为这两个儿子取名为“金

枝”和“金叶”！

父母亲生下他们两兄弟时，年龄已不小，

接近50岁！在那个医药不发达的年代，50岁

已算是暮年了！他不时哀叹或许没有机会看

到两个孩子长大成人。十多岁的颜奋坚感觉

到父亲对他们的疼爱，时常找机会分担父亲

的辛劳，常常骑着脚踏车，到农村里帮忙父亲

照料园地。

颜奋坚小时在麻坡中华小学求学，继而

中华中学，未几肄业。学校距离居住的乡村

约有六公里，那时交通不发达，父亲便在学

校附近建屋子，以方便兄弟上课。颜奋坚

说：“父亲非常疼爱我们，不让我们受苦，从

这里也可见一斑。父亲虽然略有所成，但年

幼的颜挺尧我也明白在父亲的庇荫下，生活

固然无忧无虑，但自己必须勤奋学习，以备将

来创业，立足社会⋯⋯”

 

六十年代举家迁星

目光远大的颜奋坚在肄业踏入社会后，

由于当地市场狭隘，发展机会非常局限，乃

于六十年代举家迁星。初时与友人合资经

营西药，虽因自己资本有限吃亏，但他处之泰

然。其后，他又与他人创办中国提炼药公司，

但最后又因意见不一致而前功尽弃。虽遭此

重重打击，但他并不灰心，卧薪尝胆，继续向

这方面研究和发展！

颜奋坚自涉足医药业后，对这行业的前

景充满信心。工余之暇，他在中华医药专门学

校学习岐黄，考获专业文凭（第二届），随之

创办中南药业公司，生产北金油、北金粉等

多种良药，畅销各地，为居家或旅行者必备

的药品。

耄耋之年的颜奋坚，自商场退下后，平素

阅读自娱，尤喜儒家伦理道理规范。他语重

心长地指出：百善孝为先，年长者是后辈的

最大资产，应懂得珍惜。他进一步强调凡事

应以民为本。执政者固然应该根据人民的意

愿治国，其他各行各业，也应该以广大民众

利益为依归，这才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在商场上驰聘多年的颜奋坚，也劝勉世

人“与其不断争取所要的东西，不如享受现

在拥有的事物！”他解释道，我们应珍惜并

享受目前拥有的一切，不要欲望无穷，疲于 

奔命。

他感叹许多人为不需要的东西而烦恼。

他举例说，有些人非常羡慕别人身上的华丽

昂贵衣著，他也想要，其实，衣服乃为蔽体

遮盖之用，有衣服穿，整洁就行了！又如：看

到漂亮的女孩、看到豪华的汽车而心动，这

颜奋坚身体不适，妻子亲自喂食，夫妻恩爱，尽在
不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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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都是庸人自扰，是自寻烦恼吧了！总之，许

多人所烦恼的事务，不是他迫切需要的。

他也指出，无论做什么事，都要不分彼

此，尽心尽力，至于后果如何，那是无法预测

的。但只要尽心尽力，相信即使不很成功，

但也离成功不远，也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毕

竟，自己已尽了力！

快乐是治痛的良方

生老病死乃常人无法迴避的事实。人

老，病痛自然随之而来。不过，肉体的痛楚是

可以通过精神来治疗的，而快乐便是治愈病

痛的良方。

香港跑马地天主教坟场，在此地长眠

者，乃享有社会地位及名望的华人。已故影

后林黛也长眠在着幽静的墓园中。这里有

副门楹：“今夕吾躯归故土，他朝君体也相

同。”

颜奋坚觉得这幅对联很 有道理。他

说：“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人生在世，有什

么好争的呢？人应该脚踏实地，老老实实地

做事；应该积极地把工作做好，只问耕耘，

不问收获！”

颜奋坚重亲情，念故里，早年兄长不幸

肺痨成疾而逝世，年轻守寡的兄嫂誓不改

嫁，侍奉公婆至老。颜奋坚为此，多年来不

但在生活上给予大力资助，并长期雇有佣人

服侍她颐养天年。

饮水思源，颜奋坚曾携眷返乡，并到祖

厝祭拜祖先。他说：“尽管我在南洋出生，但

我的“根”始终是在永春东山。我要让后代

子孙知道家族的由来，不可忘本！”

闲暇时，颜奋坚勤练太极拳，藉以舒松

筋骨，延年益寿。“算来，我已打了三十多年

太极拳，它是非常适合老年人的一种健身运

动！”近年来，他则临摹名家书法，尤其是颜

体，从书法中寻求内心世界的宁静！

颜奋坚夫妇膝下育有一男三女，均专业

人士，学有所长；内外孙则有25名。

儿子嘉靖早年毕业于南洋大学商学院会

计系，克绍箕裘，现任中南药业公司北金油厂

经理。

颜奋坚的长女思纯和弟弟嘉靖原本在加

东购物中心合伙经营颜氏会计公司。其后，

思纯与夫婿在实利基路另创立会计公司，把

颜氏会计公司留给弟弟管理，姐弟情深展露

无遗；一家和睦共处，颜奋坚老怀宽慰。

除了参与颜氏公会与新加坡制药厂商公

会之外，颜奋坚也是大众医院名誉院长。

颜奋坚全家福。坐着左一为
长女颜思纯，后排左一为长
女婿章士强。坐着右一为次
女颜思敏，后排右一为次女
婿陈广发。后排右二为三男
颜嘉靖。后排中为媳妇蔡曼
嫦。后排左二为小女颜思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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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期伟1917年出生于安

海西安村，家中世代务

农，小时生活十分贫困。十七岁

那年，颜期伟离乡别井来到新

加坡，在长兄期呈的生果店里

帮忙，工资虽然微薄，但他办

事认真、勤奋卖力，委实是兄

长的好帮手。日军南侵时，百业

凋零，颜期伟为了一家人的生

活，不怕辛苦进入马来亚收购

香蕉和其他水果到市场兜售，

历尽艰辛。其后，他又与友人

合伙炒花生及经营木柴生意。总之，为了多

赚取一些钱，他什么手艺都学，而且一学即

会。他当过木匠，也为人修建房屋，样样在

行。可以这么说，早年艰苦的生活，磨炼和培

笃信佛教的“芒果大王”
——颜期伟和他的蜜饯食品

养了颜期伟手脚勤快、任劳任

怨的坚毅个性，为其日后事业

的发展奠定了坚固稳定的基

础。

中年起步，事业蓬勃  

1964年，颜期伟开始创

业，自己出来经营芒果生意。

他在新加坡景万岸租了一间

面积很小的厂房，作为芒果加

工厂兼办事处。由于他有多年

经营水果的经验，以及勤奋

吃苦的精神，生意逐步走上轨道。不久，他

节俭集资，创办了期伟合记食品制造私人有

限公司，开始在这行业大展手脚。由于公司

腌制的芒果及各种水果，味道鲜美，品质优

良，深得顾客的喜爱，佳评如涌，业务蒸蒸

日上。起初，他用货车推销，送货上门；不多

久，他已逐步发展成为批发商，批发蜜饯及

各种水果到全国各地家庭式商店。1973年，

由于销路日广，期伟合记的生产品开始出现

在各主要超级市场的货架上。随着销售与利

润的迅速上升，颜期伟兴建新的大厦，集公

司总部和工厂同一个屋檐下，达到行政与生

产线的高度配合，也大大提高了生产力。

1980年，颜期伟经营的期伟合记食品

开始进军国际市场，首先推向文莱和沙劳

越。由于国际市场销路大增，创下了空前的

骄人成绩，颜期伟被新加坡工商界誉为“芒
颜期伟年轻时当过木匠，生活的艰难，培养他刻
苦耐劳的品格。

颜期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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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大王”，声誉远播东南

亚。为了适应本地与国际市

场的需要，颜期伟再度大

肆扩充，于1985年增购两间

工厂，总面积达一万二千平

方尺，产量也相应地大幅度

提高。为了扩大国外市场的

需求，1991年，期伟合记食

品在国外设厂，聘用员工五

百多人。两年后，又在马来

西亚的槟城、吉隆坡、马六

甲、新山以及越南等地设立

工厂和公司办事处。

鼎盛时期，期伟合记

食品制造私人有限公司共拥有货车六、七

十部，一跃而成为领导新加坡食品制造商兼

出口商的翘楚，产品多达一、二百种，主要有

芒果、干果、海产小食、儿童食物、即冲即饮

的饮料及食物调味品等。由于公司素来注重

产品质量，所以信誉卓著，声威远播，产品行

销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荷兰、西

班牙、马来西亚、泰国、越南、文莱、中国、香

港、台湾等二十多个国家与地区。

笃信佛教，慈悲为怀     

颜期伟笃信佛祖，所以“慈悲为怀、解危

济困、热心公益、见义勇为”成为他人生道

路上奉行不二的宗旨。多年来，他在故乡安

海、南安以及安徽省九华山等地慷慨捐资，

鼎力支持重修殿宇。其中，颜期伟贡献最大的

当数“安海水心亭”的扩建。早在1989年，颜

期伟回乡探亲时，他就一直关心和支持“安海

水心亭”的扩建，尤其是三圣宝殿的兴建。

整个“安海水心亭”的建造工程，他的捐款多

达人民币一百余万元，无人能与他媲美。

1997年10月15日，“安海水心亭”宝殿

正式落成，颜期伟夫妇专程飞赴该地参与

盛会。那天，大会众多高僧，虔心地在佛前

诵经礼赞，颜期伟在为宝殿主持开幕剪彩

仪式后，也身披袈裟，虔诚地尾随高僧的行

列中礼佛，其慈悲虔诚之心，众人可见。此

外，“安海水心亭”居士林慈善基金会也是由

颜期伟一人支持的。1996年，他出资人民币

20万元充作基金，俾展开活动。慈善基金会

设义诊所，聘请名医坐堂义务服务，就诊人

数不可胜数。此外，慈善基金会还收埋一些

无主尸体，让往生者得以长埋地下安息；节

日期间，则购买一些物品，慰问安海镇区贫困

住户。对于中国其他省份发生的天灾人祸，

慈善基金会也都尽力伸出援手。

除佛教事业外，颜期伟对于家乡的教育

和卫生方面，也表现了极大的关注。养正中

学、西安小学及安海医院，都曾浇铸着颜期颜期伟创办的“新加坡期伟合记食品制造私人有
限公司”外景

安海水心亭三圣殿落成庆典。左起为：吴仁贵、颜呈瑞、颜期伟、颜呈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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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的一番心血。1997年，他礼邀旅居新加坡

的乡贤张天章、姚庆烧、颜呈瑞诸先生合捐

人民币一百万元，为安海职业学校兴建了一

座雄伟壮丽的体育馆。其他慈善工作，例如

修桥造路、扶贫济困等，颜期伟也都一马当

先，贡献之多，难以一一赘述。

取诸社会，用诸社会

除了回馈家乡之外，“取诸社会，用诸社

会”，颜期伟对创业的这一片土地——新加

坡，也充满了深厚的感情。在社会公益事业

方面，他热情奉献，不遗余力，因而赢得了良

好的声誉。颜期伟现任新加坡颜氏公会永

远名誉会长、晋江会馆名誉委员、安海公会

荣誉主席、中华国术馆名誉主席等要职，广受

人们的推崇与爱戴。

颜期伟育有八男十女，承欢膝下的内外

儿孙多达九十余人，兰馨桂馥，一门俊彦。他

以毕生精力经营的期伟合记食品制造私人

有限公司，1989年以后，已逐步放手让他子

嗣继承经营。

（稿于2006年12月）

颜期伟和黄加种、姚庆烧等乡贤捐献巨资建立的安海水心亭三圣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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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拱枫 先生今年

已经98岁高龄

了。在这近一个世纪的

生命历程中，应该蕴藏

着许多的人生经历与人

生感悟。遗憾的是，鉴

于颜拱枫先生的身体状

况，我们无法亲耳聆听

他的“故事”，但借助他

家人及一些相关文字材

料，我们仍能深刻感受

到这位“跨世纪老人”的

若干不平凡之处。

1909年10月26日，

颜拱枫先生出生于中国福建省永春社山。童

年时他有幸在家乡接受了两、三年的私塾教

育。虽然这段求学经历非常短暂，却为他日后

中文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作为家庭的长子，颜拱枫先生深得祖母

的疼爱，每次上学之前，祖母都会给他一块

铜板作为零花钱。虽然事隔80多年，但其中

所饱含的祖孙亲情，却令颜拱枫先生对此永

远难以忘怀，并时常将这“一块铜板”挂在

嘴边，向子女动情地诉说其祖母对他的宠爱

与关怀。

小时贫困，沿街叫卖

穷人子女早当家，颜拱枫先生辍学之

后，不到10岁就开始学做生意。那时，天刚

永不停息，奉献一生
——访新加坡基督教迦密堂颜拱枫长老

朦朦亮，他便迅速地起床，挑起扁担沿街

叫卖烧饼。“卖烧饼！卖烧饼！烧饼烧烧两分

钱！”每天，他从大街叫卖到小巷，不知走了

多少路，只为了把篮子里的烧饼卖光。最令他

记忆深刻的是，当他把烧饼从两分钱卖到三

分钱时，祖母开心地对邻居说：“我的小孙子多

聪明，可会赚钱呢！”祖母慈祥的笑容与温馨的

话语，成为颜拱枫先生对家乡挥之不去的永久

记忆。

和大多数生活在侨乡的孩子一样，由于

生活所迫，颜拱枫先生12岁就跟随着父亲，

来到了印尼一个距离首都雅加达约120公

里，名叫苏甲巫眉（SUKABUMI）的小镇谋

生。不久，他在同乡的帮助下，做起了咸鱼生

意。虽然工作辛苦，但并没有阻碍他对写作

恩爱夫妻，白头偕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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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热忱。颜拱枫先生工余之暇，开始自修并

练习写一些短文，然后拿到富有学识的长辈

那里去请教和修改，写作水平因而有了很大

的提高。这时，颜拱枫先生经常向当地华文

报社投稿，屡有斩获！由于他为人正直，能

言善道和好打抱不平的性格，颜拱枫先生

成为了当地社会小有名气的华社人物。

小镇生活简朴与闭塞，颜拱枫先生原以

为就此终其一身，但最终还是在1950年决

定举家迁往雅加达。雅加达是印尼的首都，

是全国的政治、经济、交通与文化中心。由于

经营得法，不到两年，颜拱枫先生经营的茶

叶生意，已成为雅加达屈指可数的茶叶商，

直接出口到新加坡，及卖到Rotherdam茶叶

拍卖中心。正待事业逐渐起步，前景一片光明

时，印尼排华浪潮的激烈却使颜拱枫先生一

家人觉得此地不宜长住。1958年，倍感沮丧

的颜拱枫先生下定决心迁往新加坡，重新开

辟一番事业。在经历千辛万苦的创业之后，

颜拱枫先生终于在1961年和1973年，分别创

立了“颜顺利有限公司”和“颜立实业有限

公司”，直至今日。

信奉基督，虔诚长老

印尼的日子虽然是艰苦的，但对颜拱枫

先生来说，却是他人生的转捩点。因为正是

在这里，他成家立业、结婚生子，并且练就

了“右手写文章，左手打算盘”的谋生本领，

培养了坚强的人生意志。

1949年，颜拱枫先生时值40岁，朋友的

一句话：“人即使赚得全世界的钱，赔上自

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

取生命呢？”，彻底改变了他的整个精神世

界。自此，颜拱枫积极参与基督教事业的神

圣工作，妻子和孩子也在他的影响下，相继

成为虔诚的基督教徒。

为了教会事业的发展，颜拱枫先生经常

奔赴印尼、马来西亚等地参与教会的创办活

动，例如雅加达Pinangsia荣耀堂、苏甲巫眉

的布道所，和教会同工创办的早期位于罗弄

查拜(Lorong Chabai)的长老会伯大尼礼拜

堂，并于1984年与其他九位教会长执共同创

办了新加坡基督教迦密堂。多年来，颜拱枫

先生每天必定读经祷告，坚持每主日必定到

教会做礼拜，除非生病不得已不能前来。即

使后来他身体不便，行动上需要他人扶助，

这一习惯也从未更改。诚如新加坡基督教

迦密堂长执会主席潘纯养所言：“我认识颜

长老已有四十余年，在这些岁月里，他都忠

心耿耿服侍主，带领全家成员来信靠主得到

救恩的福气。除非出国或身体欠安，否则，他

一定在每主日风雨不改地到教堂参加聚会，

以及礼拜三晚上的祷告查经会。他的热诚侍

奉，实在可作我们的典范。”

颜拱枫先生对于基督教的热忱与奉献，

也深深地影响到自己的家庭。他不仅将每星

期六晚饭后的时段订为家庭礼拜时间，让家
颜拱枫晚年行动不便，经常由儿女陪同出席教会
活动。左为颜俊生，右为颜淑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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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成员聚在一起，共同研读

圣经，而且更以身作则，用自

己切身的行动去实践作为基

督徒的价值准则，成为儿孙

效仿的榜样。其中一个孙儿

就这样写道：“通过他的眼

睛，我可以看到他是个笃信

主的人，并以行动显示他有

真正侍奉主的领导作风。以

他的年龄来说，他为人还是

那么谦虚⋯⋯我为祖父与祖

母感到自豪。他们不断给予

我许多启发。他们以独特的

方式，让我看到身为基督徒

的意义，以及生命的真谛，

尤其是从基督徒的观点来

处事。那就是：给予别人恩惠比接受别人恩

惠，必使生命更有满足感。”

练习书法，赠送亲友

年过八旬后，颜拱枫先生沉浸于书法的

氛围里。他买来笔墨纸砚，开始积极练习书

法。庄承志牧师看了后，赞赏有加，指出他的

字“清秀挺拔，风仪可亲，字里行间自然地流

露一股谦和的气息”。又说这种“好学的精

神实在是我们效法的好榜样”。更难能可贵

的是，颜拱枫先生练习书法并不只是出于兴

趣，他精心选出圣经中的话语，用毛笔书写

后送给亲朋戚友留念，以资勉励。目前，年届

98岁的颜拱枫先生已无法再执笔书写了，子

女将他尚未送人的大约一百幅字画出版成

集，送与教友，成为颜拱枫长老晚年对基督

教事业所做的另一大贡献。

在长辈眼中，颜拱枫先生是一位知书达

礼、谦卑孝顺的好孩子。早在他12岁南来谋

生后，颜拱枫先生就开始定期将赚到的钱寄

回给家乡的亲人。祖母去世后，他也多次返乡

省亲，并为祖母挑选一块风水俱佳的墓地，

以表达孙儿的孝敬之心。

在妻子余素娘女士的眼里，颜拱枫先

生是一位感情专一，且又极具责任心的好丈

夫。1958年，颜拱枫先生首先只身一人来到

新加坡创业，往返新印两地，待两年多事业

稍有根基，生活趋于稳定后，他才将家人从

印尼接到新加坡居住。在与家人两地相隔的

这段岁月里，他的生活无疑是孤独寂寞的。

当一些人在工作之余，到声色场所花天酒地

的时候，颜拱枫先生则选择去学校读书，勤

奋自修。对于丈夫这一时期的生活行为，颜

拱枫先生的妻子后来对着长大成人的子女，

总会自豪地说道：你们的父亲年轻时英俊潇

洒，多少姑娘想亲近他，自动送上门，但都被

他坚决拒绝了，他并且会和颜悦色地告诉她

们：“不可以！我已有太太了，我不能对不起

她。”在那个光怪陆离、声色犬马的年代里，

意志不坚定者很难不受到诱惑，而颜拱枫先

生却坚守原则，不为所动，用切身行为证明自

己的为人准则和人生价值观。难怪多年后，

一位朋友每次看到这对恩爱夫妻，总会由衷

地赞叹道：他们“年轻时经历了许多苦难，

无论风浪多大，他俩始终并肩作战，共度一

生。”

2007年11月25日（星期日），颜拱枫家人及会友在迦密堂教会庆祝颜拱
枫长老（坐者）的生日。后排左起：教会会友、幼女颜淑姿执事、二女颜
淑仁、长女颜淑如医生、三女颜淑君。次子颜俊生长老、长子颜俊民及次
媳郑福娘

08-S8 new.indd   278 4/17/08   11:47:21 AM



279

狮城群颜谱

在子女眼里，颜拱枫先生是一位教育有

方，且令人敬佩的好父亲。鉴于早年家贫辍

学，只读几年书，后来全凭自修才略有所成。

因此，颜拱枫先生非常重视教育，深知文化

知识在今日社会的重要性。他不仅尽力支持

三个儿子负笈英国伦敦深造，早年更在家乡

永春捐款修建“鲁国小学”。当他知道当年的

小学生，如今已是家乡的栋梁之材，他感到非

常地欣慰，希望这些人材能为家乡谋福利，

为国家作出更大的贡献。

在孙辈心中，颜拱枫先生则是一位慈祥

可亲，关怀备至的好祖父。“他是只懂得给

予，却从不受他人恩惠的人。在我成为他的

孙儿的36年来，我发觉他都是只为别人操

心，很少关心自己。虽然我与祖父的接触不

多，但是每一次，我都能从他那儿学到新知

识。”一名孙儿充满敬意地说道。

颜拱枫先生虽是虔诚的基督徒，但他

在忙于教会的事务与活动时，也一样关心宗

乡团体的发展。早在1967年，他已是新加坡

颜氏公会监察委员，翌年更出任福利主任乙

职。颜拱枫先生为人随和，深得族人的爱

戴与敬重，因而自1970年起便受委为名誉会

长；1991年起更升任为永久名誉会长，对于

颜氏公会的发展，他出钱出力，贡献殊大！

笃守信用，家庭美满

凭借他做人的原则和驰骋商场的多年

经验，颜拱枫先生教导儿女做生意一定要

笃守信用，遇到挫折千万不可气馁，要勇往

直前，克服困难。他还善于运用中国的古

训去启发子女待人处事的道理，这些例子

有“差以毫厘，失之千里”、“不患寡而患不

均”、“满招损，谦受益”等等。这些蕴涵深

刻哲理的话语，至今还让子女们受益无穷。

然而，最令颜拱枫先生的子女们深感敬

佩的是父亲年过八旬，仍然积极学习书法的

精神。看到父亲每次聚精会神，一笔一划认

真练习，最后呈现出整洁工整的毛笔字时，

子女们不禁打从心底里对父亲竖起了大拇

指。为了表达对父亲的深切爱意，每逢颜拱

枫先生生日，子女们即使再忙，也都会从各

地赶来，聚集在一起为他老人家庆祝。而那

一刻，也是颜拱枫先生最欢乐的时光了！

毋庸置疑，颜拱枫先生是幸福的、快乐

的。他不仅一生都在用心呵护着家庭，同时

也在不断感受着家人的爱。在他的众多幅书

法中，我们就发现到这样一幅字画——《甜

蜜的家》，从中透露了他的心声。“我的家庭

真可爱，整洁美满又安康，姐妹兄弟很和气，

父母慈祥。虽然没有好花园，春兰秋桂常飘

香，虽然没有大厅堂，冬天温暖夏天凉。可

爱的家庭呀！我不能离开

你，你的恩惠比天长。”

不是吗？拥有一个快

乐、甜蜜的家，不是比什

么都还要重要吗？

全家福。右一为幼子颜俊福
博士。前右二为黄夜燐（皇家
音乐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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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加坡颜氏公会的

每月例常会议上，

我们总会看到一张慈祥而

又亲切的脸庞。他的话语不

多，但每次公会活动需要人

手帮忙时，我们总会看到他

的身影。他就是现任新加坡

颜氏公会福利部主任颜振

隆。

诚信为本，勤奋工作

颜振隆1932年出生于

马来亚柔佛州麻坡，3岁时

母亲难产去世，父兼母职把

他扶养长大成人。1942年，

日本占领马来亚，刚上小学

一年级的颜振隆也因此而

被迫辍学。1945年二战结束后，由于家境贫

困和弟妹众多，13岁的颜振隆便在他人介绍

下，来到一家杂货店打工。

这段日子无疑是相当艰苦的。颜振隆

每天都要从早上6点做到晚上10点才可以歇

工。但这段打工生涯却磨练了颜振隆的生活

意志，同时也使他认识到“诚信”在生意场中

的重要性。因此，在他后来到肥皂厂的打工

岁月里，虽然工作更为劳累和辛苦，“往往要

一肩四桶，用扁担将货品挑上楼，一个月的

薪水才不过40块钱，是纯粹的苦力活。”他

回忆道。但颜振隆却视为生活中的又一次磨

平凡中的“不平凡”
——访一生无怨也无悔的颜振隆

练。更重要的是，他为公司收拾烂摊子，亲自

北上马来亚逐户收账。由于诚实厚道，客户

都对他好感，竟然成功地为公司收回了将近

80％的款项。这段经历虽然已经尘封甚久，

每当提起它，颜振隆还是津津乐道。他说，

这段工作经历使他进一步认识“信用”的重

要性，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促使他日后在

商场上一直坚守“诚信为本”的行为准则。

1951年，由于逃避马来亚抽兵，19岁的

颜振隆带了父亲给他的五块钱到新加坡谋

生，并在朋友的介绍下在一家药品公司工

作。在这里，他继续凭着以往的干劲，“一个

颜振隆（左）自颜章湖会长手中接过委任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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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做三个人的活，一个月的薪水挣到了90块

钱。”他说，“那时候就只知道作工，别无他

念！”多年的辛勤努力使颜振隆小有积蓄，终

于在1967年当上了老板，拥有了自己的咖啡

粉店——顺利隆记。

其时，咖啡粉市场竞争激烈，一些同行

商家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或采取缺斤短两

的行径，或将掺有玉米粉的咖啡粉标以低价

出售。面对这些不道德的商业行为，颜振隆

并不倣傚，还是老老实实地卖他的咖啡粉。

他说：“我做生意有自己的原则，为保证货物

品质，宁可少赚一点，也绝不欺骗顾客。当

时，我对自己的顾客保证：谁要在我卖的咖

啡粉里倒出玉米粉，我将双倍赔偿。当然，到

最后，我是用真货打败了其他的竞争者。”

多年来，颜振隆借助自己良好的声誉，一直

活跃于咖啡粉商界。直到2005年，他才结束自己

的咖啡粉店，享受舒适轻闲的晚年生活。颜

振隆虽已退隐，然而一旦提起咖啡粉行业中

的颜振隆，行家都会翘起大拇指，赞誉那是

一位在咖啡市场中信誉卓著的“老行家”。

家庭和睦，儿女成材

1952年，20岁的颜振隆与一位来自马六

甲的温柔贤淑华族姑娘刘玉珠结为夫妻。五

十五年来结伴同行，颜振隆庆幸自己能有这

样一位人生好伴侣。他感慨地说道：“我虽

然奋斗了一生，但始终没有成为富甲一方的

大老板，也许这是命吧！幸运的是，我有一

位非常贤慧明理的好太太！这就够了！”

多年来，颜振隆一直感谢妻子颜刘玉珠

的谅解和宽容。他说：“年轻时，我遇到一位

女孩子，她对我很有好感，但当时我已经结

婚。我如实地告诉她，表白我对妻子的忠贞

不二。她也很明理，我们后来成为好朋友，

有时在一起聚叙，我将此事告诉妻子，她不

仅没有和我吵闹，还表现得十分大方；所以

有时我也带她到家里来作客，我是很感谢她

对我的信任的”

他接着说：“每次她来我家作客时，妻

子都会很热情的招待她。”事隔多年，当这

对老夫妻再次回忆起当年这段往事时，彼此

不禁互视而会心地笑了。是的！这笑隐含了夫

妻之间多年培养起来的感情与默契。我们从

他们的笑容里，看到了颜振隆对妻子的感激

之情，以及妻子对丈夫的信任与体贴。

在颜振隆眼里，妻子是一位典型的华族

女性，具备了任劳任怨、相夫教子的传统美

德。“我年轻时，由于忙于工作，有时一个星

期才回家一趟，即使回到家里，往往换了件

衣服又出门了！家里的事情很少管，全由她一

人操心！”他歉咎地说道。如今，看到自己的

五个子女都已长大成人，并且事业有成，颜

振隆打从心底里感激妻子多年来为整个家庭

毫无怨言的付出与贡献。

在众人眼里，颜振隆夫妇拥有一个令人

歆羡的幸福家庭。然而，在今日现代化的都

市社会里，并不是每一个家庭都是和睦、幸

福的。颜振隆平凡生活中的“不平凡”，也最

深刻地体现在这里。究竟颜振隆是如何经

营这个幸福美丽的家？他们幸福和睦的“秘

诀”又在哪里呢？

每次向他们请教个中奥秘时，他们总

是摇摇头，笑着说：“真的没有什么！”而妻

子颜刘玉珠更进一步表示，“子女们能够长

大成人并各有所成，我们只是尽了‘天经地

义’的责任和义务而已！”颜振隆夫妇的这份

谦卑，再次向我们展示了他们平和的内心世

界。或许，也正是这份平和，让他们培育出杰

出的儿女！而儿女们的优异表现，无疑地让

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诠释颜振隆的生活和

情感世界。

在事业上，颜振隆的儿女们各有专长。

大儿子文福毕业于新大机械工程科，后考

获美国纽约大学商业文凭，曾任颜氏公会总

务；二儿子文海则在冷藏百货公司任职；三

儿子文仁新大机械工程科毕业后，负笈英

国考获机械工程学硕士，及瑞士管理学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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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现任政联公司高级副总裁；小儿子文山

先后取得加拿大电脑工程科学士和美国电

脑工程学硕士，现任美国电脑跨国公司东南

亚董事；女儿小凤主攻医学，获新大医科学

士和内医科硕士，现为陈笃生医院内科顾问

医生。五个儿女们每谈及自己的事业，无不

感谢当年父母对他们学业的那分支持和鼓

励。“生活再苦，我也会让你们有机会接受

高等教育。你们要有志气努力向学，应该知

道读书是为自己将来有更美好的前途！”父

亲当年的劝勉话语，至今仍萦绕在子女的 

耳畔。

在生活上，兄弟姐妹和睦相处，视兄弟

姐妹的孩子如同自己的孩子。谁家有困难，

其他兄弟姐妹都会伸出援助之手。此外，他

们会定期举办家庭聚会，让下一代有机会聚

在一起，增进感情。这份手足情深的培养，

是与颜振隆的家庭理念绝对分不开的。大儿

子文福就这样指出：“父亲注重家庭和谐团

结尤高于一切。他常常对我们说，家和万事

兴。如今，我们深深体会到其中的道理。坦

而言之，整个大家庭能够如此亲密和睦，在

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父母的教育和指导。”

今天，颜振隆的儿女们都已成家立业，

并养育自己的下一代。抚育儿女的辛苦，使他

们深入体会到“养儿方知父母恩”的道理。

五个儿女都深切体会到，虽然自己的父母亲

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但双亲却在平凡的

生活中，潜移默化地灌输他们传统道德价值

观和教育理念，那就是无以回报的养育之恩

和真诚朴实的家庭教育。因此，打从颜振隆

从商场退下来之后，儿女们经常带着父母亲

出国旅游散心，平时则不忘陪同父母亲做定

期的身体检查，周末时全家祖孙三代聚在一

起出外聚餐。他们由衷希望，父母亲的珍贵

理念也能够深深影响第三代家人并代代相

传。

热心公会，身体力行

自新加坡颜氏公会成立以来，颜振隆就

一直是这个大家庭的一员。1989年，他被推

选进入执委会，1993年则担任福利部主任迄

颜振隆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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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2000年，他众望所归，当选为永久名誉

会长。

四十年来，颜振隆虽然不太多说话，但

对公会忠心耿耿的奉献精神，却深深感染了

每一个人。由于他待人以诚，和蔼可亲，因

而深得公会众人的尊敬。虽然，颜振隆宗长

对公会的贡献并非有什么“惊人之举”，而是

更多地体现在那些再也平凡不过的小事。公

会庆祝节日，他偕同全家大小前来出席，全力

支持公会努力所营造的“家庭氛围”；公会

举办活动需要布置会场，他每次总是提前到

达，将桌椅、饮料等摆好。倘若碰上一些体

力活，本来可以让年轻人做的，但他只要认

为自己也能做的，他也会忙上忙下，主动前

来帮忙，事后并没有任何夸耀和计较。新加

坡颜氏公会前会长颜荣源对颜振隆宗长就

有如斯赞语：“在我的印象中，他为人非常低

调，但对于公会的事务，他总是随传随到，

从来没有拒绝过公会给他分配的任何任务

和要求。”

颜振隆珍惜和爱护公会，将之视为自己

的另一个家。每逢周末，他总会来到公会与

朋友闲聊叙旧，或是搓搓麻将怡情。“公会

能够为退休的宗亲们提供这样一个舒适的

休闲场所，我满怀感激。在这里，大家同宗，

都是兄弟，都是一家人；一家人在一起，当然

很高兴！”他说。为了推动公会的发展，他积

极鼓励年轻人加入公会。大儿子颜文福就

是在他的影响下走进公会，并成为今天新加

坡颜氏公会的中坚分子。“父亲教导我们多

为他人着想，要会做人，忌谈他人是非；应

把公会视为第二个家。父亲的话时时激励和

提醒着我！”颜文福说。

与一些人比较起来，颜振隆及其家庭生

活，无疑是相当平凡的，既不轰轰烈烈，也无

大起大落，但恰是这些蕴藏在生活细枝末节

里的“亮点”，例如自身行为的诚信笃守、夫

妻之间的恩爱默契、家庭氛围的宁静祥和等

等，却让我们感受到了他和整个家庭的“不

平凡”。

“对于我的一生，我从来没有后悔过，

无愧于心。”颜振隆宗长说。他恬淡自得，相

信简朴的生活更能长久，平凡的生命也能闪

烁着耀眼的光芒！

颜振隆（左一）与夫人（后排左一）出席第七届世界颜氏宗亲联谊大会曲阜市人民政府招待酒会。
前排左二为其长男颜文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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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江安海镇西垵村坐落于中国东南沿

海，是中国福建省著名的侨乡。现年

74岁的颜振忠就出生在那里。早在第二次世

界大战之前，颜振忠的父亲颜昌卜先生就像

村里的大多数壮丁一样，漂洋过海来到南洋

谋生。父亲定期从马来亚寄回家里的侨汇便

成为养活一家大小的经济来源。由于颜振忠

的祖父经营小生意，家中经济还算不错，因

此，颜振忠的童年堪称无忧无虑的。在他的

记忆里，家乡的生活并不辛苦，村里的龙眼

树、小河塘以及与小伙伴们爬上树掏鸟蛋的

情景，都成为他永远无法抹掉的故乡回忆。

1947年，也就是二战结束后的翌年，

15岁的颜振忠随母亲来到了马来亚吡呖州怡

保，与父亲团聚。初来乍到，面对的是一个

无论是语言文化，还是风俗习惯均与家乡完

全不同的世界。刚到异国的颜振忠不禁感到

恐惧和彷徨。为了尽快适应生活环境，在父

亲的安排下，他先到当地的教会学校读了几

年书，开始南洋这“长年都是夏，一雨便成

秋”的生活。

再次离家，勤学手艺

1953年，年已21岁的颜振忠再次离家，

来到新加坡河水山区，向一位堂兄学做花生

生意。颜振忠回忆说：“那时，学徒是没有工

钱的，老板包你吃三餐，晚上则睡在帆布床

上。如果需要出门办事，老板才会给你一点

钱做车马费。”为了多学一点手艺，几年后，不

平淡从容过一生
—— 访杂货商先驱颜振忠

安于现状的颜振忠离开了花生店，先后在两

家凉果店做工。虽然没多久就离开了，但这

段短暂却辛苦的经历却使他萌生了自己做生

意、当老板的念头。

1956年，颜振忠终于结束了给别人打

工的生活，开始自己当“老板”，在河水山区

用“振联”这个店号做一点“幸运奖”（俗

称“地甘”）去卖。为了推销幸运奖，他每天

很早便起身工作，四处兜售，虽然繁忙而劳

累，但却依然无法赚到什么钱。

颜振忠新婚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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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一位乡亲的话语顿时使我豁然

清醒。他指出：想要做生意，就要做那种人

家跑上门来找你，而不是自己毫无把握地去

找人家。”颜振忠回忆道。一语惊醒梦中人，

颜振忠放弃了“幸运奖”的生意，跑到竹脚巴

刹旁和堂叔开了一间杂货店，主要售卖来自

马来亚的香蕉、糖、油和白米等。由于地点适

中，杂货店的生意不错，颜振忠的生活暂时

地稳定了下来。

男大当婚，才算完美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此时，虽然颜振忠

已经20多岁了，但对终身大事却一点也不着

急。每天仍然像一个顽皮的大男孩儿一样，

过着无忧无虑的单身汉生活。

那时候，新加坡新世界的“新生歌台”，

每天都会有几位当红的歌星上台表演。颜振

忠每天放工后就跑到那里，趁人不注意时，

掀开已有破洞的围墙钻了进去，躲在戏台下

偷看当时的红歌星表演。演出结束后，他才

大摇大摆地顺着人群从前门走出来。因此，

对于当年的红歌星，他总能自豪地如数家

珍，一个一个说出名字来。在那个生活条件

仍然极其贫乏，也没什么娱乐消遣的年代，

那段任性，甚至还有点“不光彩”的经历，却

给当年颜振忠先生带来了精神上的极大快乐

和满足。

简单而又快乐的单身生活就这样一天天

地过去。1955年，父母亲从怡保前来新加坡

探望他，母亲还对颜振忠语重心长地说：“你

已经成年了，不能再这样地蹉跎岁月。男大当

婚，女大当嫁，你要结婚，才能算是一个完

美的人。此外，一个人做生意，最重要的是

要有信用，以诚待人。如果你成了家，在别人

眼中看来，这才会更可靠！”父母亲的苦口婆

心，让颜振忠顿时意识到自己责任深重。他了

解家里的一切仍然还要靠父亲负担，弟妹们

年纪又还小，母亲自己一个人也经常忙不过

1955年颜振忠新婚，与亲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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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确需要一个帮手。大彻大悟后，同年，

在父亲的安排下，颜振忠抽空回返阔别多年

的怡保相亲，并在不久后把这位姑娘娶回新

加坡。结婚时，亲戚朋友都来祝贺。“当时，

父亲非常高兴，我从来没有看到父亲这么高

兴过！或许，父亲急于让我成婚，了却他做为

父亲的一桩心愿吧！”颜振忠回忆道。

那年，颜振忠23岁。婚后，妻子的温柔

贤慧，使颜振忠感到家庭非常幸福。“我太

太是传统型的良家妇女，三从四德，从不让

我有任何烦恼；总之，她相夫教子，让我可以

专心地做生意！”颜振忠感激地说道。结婚

几近五十年，每当颜振忠提起太太，他总会

油然地想起半个世纪以来，妻子始终默默

地陪伴在自己身边，同甘共苦，无怨也无悔，

他的心里便会由衷地对她萌起了一种感激之

情。

人们常说“成家立业”，也就是说在组

织家庭感受幸福的同时，养家的责任也随之

来临。对此，结婚后的颜振忠深有体会。“结

婚后，尤其是当我的太太怀上第一个孩子

后，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和责任。一想到

明天家里还有几个人在等我吃饭，我就丝毫

不敢懈怠，只能拼命工作。当时就只有一个

念头——赚钱养家。只要不犯法的事，我都

肯去做。”颜振忠说。其实，“成家”的意义

对于颜振忠来说，已不再仅仅只是人生中必

须走过的一个阶段，更重要的是，“娶妻生

子”使他开始真正地走向成熟、稳重，并为成

为一位有责任感的丈夫，一个有能力养护孩

子的父亲，从踏上了艰辛的“立业”历程。

创业艰辛，努力拼博

随着大儿子的出世，养家的重担使颜振

忠已经无法再满足于杂货店每月一百二十元

的薪水。因此，在决定另谋生路之后，他从

堂叔那间香蕉店的生意拆股出来，并在母亲

的帮助下，于合洛律芳林附近的巴刹租下了

一间小店面，仍旧沿用“振联”店号，做起了杂

货店的小本生意来。

由于本钱少，原想经营糖、油、米之类的

构想只好束之高阁，再加上每月店面租金就

要六十元，因此，单靠小杂货店来维持一家

人的生计，无疑是捉襟见肘，非常艰难的。为

了多赚些钱，颜振忠可说伤透了脑筋。每天，

他必须踩着一辆破旧的脚踏车，沿街东跑西

走，寻找新的谋生方法。

有一天，颜振忠在牛车水街一带蹓躂，

对摆放在路旁的许多大大小小的货摊，有卖

食品的，也有卖杂货的.....这些行当引起他的

兴趣。在与一位摊主攀谈了解情况之后，他

便向摊主要了一些旧书籍，拿到自己的店里去

售卖，卖了才还钱给摊主。就这样，颜振忠在

自己的小杂货店里，除了卖水果、冰水、糖果

之外，又多了小书摊。书籍的种类琳琅满目，

计有：公仔书、连环画、旧歌集，甚至还参杂

兼卖一些近似“春宫图”的黄色图片。对此，

他不禁感慨地说：“当时，虽然明知售卖这些

黄色图片是不对的，一旦被警察发现，就会

被没收，但迫于生计，且这类东西利润高，也

就想不了那么多了。”颜振忠说着，不难想见

在那个困窘的年代，低层市民在生活线上的

挣扎与无奈了。

五十至六十年代中期，新加坡社会动荡

不安，学潮、罢工、政治斗争、种族骚乱接踵

而来。就在同一时期，颜振忠经历了人生中

最为艰苦的时刻。三个孩子的接连诞生，虽

然使家里人丁兴旺，热闹起来，但做为一家

之主的颜振忠先生，养家的重担倏然增添

了几倍。不幸的是，1963年新加坡河水山发

生大火，他的住家也被焚于灰烬之中。祸不

单行，不久，还住在马来亚吡呖州怡保的父

亲也因病去世。生活的打击与家庭的不幸，

顿使颜振忠陷入绝境之中。他感到异常的疲

惫，几乎丧失生存的意志，但一想到全家大

小将近10口人还要靠他生活，颜振忠终于咬

紧牙根，艰难地支撑下去。

“生活再苦，日子还是要过的！只要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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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拼博，天无绝人之路！”颜振忠坚毅地说

道。就这样，一晃十年过去了。新加坡在这

段期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65年新加坡独

立，在英明政府的领导下，开始了国家建设

和规划的进程。颜振忠的生活和事业也在这

一社会背景下，有了很好的改变和进步。

1969年，由于新加坡政府的发展需要，

合洛律一带的店铺必须搬迁。就在同一年，

颜振忠搬到女皇镇组屋区史德林路的两层

楼新居，店铺在楼下，继续挂着“振联”的招

牌做生意；楼上则为住家。在当时，这种住

房结构对于经营店铺的人来说，是相当普

遍的。它有两个优点：一是住房和店铺同在

一个屋檐下，使得资本小的店主经营起来非

常方便，即使晚上关店时间偏晚，也不必担

忧回家所需花费的时间和金钱；二是生意

忙的时候，店里不需要再花钱雇佣工人，住

在楼上的家眷随时都可以下楼来帮忙。“那

时，我母亲虽然已经上了年纪，行动不方便，

但每天还是经常坐在店铺门口，帮我看顾店

面。”颜振忠说着，眼眶里闪烁着泪光。

搬迁到史德林路后，颜振忠的生意好转

了许多。究其原因，一方面应归功于70年代

新加坡国家的大肆建设，促进了本地商业的

繁荣；另一方面则是以前零售业顾客赊帐的

行为已经不再存在，多数人都以现金付款。

这一变化不仅让颜振忠店铺的资金可以灵活

周转，甚至店里的货物也越来越齐全。一般

家庭日常用品，从吃的到用的，应有尽有，都

可从店里找到。

尽管生意逐渐好转，但颜振忠仍然过着

简单而俭朴的生活。他深知，除了让妻子和

孩子拥有一个相对富裕稳定的生活环境外，

作为兄长，他也有责任帮助弟弟们成家立

业。70年代，他先后帮助大弟振利、二弟振

成成了家，并出资开了一间振联（兄弟）贸易

有限公司，让大弟弟负责经营。后来振利不

幸去世，公司由二弟振成和振忠的次子合作

经营。

70年代中，零售业竞争的日趋激烈使得

新加坡的杂货店店主不得不共谋对策，俾能

生存和发展。于是，之前已是新加坡杂货店

联谊会名誉主席的颜振忠先生便和几个同伙

商讨，于1973年共同创建了“普威联营”，成

为当今新加坡第一级的股市挂牌公司。

安享晚年，服务社会

迈入90年代，年近六旬的颜振忠已经为

生活和家庭奋斗了将近半个世纪。每当他想

到儿孙辈，大大小小二十余人多已在社会上

开创出了自己的事业，他都会很欣慰地自我

调侃，说自己虽非大富大贵人家，没给他们留

下骄人的产业和财产，但个个都成才，没走

歪路，便已感到自己尽了应尽的责任，无所遗

憾了；至于个人生活，他不奢华，只希望平淡

从容过一生就是了。于是，1994年，他毅然

地结束了自己一手创办且业务正在蒸蒸日上

的振联商务，把店面和二楼全部转让，无忧

无虑地享受自己的晚年生活。

六十多年的匆匆岁月，使颜振忠益发感

受到越是平凡，越是无利可图的事，越有恒

久的价值。从商场退下来之后，他最经常走

动的地方，就是与自己有关的宗乡团体，其中

包括新加坡颜氏公会、安海公会和晋江会

馆等。在他看来，能够为乡亲和宗亲服务，做

点力所能及的事情，是他心情快乐的最大源

泉。

目前，颜振忠是新加坡颜氏公会的永

久名誉会长，晋江会馆的互助部主任，并在

2006年当选新加坡安海公会主席一职。“做

人应该饮水思源，并为宗亲乡亲服务；只要我

健康，有能力做下去，我就一定做到底，无

怨无悔。”他说。询起他为当地，为家乡所做

的公益事业，他连连摇摇手，笑着说：“次数

太多，连自己都忘记了，以前会馆颁发的荣誉

证书，也都不知道被搁到哪里去了。无论在

家乡，还是在新加坡，为公益事业捐款只是

表达自己为乡亲服务的一点心意吧了！”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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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颜振忠先生就

已回乡修建祖厝；2005年，刚刚修建完成的

新加坡晋江会馆新会所大厦，我们也会赫然

看到捐款荣誉榜上那熟悉的名字：颜振忠，

10,000元。

从中国家乡来到新加坡，从顽皮的孩童

到为“人夫”和“人父”；从穷困的打工仔奋

斗到成为公司老板，可以这么说，颜振忠的

每一步人生脚印，每一段人生历程，不仅刻

划了颜振忠从幼稚逐渐走向成熟的人生轨

迹，更见证了一个华人移民社群、一个国家

的成功发展历程。　

颜振忠全家福

后排：颜晓猛、颜晓勇、唐德平（女婿）、颜怡霓（女）、颜怡雾（小女）、颜晓虎、颜晓珺

中排：王月贞（次媳妇）、颜怡霄（次男）、陈幼、颜振忠、颜怡霨、利雪樱

前排：颜锦舟、颜泽舟、颜泽伊、唐偲杰、唐诗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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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清祥于1935年出生于福建永春石鼓

镇。父亲早年买棹南下，使得颜清祥

从小与母亲、姐姐相依为命。1938年，中国

社会动荡不安，母亲不得不带着年幼的两名

儿女，前往新加坡与父亲团聚。出洋路途的

辛苦姑且不说，单是从永春到厦门这一段

路，旅途的颠簸就已让母子三人精疲力尽。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厦门关口的身

体健康检查中，姐姐因夏天酷热，以致身上

长出许多痱子却被当时的洋人检查官误认为

是麻疹，而不允准出国。晴天霹雳，母亲原以

为一家人即将团聚，一度非常兴奋的心情顿

时变得沮丧难挨，因为它无疑是判了母亲死

刑，意味着母亲得忍心把女儿一人留在家乡，

一家四口暂时无法团聚。悲痛欲绝之下，母亲

无奈地拖着疲惫的身躯，带着年幼的儿女再

次回到家乡，决定先将女儿留给家乡的亲人

照顾，以后再找机会将女儿带到南洋。骨肉

分离，这对于母亲来说，其难受和心痛是可

想而知的。母亲原以为不久即可母女在新加

坡相聚，岂知这一睽别之后，由于国际形势

的风云变幻，颜清祥的姐姐就再没有机会来

到南洋。母女再次相见时，已是三十多年以后

的事了！

事亲至孝，陪同还乡

颜清祥3岁来到新加坡，虽然当年颇为

心酸的出洋经历对尚未懂事的他来说，丝毫

没留下一点印象，但长大以后，他从母亲那里

热心推动华人足运
——访新加坡华人足球会会长颜清祥

得知的这一段心痛往事，却让他深深感到母

亲的伟大和坚强，并让他进一步了解到当年

母亲带他来南洋时所承受的巨大精神压力和

痛苦。因此，长大工作后，颜清祥对母亲非常

尊敬和孝顺。他将每月赚取的薪水，一分不

少地交给母亲保管，而母亲也心疼儿子，每次

又将一些当作零用钱放在他的口袋里，并时

常关心地询问零用钱够不够用？要不要再拿

一些。

对于母亲，颜清祥打从心里充满着无限

敬意和爱恋的。“每次放学回家，从来就不曾

看到母亲闲着没事，她总是不停地干活，没

一刻休息。当年，为了补贴家用，母亲在家里

颜清祥推动新加坡华人足运，不遗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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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一些工厂做一些杂活，如粘贴瓜子袋等。有

时候，她也会自己做一些木薯糕，让我和年

幼的妹妹（战乱时期母亲领养的女儿）拿到

街上去卖。”母亲常年含辛茹苦的劳动身影，

成为颜清祥童年记忆中永远挥之不去的记

忆。

90年代以后，中国对外政策改变，新加

坡人前往大陆探亲访友已不再是难事。颜

清祥于是带了母亲，回到了离开半个世纪的

永春老家省亲和游览。“母亲当时虽然已近

90高龄，但她的思维和记忆力却相当好，每

次和家乡的亲人谈话，她总能聊起当年的许

多往事，并显得异常开心。”他说。颜清祥知

道，对父母这一辈而言，无论他们走到哪里，

永春永远是他们的“家”。因此，多年来，只

要母亲身体状况允许，颜清祥每年都会抽

空带着母亲回乡省亲访友，不仅满足了她老

人家的心愿，也让颜清祥本人更加认识和了

解家乡。2004年，颜清祥的母亲去世，享年

100岁。她虽然以高寿的年龄无所牵挂地走

了，但给家人的爱，却永远记惦在颜清祥的

心中.......

青春岁月，热情澎湃

1954年，颜清祥进入新加坡中国银行

工作，试用期为三个月。50年代正是

新加坡反殖民主义、民族主义运动

方兴未艾的时期，群众集会、上街游

行、民众示威等活动不断在街头展

开。作为一名血气方刚的青年，颜清

祥也加入爱国运动队伍当中。当时，

银行上层的领导人严禁员工参与群

众运动，违例者可能被开除。“我那

时没考虑那么多，只认为对的我就

去做。还好，只收到单位的警告信，

并没有被银行开除。”颜清祥说。其

实，颜清祥多次收到警告信，仍然阻

挡不了他参与爱国运动的热忱。

伴随着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

职工运动在新加坡也开始活跃起来。颜清

祥所在单位的员工自发组织起来，向单位上

层提出了改善工作环境、提高生活待遇等要

求。年轻的颜清祥作为单位的活跃分子，成

为了当时职工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并出任职

工代表的“总务”一职。他联同其他职工代

表，一起和银行领导层进行了无数次的谈判

和协商。经过长达10年的不懈努力，当年职

工所提出的一些要求都逐一得到了解决，如

提高工资、工作合理分配等等。也正是在这

一过程中，颜清祥得到了单位众多同事的信

任、尊重和爱戴。

两段婚姻，幸福美满

六十年代中，新加坡独立后，人民安居

乐业，生活也渐趋富裕。每逢假日和周末，

颜清祥都会跑去林厝港郊区，一边帮朋友挥

汗耕作，一边与朋友海阔天空谈人生理想，

这成为他工作之余的主要消闲活动。就在

这里，颜清祥遇到了一位美丽纯朴的乡村姑

娘，并与她结为终身伴侣。婚后，夫妻相敬如

宾，育有一女二男，生活幸福而美满。

然而，生活并非总是一帆 风顺的。

1989年，年仅46岁的太太因病逝世。中年丧

偶对于颜清祥来说，无疑是人生的一次重

颜清祥与母亲郭园合影。左为次孙俊霖，右为长孙俊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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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打击，但这并没有消除他对生活的热爱。

1991年，也就是在为次子完婚的同一年，颜

清祥先生在一次歌唱会上遇到了现在的太

太。对于当年二人同台歌唱，颜清祥记忆犹

新：“姐在河边洗菜心，郎在对岸采红菱。采

了红菱上街口，丢支红菱姐尝心”。颜清祥笑

着说，正是这首三、四年代的老歌，两人才有

缘走在一起，共度美丽的后半生。

担任会长，推动足运

颜清祥于八十年代初加入新加坡华人足

球会。这是一个成立于1911年，迄今有着近

百年历史的民间足球组织。它起先名为“星

洲华人足球协进会”，后于1970年正式易名

为“新加坡华人足球会”。

颜清祥最初加入足球会是负责财政工

作。1993年，他出任足球会的副秘书（中文

秘书）一职，负责管理该会的日常事务。由

于他办事认真，热心参与，把足球会管理得

井井有条。1995年，颜清祥众望所归，被推

举为新加坡华人足球会会长，直至今日。担

任会长之后，颜清祥有了更多的责任和使命

感，新加坡华人足球会也在他的推动下，变

得更加活跃和富有生气。

颜清祥对新加坡华人足球会的建树，简

而言之，约可分三方面细述之：

首先，他继续扩充足球会人力，使到八

十年代原本不到50个

会员的华人足球会，发

展成为今天拥有1万多

个会员的大型民间体育

组织。

其次，大力发展亚

洲华人足球宿将“长青

杯”赛事。“长青杯”始

于1987年，迄今已有

20 年的历史。它由菲

律宾岷友体育会创办，

采用“长青”为名，喻

有“常青不老”之意。继首届球赛在菲律宾

成功举办后，各队咸认为有继续举办和扩大

赛事的必要，以加强联系，促进亚洲华人足

球运动的发展。此后，相关组织人员积极展

开活动，此一赛事已扩展到新加坡、马来西

亚、香港、中国大陆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并仍

在继续扩展之中。

第三，为了推动新马两国的足球赛事，同

时促进两国的民间友谊，在颜清祥先生的领

导下，“曹桂鎏”杯和“方木山”杯得以创立，

这是继历史上“马华杯”、“和和杯”和“百

欣杯”之后，新马两国足球队之间设立的又

两种足球盛赛。“曹桂鎏”杯的设立，旨在纪

念已故新马华人足球会常任秘书曹桂鎏先

生。曹先生为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两地的华人

足球运动服务，数十年如一日，无私奉献，

劳苦功高。2001年，在颜清祥会长和马来

西亚华人足球总会李顺发会长的共同推动

下，新马两地热心足球赛事的人士共同创立

了“曹桂鎏”杯，为两国足球运动的发展提

供了一次难得的交流机会。“方木山”杯则设

立于2002年，由马来西亚华人足球会会长李

顺发先生之挚友拿督斯里方木山先生报效

银杯一座，规定由每年的马华杯赛冠军队挑

战新加坡新华队。这是继“曹桂鎏”杯之后，

新马两国之间的另一足坛盛事。

不久前，颜清祥会长又从报纸上获悉第

1982年华中校友足球队。后排左一为负责人颜清祥。后排右二为其公子颜
永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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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届“世界华人运动会”将于2009年在中国、

新加坡等地举行。获知这个消息后，颜清祥

会长又有了新的发展计划。他认为，新加坡

华人足球会有能力参与并主办第一届世界华

人运动会的足球比赛项目，从而为此盛赛尽

一份绵力。为此，颜清祥会长正与中国有关

方面积极联系，望能把该项比赛带到新加坡

国土上。

倡议成立 卡拉0k

1982年，颜清祥加入新加坡颜氏公会，

负责康乐股的活动。为了活跃社团的气氛，

他建议将当时新兴的卡拉ok作为一项娱乐活

动引进到公会。起初，公会一些元老由于对

卡拉ok存有误解，不接受这一建议。几经商

议后，最终才取得大家的一致赞同。于是，作

为康乐股组长的颜清祥开始积极了解和购置

卡拉ok的器材和设备。待一切设施装备齐全

后，众会员赞不绝口，公会也开始有了人潮，

通过歌唱调剂身心，切磋歌艺。

当年，颜氏公会是新加坡第一家将卡拉

ok引进社团的会馆组织。如今，卡拉ok活动

在新加坡社团组织中已相当普遍；而颜氏公

会的卡拉ok设备也随着科技的发展而日益

更新，从早年的小屏幕进步到100寸的大荧

幕，并发展到今天的拥有现场乐队伴奏。许

多参观者都赞叹目前颜氏公会的卡拉ok设

备已臻专业水平。统统这些，当年负责康乐

股活动，倡议设立卡拉ok设备的颜清祥，自

有一份功劳在。

1995年以后，随着颜清祥在新加坡华人

足球会所担任的职务和责任的重大，他开始

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华人足球会的推动和发

展。对此，他对颜氏公会的几位宗长，如荣

源、章湖、清水等，深怀感激之情。他说，“如

果当年没有他们的谅解、支持和鼓励，我是

不会在足球会服务这么顺利和长久的，更不

会有今天这样的成绩！”虽然，颜清祥倾其

全副精神和时间在华人足球会上，但他仍然

关心公会的发展，永远记得在颜氏公会服

务的那段欢乐时光。那段日子使他深刻地意

识到“求同存异，殊途同归”这一道理，并使

他在日后华人足球会的管理方面更加得心应

手。

目前，活跃于体育组织活动的颜清祥

感到生活充实而愉快。用他自己的话说，那

就是“为多数人服务，我感到很自在、很开

心！”

2007年，新加坡华人足球队于马来西亚怡保足球场上留影。后排左六为颜清祥，后排左五为马来西亚华人
足球总会会长李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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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允祥博士生于1944年，四岁丧父，由

母亲一手抚养成人。小时候，由于他

是家中唯一的儿子，所以母亲对他寄予很高

的期望，天天带他去上学，并在课间休息时帮

他买食物吃，放学后则带他去外婆家，待傍

晚时才跟祖父的车一同回家，这是因为他的

外婆就住在祖父公司的二楼。母亲对他管教

极为严励，放学后不让他和其他同学出去玩，

在家督促他做功课，每天下午都会出很多题

目让他练习，直到上中学以后，母亲才让他享

有一些自由。他就在母亲严励的督导下，学业

成绩非常优异，从小学到中学，几乎年年都名

列第一，深得同学们的歆 羡和师长的赞赏。

除了学业之外，母亲也十分注重他品行

的培养。“母亲要我养成早睡早起的好习惯，

以及待人处事的良好态度。我觉得我在生活

中，至今依然恪守一定的规律，泰半应归功

于母亲的谆谆教导。那时，唯一的消遣就是

每逢星期日下午，跟祖父去丹戎禺俱乐部后

面的海边游泳，那是我最快乐的时光了！”颜

允祥博士回忆道。

负笈海外，专攻物理

1961年，颜允祥于公教中学旧制高中毕

业，除了获得华校高中会考文凭之外，他还

同时考取了英国剑桥GCE O水准文凭。当时，

公教中学是新加坡实行双语政策的先驱，

这一教育体制除了使学生能够参加华校高中

会考外，还能同时参加英国剑桥考试。在这

无人指导的声学博士
——访物理学家颜允祥博士

一背景下，他于1962年一月去了莱佛士学院

大学先修班，计划在两年后参加英国剑桥高

级学校文凭考试，夜间则到一间私人学校

进修，准备赴英国深造。幸运的是，在六个

月内，他考到了四科GCE A水准科目，并在

1962年10月，顺利地进入英国伦敦帝国学院

攻读物理系。三年后（1965年7月），他以优

异的成绩考获学士学位。

出于对专业的兴趣，颜允祥选择继续

攻读“声学”及“振动学”的高级文凭，并在

颜允祥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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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5月进入博士学位的攻读阶段。根据

研究取向，他选择了“超声”作为自己的课题

方向，具体考察非常高频率的超声波在低温

状况，及加上磁场后在半导体内的传播状

况。这是一种纯粹的理论研究，不需要反复

做大量的实验。博士阶段注重自学能力，导

师在研究方面给了他极大的自主性，使他仅

仅花了十个月，就独立完成了博士论文的撰

写。通常，这一过程需要三至五年的时间始

能完成的。

颜允祥的博士论文是由一位名叫欧贝

克的美国访问教授批阅的，该教授在2005年

被布什总统委任为美国能源部部长。在经过

教授批阅、答辩、修改等一系列论文审批程

序后，颜允祥终于在1969年2月顺利拿到博

士学位。然而，很多人都不知道，颜允祥的

博士研究其实是在没有人指导，自己去找研

究的领域及论文题目的情况下进行的。“当

我有问题时，我就直接写信给那些我有疑问

的论文的作者向他们求助....”他说。毕业后，

他获得联合国文教机构的奖学金，在1970年

及1973年两度在国际理论物理中心(ICTP)作

博士后的研究。

“期间，我有机会参加各种学术交流

会，并接触到不同领域的研究学者，使我受

益匪浅；同时也让我深深地意识到，一个浓

厚的学术环境和文化氛围，对于研究者来说

是多么的重要和富于启发性呵！”他说。

恩师指导，启发钻研

颜允祥博士也提到他的学术生命中最敬

仰的三个人，那就是杨振宁教授、沙拉姆教

授及他的博士论文导师史狄芬教授。

杨振宁教授在1957年获颁诺贝尔物理

奖，是荣获诺贝尔奖的第一个华人。颜允祥

博士说：“杨振宁教授的获奖是证明宇称不

守恒，不过他一生最大的贡献不是否定宇称

守恒，而是规范场论，这比他获诺贝尔奖的

证明宇称不守恒更重要、更具影响力，总共

有七、八个学者根据他的规范场论而获得诺

贝尔奖，所以很多人都认为杨振宁教授应得

第二个诺贝尔奖。”他表示，杨振宁教授的规

范场论对他的研究影响很大。杨振宁教授把

规范场论由电磁波场推广到粒子物理，而颜

允祥博士正是研究把规范场论由电磁波场

推广到声波场。颜允祥博士觉得声波也具有

场的性质，所以规范场论也能应用，并给整

个声波场理论一个较完整的解释，也能对声

波来源有更进一步的了解。颜允祥博士在七

十年代初认识了杨振宁教授，后者那时是南

详大学物理系校外考官。

沙拉姆教授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

回教徒。他是巴基斯坦籍，曾任已故巴基斯

坦阿友汗总统的科学顾问。颜允祥博士在帝

国学院期间，他已是理论物理组的领导人。

沙拉姆教授在1966年在意大利创立国际理

论物理中心，目的是为所有第三世界的科学

家提供一个能同世界顶尖理论物理学家交

流的好场所。“我在这中心待了六个月，获益

匪浅。沙拉姆教授有一个很大的理想，就是

在许多国家创办国际理论物理中心，可惜他

未完成宏愿就去世了！”颜允祥博士感叹地

说。

“我的博士导师史狄芬教授也是对我一

生影响很大的学者。他给我很多的自由发展

空间，给我修读博士学位的机会。他一生共

培养了五十九名博士，好多位甚至闻名国际，

包括美国声学学会会长。作为他的学生，能

有机会同许多顶尖的同学切磋，无形中提高

了研究创造力。”颜允祥博士说道。

教书育人，学以致用

1970年11月，颜允祥博士回到新加坡，

成为南洋大学物理系副教授，一直到1979年

5月任满离职。已故教育部长李昭铭博士在

1974年曾来校园视察，在对教授们的演讲

时，便提起颜允祥博士，那时，他是新加坡

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声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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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允祥博士从事教师行业前后约有十

年。“如今，看到自己当年培养过的一些学生

今天已成为各个领域的精英，不禁倍感欣

慰。例如，1978年毕业的陈立武，现在是美

国最著名的风险创业基金之一的创办人，也

是南洋理工大学的董事及产业信托人之一，

目前定居旧金山。另一位是1976年毕业的林

良洲，他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就在新加

坡国立大学执教，同时创办了一家高科技公

司。”他兴奋地说道。

离开教育行业后，在此后的十年间 

（1979－1989），颜允祥博士从事声学咨询

工作，兼做一些简单的房地产发展生意，并

在1989年利用所学专长，创办了一家声学技

术的研究和开发公司，专门研究超声技术，

然后把研究结果开发成产品，继而进行生产

和销售。“那时，我在南洋理工大学的创新

中心租了一个地方，做为研究和开发中心办

公室，与此同时，我们也积极地同南洋理工

大学和加拿大、英国方面的大学机构展开合

作。”他说。令人欣喜的是，公司开发的多项

研究结果已申请并获得了英国、美国、日本、

台湾和新加坡的产品专利权。这些产品计有

超声显位镜，可用于半导体工业、精密工业、

汽车工业、飞机工业等领域的检测工作；也

可用在医学方面，如检测癌细胞等。另一种产

品是表面波元件，可用在手提电话及电视机

内调整频率。目前，该公司已开始着手做上市

的准备工作。 

就在颜允祥博士创办公司的前一年，他

也发起成立了美国电子电器工程学会新加

坡分会属下的讯号处理分会。“我积极号召

成立此分会的目的，在于随着电脑操作能力

的加强，讯号处理必然能对声学研究，如图

像处理技术提供更大的帮助。实际上，讯号

处理牵涉的范围极其广泛，凡是有电子讯号

的地方就需要讯号处理。如今，我们的会员

包括了新加坡各大专的学术人员及工业界、

政府部门的工程师等，成为新加坡一个相

当活跃的团体。”他介绍道。颜允祥博士从

1988年至1995年担任此分会会长，并在任内

举办了两次国际会议，出席者都多达两百余

人。

继成立“讯号处理分会”的翌年，颜允祥

博士又发起创办了“新加坡声学会”，旨在促

进和声学有关的高科技的研究和发展。他谈

起创办“新加坡声学会”的动机，主要是因为

当时世界主要工业国及先进国家都有声学会

的设立。新加坡是东南亚地区第一个成立声

学会，也是这地区唯一具有声学会的国家，而

颜允祥博士也曾在1990年至1999年担任会

长，对推动本地声学研究的发展不遗余力。

颜允祥博士表示，声学是一门用途极广

的学问。他举沈望傅先生所创办的创新科技

公司为例，指出该公司很大程度上即应用到

了声学。声学可应用于声纳，也可用在国防，

如侦察潜水艇。此外，在探油及地震、海啸

的预测方面也发挥着显著的作用。近年来，

随着生物工程科技及纳米技术的发展，声学

又和这两门科技紧紧相扣，应用范围和层次

也随之提高。

颜允祥博士应用了杨振宁教授所常用

的场规范理论在声学场论上，数月前发现了

两个重要研究结果，其一是发现声学场论

方程式也有对称的性质；其二是发现了一个

新的方程式。他相信，用场规范理论在声学

上将起着革命性的作用，甚至重写整个声学

理论。“我希望有一天，我以此研究贡献，

获得诺贝尔奖！我早在1969年就应用了场

规范理论的部份特性在声学的成像技术，

也在1970年发表了一篇关于这方面的文章，

可惜的是我没有继续这方面的研究，而在

2006年再继续作这场规范理论的研究，除了

我之外也没有人作场规范理论在用于声学成

像技术的研究，这无形中使声学成像在医学

诊断上的应用在技术突破方面延迟将近四

十年，是人类一大损失。”他严肃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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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族人，文史研究

颜允祥博士令祖父为已故新加坡侨领

颜世芳先生，他也是颜氏公会前身鲁国堂的

赞助人。他曾任抗日军的财政、华侨银行董

事、同安会馆主席及中华女子中学董事长，

也获颁太平局绅。

1970年颜允祥博士从英国回返新加坡

不久，就在已故颜国华老先生的介绍下，加

入新加坡颜氏公会，成为该会顾问团成员之

一。颜氏公会设有奖学金，他的任务便是帮

忙遴选奖学金的获奖人。1990年，他被选为

永久名誉会长。

颜允祥博士认为新加坡颜氏公会的使

命重大。他说：“它不仅是一个宗亲团体，致

力于团结族人，同时也可作为历史文化团体

发挥作用，例如可成为海外华裔在中国寻根

的联络站，帮助海外族人了解祖先的历史与

成就，同时也可作为历史及儒家思想研究的

组织机构。现有的颜子研究会就是一个很好

的例子，它可以和南洋理工大学的孔子学院

挂钩，共同举办学术会议或者研讨会，并定

期出版刊物。此外，它也可同中国大陆、台湾

及世界各地的颜子研究会紧密联系，举办相

关的文化活动。”

颜允祥博士不仅事业有成，而且家庭美

满。太太钟秀慧女士1968年毕业于南洋大学

化学系，育有二男一女。大儿子在澳洲大学拿

到电脑学士学位后，用函授拿到英国电脑硕

士学位，又到美国深造，获得电脑硕士及科

技管理硕士双项文凭，2008年9月，将再赴

瑞士大学攻读工商管理博士学位；女儿毕业

于美国波士顿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目前在新

加坡工作；小儿子则尚在工艺学院攻读应用

予艺术科技管理课程。

颜允祥博士全家福

08-S8 new.indd   296 4/17/08   11:48:16 AM



297

狮城群颜谱

以不变应万变
——访商专女强人颜淑姿

颜淑姿是颜顺利私营有限公司董事

经理和颜立实业有限公司董事。她

也是新加坡商业暨专业妇女协会（华文分

会）(Singapore Business and Professional 

Women’s Associations-Mandarin Chapter) 

（以下简称商专华文分会）的骨干分子，曾任

1994、1995和1998年商专华文分会会长。

1942年出生于印尼苏甲巫眉的颜淑姿，

17岁那年由于印尼排华，随父母迁居到新加

坡，随后进入中正中学就读。在这之前，她已

在印尼椰城华中修完初中课程。1961年高中

毕业后，她考进入南洋大学中文系，传统的华

校教育使她拥有扎实的华文语言表达和写作

能力。大学虽因故仅读一年，她却从不放弃学

习，业余时间经常阅读圣经与哲学书籍充实

自己。2000年，她毕业于新加坡神学院华文

神学部；2002年则获得南澳大学商业管理硕

士文凭。

深受父亲影响

颜淑姿从小生活在充满温馨的家庭里。

作为颜家的小女儿，父母亲的疼爱和兄姐的

爱护让她心中充满温暖。特别是父亲对她一

生影响至深。父亲颜拱枫长老，12岁跟随父

亲到印尼，初时在苏甲巫眉小镇经营生意，

1949年才移居印尼椰城经营茶叶贸易生意，

从此，业务蒸蒸日上，发展迅速。1959年，由

于印尼排华，乃举家迁移到新加坡，业务开

始多元化，并扩展到房地产。其间，创立了颜

顺利私营有限公司，为颜家的生存和发展提

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奠下日后颜顺利私

营有限公司发展的方向。1964年，颜淑姿在

她23岁时，也就是公司发展初期，到公司帮

助父亲襄理业务，从中学习，开始她在商界四

十多年的驰骋生涯。

颜淑姿对父亲十分尊敬和爱戴。在她

心目中，父亲是慈祥的、伟大的，他坚强的毅

力、排除万难的决心、大丈夫的潇洒风范：

学无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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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图报、饮水思源的品德，以及为家庭、

社会贡献的精神，多年来一直影响着她的为

人处事。最令她难忘的是父亲对她所说的一

句话：“有什么难办的事，你对我说，不可灰

心！”父亲的支持，使她在繁忙的公司业务中

从来不曾感觉到压力。也由于父亲的呵护，她

一直工作很顺利，对父亲和家人“只有一颗

感恩的心”。她对自已说，只要有力气，她将

为公司工作到底，像蜡烛一样燃烧自己，照

亮家族生意，使父亲的事业一直延续下去。

他之所以有这样坚定的信念，是神在赐福

她，给予她坚定的信念和无穷的力量。

对其父亲所述的点点滴滴，颜淑姿至今

记忆犹新。记得那是1960年，父亲赚到70万

新元，后来由于茶价拍卖持续下跌，最终只

剩下5千新元。虽然公司亏了钱，但父亲仍

然照本钱还给股东。父亲有情有义的品格，

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后来她主管公司业务

时，经常给予父亲的朋友特别优待，只凭口

头合约而给予赊帐，并和他们长期保持商业

往来，体现了传统华商以诚信为本的商业精

神。

重视法律合约

然而，在多年的从商经历中，颜淑姿形成

了自己的从商理念。向银行贷款时，她尽力

做到贷款与公司资产平衡，以确保公司不至

于陷入逆境之中。同时，她重视法律和合约

的权力，对于公司的新客户，亦即不是父亲的

朋友，她和客户订立了周详的合同，以免日后

发生争执。颜淑姿认为先订合同后执行，先

后顺序很重要，不能颠倒，不然将会有不可

避免的争执，所谓“差以毫厘，失之千里”，

就是这个道理。

对于以经营产业和证券为主的颜氏企

业，如何在变幻不定的市场中立于不败之地，

特别是在1997年以来，房地产市场一直不景

气的情况下，如何使原有产业保值，并不断扩

大规模，是颜淑姿最为关注的问题。回忆多

年公司营运历程，她说：“在这瞬息万变的时

代里，虽然科技日新月异，迅速发展。但对一

名生意人来说，却常常得面对很大的风险。

所以我选择步步为营，以不变应万变。因此，

如何修炼至处世泰然、处变不惊的境界实在

是一门不简单的学问。”对她而言，“以不变

在创会十周年纪念晚宴上，与现任符喜泉政务部
长合影

农历新年穿上传统娘惹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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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万变”，即是在世界一直在变的形势下，以

平常心处理产业业务，以平常心对待并度过

艰难时期，也以平常心取得成绩。2003年，

颜氏由于偶然机缘，在房地产低潮时买下

如今的颜立大厦，面积27,500平方尺，作为

商业、轻工业和货仓用途。颜立大厦买下不

久，新加坡房地产市场立即兴旺起来，颜氏

企业由此扩大了规模。在证券生意方面，颜

淑姿十分谨慎，公司通常只作长期投资，购

买较稳妥的蓝筹股和银行股。

自从加入公司后，颜淑姿每日早上9点

上班，下午5点下班，一心挂在公司业务上，

是公司的主心骨。父亲80岁退休后，她更是

公司的主要决策者，为公司尽心尽力。目前，

公司业务除了出租房地产、证券、茶叶生意

外，还有与印尼有关联的公司，如染料、化工

业、塑胶工业、海藻等公司代理进口货物。

颜淑姿谦虚而又喜悦地说：“我们的家族公

司是由父母一手创立的，而我只是其中一名

管理者，我的责任就是守着父母的大本营。

截至目前为止，公司的业绩还不错，资产不断

地增值。”她对自己在公司业务发展中的地

位如此谦虚地评价：“我的角色有限，往往

停在“出击”的那部分，不愿再去冒险。”然

而，她又认为，管理者需要有先知先觉的灵

感，然后用心策划及行动才能发挥作用。作

为一名女性企业家，她认为，“女性经商的优

势是细心、慎重，稳打稳扎，但往往由于怕

输而裹足不前。”

商专华文分会

1988年，她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加入了这

个在本地的妇女团体。她感到很荣幸能和商

专妇女有机会一起秉着奉献的精神努力向

以下的目标迈进：

★ 在商专领域提供最高素质的服务；

★ 促进及鼓励妇女了解与接受对社

区、国家、国际的责任；

★ 鼓励妇女再深造；

★ 促进全球商业妇女的友好关系。

从担任宣传组长（第4届）开始，她历任

财政（第5、6届）、秘书（第7届）和会长（第

8、9、12届，即1994、1995、1998年）。颜淑

姿谈吐温文尔雅，工作严谨热忱，给予分会

姐妹们以深刻的印象。姐妹们认为她做事

认真，只要是她负责的事，没有不让人放心

的。颜淑姿认为，加入商专华文分会改变了

她朝九晚五的生活方式，使她的生活变得

多姿多彩。更重要的是，商专华文分会给予

她回馈社会的平台和机会。作为华文源流

的专业妇女，她热诚地投入这个属于自己的

妇女团体。截止2007年，她已在商专服务了

20年。

凭籍协会提供的机会，颜淑姿参加了三

次国际大会，包括：1990年出席在泰国举行

的第18次泛太平洋及东南亚的亚洲妇女大

会；1991年出席在美国加利佛尼亚的斯坦福

大学及台北市举行的妇女学习计划；1996年

在背后鼓励并支持颜淑姿加入妇女团体的夫婿黄
忠华。图为他正参与该会筹款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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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在意大利威尼斯举行的国际商专妇女大

会。她坦言，参加国际妇女大会让她开阔视

野，获得不少新见识。

在她担任会长期间，她秉着“以和为

贵”的精神遵守协会的章程，同时以身作则，

让会员心服口服。期间，她积极带领商专妇女

协会组织筹款活动，1995年8月18日动员全

体会员举办“翩翩起舞献爱心－陈婷舞蹈筹

款晚会”，为新加坡肾脏基金会及新加坡妇

女组织理事会会所基金筹款，并邀请中国著

名舞蹈家来新表演，获得热烈反应；协会还

假世界贸易中心主办音乐会，全场爆满，十分

成功。

筹款购买会所

1998年，商专华文分会接到新加坡

妇女组织理事会（Singapore Council of 

Women’s Organisations）的信函，通知该

协会可以购买自己的会所。可是，当时协会并

无足够的款项购买会所。为了拥有一个固定

的场所，会员们踊跃捐献或借款给协会，不

到一个月的时间就筹足了资金买下了如今的

会所。只有充分发挥会员的凝聚力和合一的

精神，才能把握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总

结在协会的经验，她认为，光阴似箭，在这

20年里，协会可以在乌云下经

历风雨的洗礼，也可以在灿烂

的阳光照耀下顺利地成长，这全凭会员们的

坚定信念和不懈的努力。

建立永恒的价值观

颜淑姿认为人生转瞬即逝，正如圣经所

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

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矜夸的，不过是劳苦愁

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诗篇90:10

因此，他把希望建立在那创造万物的

神，能与 神同行，与 神同工是何等的奇

妙与喜乐。凡事依靠那位赐福的 神，衪所

赐的福使人富足，并不加上忧虑。箴言10:22

她觉得人最有价值是因为人有灵魂—

“灵魂的价值等同全世界”。所以要选择

那上好的福份，就需要认识那位自有永有

的 神。

在外人看来，颜淑姿掌管着拥有一定规

模的企业，又是妇女团体的骨干分子，是一

名“女强人”。然而，她自认是非常传统的华

人女性，怀着一颗感恩的心认真地生活着。

她为人谦虚且温和，谈吐优雅，实在难以让

人有面对女强人的感觉。相反地，眼前的她

如同一位慈爱的母亲，又或者是一位真挚

的朋友，在温馨的茶屋里，你只想和她尽情 

倾诉。

颜淑姿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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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真卿简介
颜真卿（公元709-785年），字清臣，

号应方，复圣颜子四十代孙，勤礼公

三代嫡裔曾孙。仕唐授光禄大夫加

太子太师上柱国鲁郡开国公，祖籍

琅琊孝悌里，后迁长安为官。主持颜

氏家谱第一次大序。著名书法家、政

治家，向以忠勇爱国享誉中华，更以

书法超群蜚声内外。其后嫡裔传居

琅琊临沂，历代袭封，亦有迁往南方

及旅居国外。

试谈颜真卿的楷书特点
◆刘存祥

中国古代杰出的书法家颜真卿，公元

709年出生于一个家学渊源十分深厚

的鸿儒之家。他的书法艺术，在中国书法史

上占有崇高地位。他初学褚遂良，后又两度

师从张旭学习笔法。他的书法集各家优点，开

创了自己的风格，正而不拘，庄而不险，奇伟

秀拔，奄有魏、晋、隋、唐以来的风流气骨，而

不能为古法所限，肃然出于绳墨之外，突破初

唐墨守成规的风气，开创出新的书体，使书法

风格为之一变，世称“颜体”，后与柳公权并

称“颜柳”，有“颜筋柳骨”之誉，成为中国书

法史上继王羲之以后的又一座丰碑。

颜真卿的楷书作品中现存最早的是公元

752年（天宝十一年）颜真卿44岁时，在武部

员外郎任上书写的《多宝佛塔感应碑》。此碑

用笔丰厚腴润，结体匀稳谨严，点画中流露出

苍劲峥嵘的凌然之气。王澍在《竹云题跋》中

说：“此碑书法腴劲，最有态度。鲁公书多以

骨力健古为工，独此碑腴不剩肉，健不剩骨，

以浑劲吐风神，以资媚含变化，正其年不鲜华

时意到书也。”《书画跋跋》中云：“此是鲁公

最匀稳书，亦尽秀媚多姿，第微带俗，正是近

世掾史家鼻祖。”该碑融合了颜真卿之前各家

的长处而又严守法度、但还没有摆脱王羲之、

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名家的影响。但已

在此基础上趋于精密腴劲、结体谨严、用笔方

折，布白紧凑，风格秀劲，书风平稳，道劲婉

熟，成为颜真卿书体的初期面貌。公元754年 

（天宝十三年），颜真卿在平原郡守任上，陪

颜真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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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安禄山派来刺探军情的平洌、阎宽、李史

鱼、曹宋謇等人狎游东方朔神庙时，看到晋夏

侯湛撰写的《东方朔画赞碑》已漫漶不清，感

叹之余，便挥毫重书。书此碑时，颜真卿正值

壮年，年富力强，精神焕发，而时时透出豪迈

清新姿态。宋苏东坡认为，此碑在鲁公诸碑

中最为“清雄”。他说：是碑“字间栉比而不

失清远”（见《东坡文集》）。王澍在《竹云题

跋》中称此碑“神明焕发而时出姿态，不失清

远”。公元785年（乾元元年）十月，颜真卿由

蒲州刺史左迁饶州刺史，途经华阴同监察御

使王延昌等游华山华岳庙时，题写了《谒金天

王神祠题记》。颜真卿书此题记时已50岁。这

两块碑与前者不同，前者清劲，后者遒伟，用

笔已开始有由方折转向圆转的趋势。明赵 在

《石墨镌华》中称此碑“书法峭拔奋张，固是

鲁公得意笔也”。

颜真卿50岁至65岁时是颜书独特风格的

形成时期。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主要有《天

下放生池碑铭》、《鲜于氏离堆记》（均52岁

作），《郭家庙碑》、《赠太保李光弼神道碑》

（均56岁作），《鲜于向仲通神道碑》、《靖居

寺题名》（均59岁作），《宋璟碑》、《赠梁州刺

史徐秀碑》（均62岁作），《麻姑仙坛记》、 

《大唐中兴颂》（均63岁作），《八关斋会报

德记》、《臧怀恪碑》、《元结墓碑》（均64岁

作）。从上述碑刻中可以看出，颜书独特风格

的形成与日臻成熟的过程，楷书风格已基本

完善，不但结体紧结，开张一任自然，而且在

笔画上也从光亮规整向“屋漏痕”的意趣迈

进了。这一时期颜书的基本特点是结体阔达平

整，完全改变了方折的笔法，而采取圆转的笔

法，两竖笔写成微带弧形，由相背转向相对，

横轻竖重，蚕头燕尾，笔画浑厚雄健，风格雄

强博大。如《郭家庙碑》瘦健清劲，《鲜于氏离

堆记》端庄雄厚，《大唐中兴颂》宏伟瑰丽， 

《麻姑仙坛记》秀颖超举，《八关斋会报德

记》方整雍容，《宋璟碑》雄肆博大，《元结

墓碑》劲健遒逸，《臧怀恪碑》奇伟秀发。宋

代欧阳修在《集古录》中说：“此碑（指《麻

姑仙坛记》——引者注”）遒峻紧结，尤为精

悍，笔画巨细皆有法，愈看愈佳，然后知非鲁

公不能书也。”此说对颜真卿65岁以前的书迹

作了简要概括。

颜真卿65岁以后的书迹属晚年作品，主

要代表作有《干禄字书》、《乞御书天下放生

池碑额表》、《茅山道士李含光碑》（均66岁

作），《李抱玉碑》、《姑母颜君碑》（均69岁

作），《颜勤礼碑》（71岁作），《颜氏家庙

碑》、《自书告身帖》（均72岁作），《奉命帖》

（75岁作），《移蔡帖》（77岁作）等。颜真卿

的晚年作品更加雍容厚朴，笔力更加深沉雄

健，笔画的横轻竖重、蚕头燕尾已不太明显，

更加显得苍劲古拙。颜真卿越到老年，他的

独特笔法越发显得成熟精到，达到了人书俱

老、炉火纯青的境界。

颜真卿参用篆隶笔意作楷书，博取众长，

大力吸收前人书法中雄厚的气质，兼收“二

王”的纤劲和初唐的风雅，使颜书厚重雄劲，

大气磅礴，磊落巍峨；正而不拘窘，庄而不

板滞，丰伟遒劲，古法为之一变，被称为“颜

体”，至今不衰。颜真卿的书法艺术也正是在

多种艺术手法、多种艺术特点所组成的辩正统

一关系中形成的，这便是他的书法艺术生命力

之所在，这种独具一格的风格终于得到了社

会的承认。

颜体楷书从外表形态上看，虽显肥厚粗

拙，丰实宽博，但却肥而不弱，字字内含筋骨，

显出坚劲遒健的雄伟气魄。颜体之美在于富

有力感，它的力感美主要表现在其结体的风格

上。根据力学原理，线条笔画组织得合理精

密，给人感觉上产生出一定的重力感，支撑力

感和平衡力感。笔画线条取端平方正的结构

特点，每个字的左右基本对称，基础平稳，字

态方正。在用笔上，以中锋铺毫，力沉势酣，形

成了极为壮健而又独特的点画。代笔画处理

上，巧妙地运用了长短、粗细、斜正、曲直、疏

密等穿插、配搭的方法，使其庄重方刚。在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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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结构的竖上笔画和重复笔画的处理上，都

不写得笔直，而且略带外凸圆弧形，象弯曲的

弓弩一样，内含强大的弹力。这样左右相向包

裹的处理方法，使整个字更加显得圆浑紧结，

流露出极强的内涵之力。颜真卿的晚年书体

在风格上也不尽一致，如《颜勤礼碑》潇洒跌

宕，《麻姑仙坛记》雄厚秀逸，《告身帖》沉着

清雄，骨力强健，而《颜氏家庙碑》则入圣通

俗，一改横细竖粗、蚕头燕尾的颜体特征，

而一味用笔凝重，雄强，老辣里夹带着一股苍

晦之气。宋代朱长文评颜真卿的楷书说：“其

发于笔翰，则刚毅雄特，体严法备，如忠臣义

士，正色立朝，临大节而不可夺也。⋯⋯故观

《中兴颂》，则闳伟发扬，状其功德之盛；观 

《家庙碑》，则庄重笃实，见夫承家之谨；观 

《仙坛记》，则秀颖超举，象其志气之妙；观

《元次山铭》，则淳涵深厚，见其业履之纯；

余皆可以类考。点如坠石，画如夏云，钩如曲

金，戈如发弩，纵横有象，低昂有态，自羲、献

以来，未有如公者也。”又说：“自秦行篆籀，

汉用分隶，字有义理，法贵谨严。魏、晋而下，

始减损笔画以就字势。唯公合篆籀之义理，

得分隶之谨严，放而不流，拘而不拙，善之至

也。”宋朝苏轼在《书唐氏六家书后》称：“颜

鲁公书雄秀独出，一变古法，如杜子美诗，格

力天纵，奄有汉、魏、晋、宋以来风流，后之

作者，殆难复措手。”又说：“君子之于学，百

工之于技，自三代历汉至唐而备矣。故诗至于

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

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王世

贞云：“余尝评颜鲁公《家庙碑》，以为今隶中

之有玉箸体者，风华骨格，庄密挺秀，真书家

至宝。”

晚唐时期的柳公权是继颜真卿之后的著

名书法家，柳书也出于颜真卿。苏轼在《书唐

氏六家书后》中题记说：“柳少师（公权）书，

本出于颜，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虚语

也。”《宣和书谱》亦云：“公权之学，出于颜

真卿，加以盘结遒劲，为时所重。”范仲淹在 

《祭石学士文》中称颂石延年书法，有“曼卿

之笔，颜筋柳骨”遂成定论。

颜真卿的楷书稳实端庄，尽合字学，不独

可以陶冶性情，适合于官场文书的应用，而且

更便于题署书丹，书写大字，所以颜书一出，学

者不绝，影响深远。

总之，在中国书法史上，如果秦篆、汉

隶、晋行（草）分别以李斯、蔡邕、二王为代

表，则唐楷当以褚、颜为代表。然而，颜真

卿人品、文章、书法皆高于褚氏，影响所及，

使后世论者遂独言颜氏，奉为统宗，二王之

外，始标旗帜。颜真卿的书法集各家优点，开

创了自己的风格，正而不拘，庄而不险，奇伟

秀拔，奄有魏、晋、隋、唐以来的风流气骨，而

不能为古法所限，肃然出于绳墨之外，突破初

唐墨守成规的风气，开创出新的书体，使书法

风格为之一变，世称“颜体”，后与柳公权并

称“颜柳”，有“颜筋柳骨”之誉，成为中国书

法史上继王羲之之后的又一座丰碑。

（作者简介：刘存祥，沂南县地方史志办公室

副编审）

颜真卿楷书厚重雄劲，大气磅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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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真卿《祭侄季明文稿》，习惯上简称《

祭侄文稿》，是颜真卿为其亡侄颜季

明撰写的一纸祭文，书于唐肃宗乾元元年（公

元758年）九月。文稿墨迹至今保存完好，麻

纸本，纵28.16厘米，横73.32厘米，藏台北故

宫博物院。

一、文稿产生之背景

《祭 侄文稿》书于唐肃宗乾元元年 

（公元758年）九月三日，是鲁公为其亡侄季

明归葬长安祖茔时所撰祭文的草稿。颜季明

死于叛军之手，其背景经过是：三年前，即玄

宗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十一月，安禄山在

范阳举兵反唐。整个河北除颜真卿镇守的平

原郡独举义旗，城坚不摧之外，其他大部分

州郡已落入叛军之手。当时颜真卿的从兄颜

杲卿为常山郡太守，而常山郡正处叛军西攻唐

朝京都长安之要冲，且势孤立弱，杲卿自度不

能抵挡叛军铁舆，便采取了十分明智的作法，

一面出城揖迎，诈顺其叛，一面暗中派三子季

明往返于常山与平原两郡之间，与真卿取得联

络，共讨叛贼。颜杲卿首先设计杀死了占领常

山的叛军将领李钦凑，接着又收复了华北要

隘井径口，使常山与平原两郡形成犄角之势，

有力地牵制了安禄山西进的力量。正是在杲

卿、真卿兄弟的影响下，河北先后有十七郡揭

旗反正，共推颜真卿为盟主，给了安禄山以沉

重的打击。

就在抗击叛军取得胜利的情况下，颜杲

卿派他的长子颜泉明与真定县令贾深以及翟

万德一起赴京城呈献李钦凑首级，向朝廷报

捷。不料，泉明等人到达太原后，太原节度使

王承业为了争功，扣留了泉明一行，另写奏表，

并百般诋毁颜杲卿，派遣亲信赴京上奏。玄宗

见表即拜王承业为羽林大将军。就这样，常山

之功，尽被王承业窃夺。

安禄山的西进计划受到颜杲卿、颜真卿

等义军的牵制，便在第二年即天宝十五载大

年初一，派大将史思明率优势兵力自河南向

北折返，重点围攻常山。在敌兵压城之下，颜

杲卿率兵死死拒守。当时，杲卿举旗起兵只有

八日，城内工事，尚未完全修复，粮草也补充

足，便急忙派人去太原节度使王承业处请求

救援，内外夹击，再给叛军一次沉重打击。但

他哪里知道，王承业正怕冒功事发，只盼常山

早日陷落，自然按兵不救。颜杲卿率领常山军

民和叛军激战三日三夜，最后城破被俘。史

思明纵兵屠城，死难万余人。杲卿第三子颜

季明、孙颜诞、侄颜诩、甥卢逖等一门三十余

人同时被害。杲卿被押解洛阳，大骂禄山叛

贼，被绑在柱子上凌迟处死，常山等郡再度

落入敌手。

肃宗至德二载（公元757年）史思明攻陷

太原，被王承业幽留的颜泉明被俘，解送到

范阳。幸逢安庆绪弑父自立，遇赦得免于死。

其后叛军内讧，史思明幽囚安庆绪，率范阳等

十三郡投降唐王朝，颜泉明才获释得回。乾元

元年，泉明到了当时任蒲州刺史的叔叔颜真卿

翰墨忠烈颜真卿
 

◆宋学农

——浅谈颜真卿的《祭侄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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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颜真卿即派泉明去河北，寻访赎回了散落

在那里的常山先烈遗孤三百余人，加以安置；

又派泉明去洛阳、常山等地找回其父杲卿和其

弟季明的尸骨，归葬与长安凤栖原祖茔。就在

祭奠颜季明之时，颜真卿写了如上这篇《祭侄

文稿》。

颜季明之遭惨杀，正当英年，全为社稷而

献生，且归葬时已失身躯，仅存头颅。抚今追

昔，不由得颜真卿疾痛惨恒，哀思郁勃。所以

当他援笔撰文之际，必然会忿激萦纡，血泪交

加，情不自禁。其意固不在文字之间，而顿挫

纵横，一泻千里，终为千古绝唱。

二、文稿书艺之臆说

西人弗里德兰德在其《论艺术与鉴赏力》

一书说：“艺术乃心灵之物，这意味着对艺术

的任何科学研究都将是心理学的，它虽然也

可能涉及到别的科学，但心理学却总是必不

可少的。”书法创作的过程，与其他艺术创作

的过程一样，既是一种技巧行为过程，更是

一种心理感情的渲泻表现过程。因此，当我

们分析欣赏任何一件书法作品时，都必须从

笔法技巧和心理情感这两方面来着手。颜真

卿《祭侄文稿》的书法艺术成就奇绝古今，已

成历代公论，以为《兰亭》之后，唯此为高，故

有“天下第二行书”之誉。何以至此？笔者不

揣浅陋，拟从技巧与情感等角度入手，臆说如

此，以求方家指拨：

（一）笔法娴熟，功力深厚。

唐代书法，先是有褚遂良等将法度推到

了极致，形成了模式，沿原路已不能继续前

进。大约百余年之后，才有颜真卿的大胆革

新，主张筋肉并重，将书艺推向了新的高度。

所以苏轼曾说，诗止于杜甫，书止于鲁公。就

《祭侄文稿》的笔法观之，真可谓“纵笔浩

放，一泻千里，时出遒劲，杂以流丽，或如篆

籀，或若镌刻，其妙解处，殆出天造”。（陈深

《停云阁帖题记》如开头一句的“元元”、“壬

申”，端正平稳，法度全备，全是正楷笔法；

如“蒲州刺史”之“史”字，笔力遒劲，圆润端

庄，力透纸背，全以篆籀之法为之。如“土门

既开”之“既”，“吾承天泽”之“承”，两字的

末笔，又使我们见到了章草、汉隶的遗意。

如“庭阶兰玉”四字，系对其侄季明的赞扬，故

笔力遒劲，体正端庄，大小适度，排列整齐，

全以行楷出之，颜字之美尽备，不唯词句美，

字体也美，气韵确同兰玉珠宝，照耀门庭，使

人观后似乎确实看到了季明这位颜氏佳子弟

颜真卿〈祭侄季明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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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超凡气度与俊美形象。与“庭阶兰玉”形成

鲜明反差对比的是“贼臣不救”四字，故四字

书来倚侧不控，甚至涂改再三，真乃如壮士拔

剑，如风樯阵马，充分表现出了颜真卿当时的

仇恨心态。总之，一篇《祭侄文稿》读毕，我

们可以看到楷、行、篆、籀、隶、草，诸法皆备，

诸法皆精，使人们充分体会到颜真卿笔法娴

熟，功力深厚，独步峰巅的高超书艺技巧。

（二）章法灵动，感情跳跃。

章法属书法作品的形式，感情则为书法家

在书写作品时的思想渲泻。要谈章法和感情，

又必须从书写内容和手法表现入手。因为毫无

疑问，书法家所要书写的内容，都是最能激发

书写者的感情的东西。只有书写的内容与书写

者的心态互通，产生共鸣，书法家书写时才更

能驰聘一己之情怀。颜真卿《祭侄文稿》的

章法布白，整篇一气呵成，真正达到了书写形

式与书写者感情的高度合拍统一。综观整幅

作品，大致可分为四个节奏层次：(1) 开始两

行为第一节奏层次，由于是刚刚开始，内容上

主要是按常规交代设祭的时间和设祭者，心

情还是相对平稳的，故排列疏朗整齐，字体端

庄，结体平稳，且如前所述，多以行楷甚至楷

书笔法书之。(2) 从第三行起至“每慰人心”，

为第二个节奏层次，内容主要是对侄子季明的

称赞，说季明自幼就具美德，是家族的骄傲，

族人对他寄有厚望。有激情，亦有自豪。就心

态来说，理智仍占主导地位，故笔法虽然不时

出现飞动，但基本上还是行楷为主。亦如前

述，最典型的是“庭阶兰玉”四字的书写，确

实达到了内容与情感的高度统一。(3) 从“方

期戬谷”到“百身何赎”，为第三个层次节奏，

内容主要是回顾抗击安史叛军的战斗中，侄

子季明的英勇表现和遇难经过。从保卫国家

社稷的高度，表现了对季明取义成仁的追念。

此时的颜真卿，内心已不仅仅是哀痛万分，而

且充满了对叛贼安禄山以及奸贼王承业之流

的深仇大恨。所以，在书至“贼臣不救，孤城

围逼”之时，似乎已经心手不一，情不能禁，致

使再三圈抹修改。(4) 从“呜呼，哀哉”到最后

的“呜呼哀哉！尚飨！”，为第四个层次节奏。

内容是写泉明寻找季明尸体，使其归葬祖茔

的经过。这一节写得尤其悲壮。此时的颜真

卿，想到侄子季明正当英年之时，与其父一同

惨遭杀害，且归葬时已失身躯，仅存头颅，抚

今追昔，能不惨痛欲绝？所以，此时的他已

完全失去了控制能力，任凭悲愤与哀痛流泻，

只能和泪而喊：“抚念摧切，震吊心颜”，“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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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哀哉”“呜呼哀哉”！我们似乎已经看到，

当时颜真卿那种老泪纵横，泣不成声，甚至难

以自持的形象，此时的他，已经是心忘手，手

忘笔，笔忘写，完全失去了自控能力。所以这

段文字写得最草率，涂改之处也最多，行气已

不能控制，字的结构也已不能控制，只是随心

所写而已，最后手笔时把字都写倒了，那笔是

怎样放下的，恐怕颜真卿后来也难以想起了。

但是，正是这种失控后的随心而书，却表现出

了此稿无章法而章法更美的艺术效果，这正

是一气呵成的感情渲泻所致，它美就在那不可

离析的气韵感情之中。

综观颜真卿此篇《文稿》的四个层次节

奏，宛如在听一个深仇大恨者面对仇人的申

诉，开头尚能性情平静，吐词清晰，接下来便

是义愤填膺，高声控诉，最后竟是声泪俱下，

泣不成声。这个艺术效果的获得，既有文稿本

身内容的决定因素，更是由作品的章法气韵以

及作者的情感的渲泻所决定的。

（三）无意于佳，浑然天成。

书法创作的过程，是心手相应，心手相忘

的过程，创作心态与创作行为乃是同一过程

的两个侧面，二者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二

者综合作用的自然结果，即是书法艺术作品的

产生。因而，对作品的考察，又必须从创作心

态与创作行为的综合作用上来入手。具体到

颜真卿的“《祭侄文稿》的产生，就创作心态

与行为动机来说，当初却不是为了书法的，但

却无意中创造出了号称天下第二行书的无价之

宝。这原因到底是什么？要找答案，自然会使

我们想到苏东坡的那句名言——“初无意于佳

乃佳耳”古往今来，凡是称得上神品墨宝的佳

作，大抵都不是有意为之的，而是自然而然地

获得的。《兰亭序》号称天下第一行书，但王羲

之后来书之，却总不如初。颜公一生留下来的

作品极多，但哪一件出心为之的作品，也不如

这篇享誉高。所以说，无意于佳而佳构天成，

这可以看作是真正的书法神品赖以产生的一

条规律。当然，这条规律绝不是一般人所能

掌握的，它只是属于那些少数技巧熟练，人品

高尚，学问高深的书法家。

论技巧，颜真卿是中国书法史上里程碑

式的人物，是继王羲之之后的第二座高峰。

他的技巧已达到熟练之极的程度，只要他

提起笔来，其技巧就已融于性情之中。在创

作时，不以技巧本身出现，而以性情出之，而

法度全备。论学识，颜真卿可以说是唐代较

有名气的学者，他一生著述丰厚，有多种语言

学专著和文学作品存世，尤其是他的碑文，不

仅量多，而且具有极高的文学水平和价值。论

人品，他堪称唐朝最著名的忠臣，尤其在抗击

安史叛军的战斗中，表现出了精忠报国取义成

仁的高贵品质，最后在李希烈的屠刀下为国捐

躯。正因为颜公技巧、学识、人品诸方面，都

达到了一般人无法企及的高度，所以他在提

笔挥写每一件作品时，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

其深厚的学问修养、高尚的人格性情，都自然

而然地与娴熟的笔法融为一体，使写出的每

一个字，每一行字都是一个新世界。正如傅

山《字训》中所说：“一行有一行之天，一字

有一字之天。”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也就不难

理解，象颜真卿这样的大书法家，尽管他在

创作时是“只顾耕耘，不想收获”，但其收获

之果却总是硕大无比。如此看来，颜真卿于无

意中创造出《祭侄文稿》这样的天下神品，也

就不足为奇了。

由此，也使我们得到了一个启示，这就

是，当代热心书法的人很多，但堪称精品的作

品却不多见。原因在哪里？就在于急功近利者

多，潜心道德与学识修养者少。我们今天研究

颜真卿，就要学习颜真卿的精神和美德。所

以，每一个热心书法的人，都应该首先加强

学识修养和爱国为民的思想品德修养，从急

功近利的桎梏中解脱出来，才能最终成为真

正的书法家。

（作者简介：宋学农，临沂师专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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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学书经历

宗承颜体 弘扬家风

历代谱谍记载，颜氏之先出自黄帝轩辕氏，一代始祖

颜回是孔子的入室弟子，位居空门72贤之首。由于颜回一

生追逐孔子“大道之行”的政治主张，显示出旷世之才，

被历代帝王渐次嘉封为“复圣公”。颜氏后裔人才辈出，

唐朝大书法家颜真卿是颜回第40代孙。由于颜体开一代

书风，成为颜氏宗族的楷模，所以其后人把颜体作为传

家宝，代代承传，弘扬广大。我身为圣贤之裔，名臣之后而

感到荣幸和自豪。

我在孩提时代便被父辈耳提面命，聆听教诲。常常

听到父亲在大槐树旁，母亲在月光下，讲起颜回身居陋巷

苦读寒窗，颜真卿不耻下问，勤奋练书法的故事。我的父

亲颜锡明祖上几代务农，家贫而无缘求学，但却聪明过

人，农耕技术样样精通，被誉为庄稼地里的大能人。母

亲颜周氏，聪慧贤达，过目不忘，剪得一手好窗花，十里

八乡办喜事的都要登门求之，如今80岁的高龄了，又被称

书海泛谈
◆颜振卿

作者简介： 

颜振卿，复圣颜回后裔，中国颜真卿书画院院长，中国颜体书

法函授学院副院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后勤馆研究员。自幼受

家庭熏陶临习颜体，其书法创作五体兼擅，融碑化帖，格调高古，

个性鲜明，独具军旅书家气派。参加书家精品大展百余次，十六次

荣获各种书法大赛金奖，作品广为中国和海外国家博物馆收藏，并

在国内外举办12次个人书法大展。出版《颜振卿书法艺术》三卷、 

《腾格里放怀》等诗词散文专集多部。

颜振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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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民间剪纸老艺人，一幅“世纪轮回，红梅报

春”的剪纸作品入选了“世界颜氏书画工艺美

术大展”。我的兄长颜振海大我一轮，自学成

才，在当地是位小有名气的书法家。我的表叔

王冠英法宗羲献，卓有所成，书名远播。我在

这样有着艺术氛围的家庭环境熏陶下，天分

里也有着几个艺术细胞。在母亲的严格要求

和父兄的指导下，8 岁时我便以家传的《多宝

塔》和《颜家庙碑》为范本练起了字。我出生

在三年困难时期，国难家贫，食不饱肚，何来

笔墨纸砚？记得第一个练字本是母亲用针线

缝制的梧桐叶，第一支毛笔是父亲从自家山羊

身上拔下的毛用高粱杆扎成的，墨是兄长用锅

底灰做的。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手足情。穷有

穷办法，人穷志不短。我非常理解父母用心良

苦，谁不望子成龙，谁不想光宗耀祖。我抱着

不辱祖宗之使命，暗下决心，信笔涂鸦起来，

以一种好奇和好玩的心情迷上了写字。开始

由父母的监督变成了一种自觉的行动，每天不

吃饭，不睡觉也要把当天的字写完。有时母亲

纺线我练字秉烛相伴到深夜，大有孟母断机

教子之意，虽觉清苦，但也相安。

我的学生时代是伴随着史无前例的“文

革”度过的，在学业上给我带来了无法弥补

的损失，毁灭了我的大学梦，但却成全了我

的书法情结。从小学写到中学，从中学写到

1976年，“文革”结束了，我也高中毕业了，我

的字也练的很象样了。

精勤染翰 锲而不舍

我于1978年入伍，来到甘肃的北部，腾格

里沙漠的腹地。这里有巍巍祁连，滔滔黄河，

丝绸古道，长城残垣。浩瀚的沙漠，无垠的戈

壁，构成了一幅天苍苍地茫茫的荒凉画卷。在

这样的环境里生活是相当艰苦的，训练、打

洞、开山劈石，漫天黄沙，风吹石头跑，足以

让人不寒而粟。面对如此恶劣环境，更激起

我顽强的斗志。在单调的军营生活之余，我又

想起了练书法。

我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临帖。一个风和日

丽的星期天，我独自一人到营外背静的地方

读书，在沙滩深处一丛红柳树下，打开了一本

唐诗，当读到“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

诗句时，我便激动地用树棍在地上写起来。

写好一看，自觉线条流动、苍劲有力，使我茅塞

顿开，古人所谓“如锥划沙，如印印泥”，不正

是最好的印证吗？我象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

样惊叹不已。我一阵狂奔，在一座沙丘的顶峰

高呼呐喊，触景生情，信笔在沙滩上写下一首

诗：“大漠作纸人当笔，挥洒生命壮志奇，风啸

天沙神龙舞，颠张狂素怎匹敌”。此后，我便成

了沙漠的常客，成了戈壁红柳、沙枣树、胡杨林

的“朋友”。无论是炎热的酷暑或是凛冽的寒

冬，也无论是雨雪交加或是风沙弥漫的天气，

我都象虔诚的佛教徒一样，如期光顾大漠，顶

礼膜拜。沙漠也同样回赐她的忠诚信徒。她给

我以宽广浩瀚的胸怀，给我以顶天立地的男儿

气概，更给我以由沙悟道启迪智慧之灵感。我

的一方闲章“拜沙斋主”就是我对沙漠寄寓的

最深厚的感情。

忠孝悲怀 情铸书风

自古忠孝难以两全。当初，我选择了投笔

从戎的这条路，就意味着报国奉献。因此，我

入伍五个年头还没有探过家。一是客观原因

所致，二是前途未卜，大有“孩儿立志出乡关，

学不成名誓不还”的韧劲。五年的风雨历程，

五年的翰墨春秋，终于使我盼到了柳暗花明

又一村。我以书法特长被评为全军优秀自学人

才，破格保送上军校。

当我昂首阔步踏进军校大门之时，不幸降

临到我的头上，一封家父病故的电报传来，使

我如五雷轰顶，天昏地暗，痛心之极，悲情难

抑，此时我有生以来真正体会到悲伤莫过于

痛失亲人。领导破例让我回家奔丧，在父亲的

灵堂前，我写下了一首诗：“今日伤悲倾襟，慈

父溘然辞子孙，为国戍边难尽孝，精忠恕未报

亲恩”，以表达对父亲沉痛的哀悼之情。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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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后，我将这个手稿寄给全国一个书法展

览，居然获得了二等奖。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阮

文辉看到这幅作品时说“胎息颜氏‘三稿’，忠

孝悲怀，神情交融，不可复得之笔”。从此，手

稿体便成为我追求和探索的主要形式。忠孝

亲情，也是我书写的最佳题材。我每当创作作

品时，必须要选择最能打动我的内容，然后以

情命笔，随缘放旷，任性逍遥，让激情真情得

到淋漓的渲泻，使内容与形式达到高度的和

谐与完美。

 

心仪鲁公 积健为雄

鲁公一生征战沙场，精忠为国，人品融入

书品，形成了独特的军人书风。我作为当代为

国戍边的军人，思接前贤，仿佛有一种巨大的

气息扑面而来。我应该继承先祖以天下为己

任的高尚品质，弘扬正大清雄之书风。颜体给

我三点启示。

1. 规范言行、进德修业

颜氏“三稿”给我的启示就是只有高品位

的人格，才能有高品位的书法风格，所谓字如

其人即是这个道理。我平常尤其注意加强内功

的修炼，规范言行，进德修业，在书法的风格

上培养正大气象。

2. 广积精储、厚积薄发

颜鲁公书法造诣之高，主要得力于他长

期的积累。他精通古文辞诗律，又第及篆隶

碑板等诸多艺术门类，熔汇百家为我所用。由

于基础深厚，下笔成章，书写的碑文与书法相

映生辉，具有极高的文学和历史价值。我追

循鲁公之门径，首先从整体上把握他艺术发

展的规律，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注意体悟精

髓，融会贯通。

3. 独造我意、变法创新

我采取了对比法临帖，即颜的楷书和行书

对比，碑与帖对比。这样楷行体结合，互为借

势，碑帖参照，刚柔并济。同时把篆隶的流美

和魏碑的爽健揉进行书中。经过长期的实践，

初具碑帖融合的自家面目。

 

名师指教 艺事有得

1994年是我人生的一大转折，由于我的

书法特长，有幸被调到北京工作。首都北京是

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艺术纷呈的大

舞台。这里名流如云，人文荟萃，书法艺术氛

围浓厚。我经常到中国美术馆、故宫、军博、革

博、历博和荣宝斋等艺术殿堂去观看书画展

览，接受陶熏，眼界大开。也曾聆听启功、沈

鹏、刘艺、李铎、刘炳森、张荣庆、夏湘平等诸

多名师授课，更加受益匪浅，顿悟书法之要。

良好的环境，名师的传授，激发了我学书的极

大热情。工作之余，我全身心的投入到临帖之

中。我意识到自己必须回归传统，古里淘金，

我以“独立不倚”的个性和“师练悟融”的追

求，探索“由近及远”、“吸纳杂揉”之法。这

是我领悟的学艺方法。我找准了自己的心路历

程，作品既出有得，连续入选全国第三、四届

楹联展，第八届国展，第七届中青展，首届中

国书协会员精品展，中国书协翰墨颂辉煌大

展，首届“兰亭”大展，第三届正书展，并荣获

中国书协教学成果汇报展，全军第三届书法

篆刻展，总后勤建党八十周年书画篆刻展等

6次一等奖。

我的艺术观

古人云：“法本无体，贵乎会通，启其玄

关，大道不殊。”

我喜欢悠悠远古的苍茫，铮铮生命本体

的呼唤。我把先祖圣贤儒雅忠烈的风范纳入

胸怀，融入笔墨之间，染翰数载，感慨万端，

以四字概括之，即：师—拜古为师，练—精研

勤练，悟—通灵开悟，融—碑帖兼融。

师—拜古为师。我们的先人创造了汉字，

演绎了书法，把美的旋律推向了极致。回归传

统，古里淘金，是继承书法艺术的唯一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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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幼受父辈的教诲，在汲古斋里摹写“颜筋

柳骨”，临写晋唐法帖，不下百种，几近教徒

般虔诚地拜倒在古人脚下。我体会，人古愈

深，空间愈大。古是一个宝藏，有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财富：古是海洋是宇宙，让你如鱼

得水，如鹏展翅，“立身当有古人风”。我从古

人那里既学到了做人，又得到了艺术的启迪。

如果说我的书法得高古生拙之气，那是上古

的恩赐。传统是个古老的话题，也是永恒的

旋律。

练—精研精练。这是学术从艺者必备的

笔墨功夫。精研，就是精品意识，精心修炼。

不论你写什么体，立什么风格，最高的境界就

是精。只有精品才能传世，笔墨精良，临帖精

微，创作精益求精。精练，古有米南宫日费千

张，永禅师40年临池不下楼，均说的是书家勤

学苦练的精神，“不经一番寒彻苦，难得梅花

扑鼻香”。习书练字是很苦的差事，要耐得住

寂寞，吃得苦中苦，才能有所收获。

颜振卿书法长卷《澳门基本法》捐献仪式

08-S9 new.indd   312 4/17/08   11:53:24 AM



313

艺苑展新猷

悟—通灵开悟。通透心扉之灵，开启智

慧之悟，乃书家追求的最高境界。一是书家

要提高综合素质，既通晓古今书法史论，读

万卷书，又要遍临名家碑帖，兼擅诸体，以悟

得艺理。二是从哲学、美学和文学上领悟书法

的精髓。艺术哲学，即美学，能提高书者审美

能力及健全的审美观念，促进思辨力和创造

力。在文学上，多读些古今诗词，从诗词中陶

冶性情，借取意境，悟得表现美的方法。三是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书法线条之有生命，因

为它体现了自然之美，心灵之真，表达了人对

自然、生命的感受。以智慧之眼观察，体味森

罗万象的种种形象，“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

造物体”（马克思语）。我在戈壁大漠里对沙

练字悟得“如锥画沙”的道理，在开山劈石的

运斫中得到力的启示，在流沙坠简里领略远

古的诗意，在楼兰残纸中窥探扑素简约的神

韵。道法自然，人贵有悟。只有让自己的心灵

和万物融通，才能开启智悟之门，游弋于艺术

的殿堂。

融—碑帖兼融。书家路数各有其道，有

人独得碑之古拙苍茫，有人喜擅帖之流美逸

宕，而我却二者兼爱。不偏不倚。我由颜、柳

起家，对他们的碑帖系统临摹，加以比较，发

现碑帖融美更胜其一。于是，在窥探李瑞清、

赵之谦、沈寐叟、于右仁、徐生翁等大家融碑

化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我亦涉足碑的王国，

由北朝碑版、造像到摹崖石刻，精选临习。在

实践中不断地将碑帖之间的刚与柔、拙与巧、

健与雄有机地融合起来，互相借鉴、取长 

补短。

颜振卿用蝇头颜楷将《澳门基本法》的全部内容共15682字 
写在19.99米的古绢之上，捐献给澳门特区政府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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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大石书艺术的宝库
—记颜鲁公《大唐中兴颂》与浯溪摩崖石刻

◆景颢

《大唐中兴颂》刻在120平方米的摩崖之上。碑高
3.2米，宽3.3米，全幅面积10.56平方米。书从左起，
21行，每行20字，除去空格，共332字。每字直径约
15公分，是浯溪摩崖之精华。

浯溪露天摩崖，是中国摩

崖中的佼佼者，在全国

也是赫赫有名，它是民族文化

的结晶、文物古迹荟萃之乡，

形成了一部庞大的石书和一座

书法艺术的宝库。浯溪露天摩

位于中国湖南的祁阳县城西南

祁阳湘江大桥南端的浯溪公园

内，此处苍崖石壁，濒临湘江，

巍然突兀，连绵78米，最高处

拨地30余米，是摩崖文字的天

然好刻处。因而，浯溪露天摩

崖，为南国摩崖第一家，为神

州一颗璀璨的文化明珠。浯溪

摩崖上的散文书法，称为一绝，

与元结之故明颂暗讽当朝和颜

真卿书法冠绝当世，亦称“摩崖

三绝”碑。其碑文博大精深，具

有丰富的历史与文化内涵，历时

千百年，享誉海内外。

唐代杰出散文家、诗人

元结，于代宗大历元年（公元

766年）被再次任命为道州刺史。次年二月，从

潭州都督府返道州，舟行至祁阳阻水，便登岸

安顿在此。受此处幽胜之山水，遂将一条“北

汇于湘”的原名小溪命名“浯溪”，意在“旌吾

独有”，撰《浯溪铭》，浯溪得名从此始。

大历六年（771年）元结从箧中检出10年

前率兵镇守九江抗击史思明叛军时写下充满

浩然正气的名篇《大唐中兴颂》旧稿修正后，

派专人赴临川，请他的好友颜真卿大笔书写。

安史之乱前后历时7年。中国历史上最为强盛

作者简介：

景颢，原名颜京刚，行字景刚。

景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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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苑展新猷

（1075年），大诗人、大书法家黄庭坚自鄂州

赴宜州谪所，风雨中途经浯溪，三日徘徊于摩

崖处，后在中门碑右侧 ，题七言长诗十四韵 

《书摩崖碑后有序》。黄刻运笔圆劲苍老，古茂

清遒，“深得兰亭风韵”，自称“佳诗妙墨”。另

一书家米芾也留有墨迹。宋代四大书法家竟有

两位在浯溪留下了翰墨，这是十分难得的。

清乾隆帝见到摩崖上的《大唐中兴颂》

拓片便视为“天球拱璧”。如此的人、文，书

法集中于浯溪一地，这是历史对浯溪的厚爱。

加上刻颂的摩崖临江矗立，如斧削成，“地辟

天开，其文独立；山高水大，此石不磨。”因文

奇、字奇、石奇，世称“摩崖三绝”，致“古今中

外皆知”了。后人为保护摩崖三绝，自宋仁宗

皇佑五年（1053年）始，已经六次修建“三绝

堂”。

清同治元年（1862年），著名书法家何绍

基游浯溪，步山谷诗韵，作《题摩崖中兴颂

碑诗并跋》，刊于黄碑右侧，行楷，颜体，世

推为“颜后第一”。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

元结（左）与颜真卿像

“圣寿万年”四字，刻于悬崖，每字直径逾丈

的大唐王朝，因唐玄宗李隆基沉溺于奢华享

乐，声色犬马之中。多年来一直荒于朝政，中

央政权放弃军权，对叛乱更疏于防范，安禄

山趁机纠集史思明、孙孝哲、阿史那承庆、田

承嗣等武夫为部将，于天宝十四载（755年），

在河北范阳、渔阳等地反叛。导致唐王朝面临

土崩瓦解的危险。时颜真卿在河北平原太守任

上，他首举平定叛乱的义旗，河北十七郡同时

反正，复归朝廷，各路义军合兵二十万众，共

推颜真卿为盟主，立志匡扶朝廷，平定叛乱。

在平定安史之乱中立下丰功伟绩的颜真卿书

写中兴颂时下笔激越高昂，气势磅礴，字字刚

正雄伟，气度恢宏，精神内蕴，字里行间都充

满刚毅之气。使中兴碑成为鲁公生平得意之

笔，被誉为“宇宙杰作”，至今仍被世人顶礼

膜拜。

《大唐中兴颂》于是年夏六月，刻在

120平方米的摩崖之上。碑高3.2米，宽3.3米，

全幅面积10.56平方米。书从左起，21行，每行

20字，除去空格，共332字。每字直径约15公

分，是浯溪摩崖之精华。《大唐中兴颂》之后

的1200多年来，历代豪杰名流，游躅接踵，

运笔抒怀，吟诗作赋，打碑刻石，镂玉雕琼，

使浯溪满山皆字，无石不诗。宋神宗熙宁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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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书法家、金石学家吴大雨中游浯溪，读中

兴颂，也次出山谷诗韵作长诗，刻于何碑之右

侧。楷体，书法秀劲，至此，颜、米、黄、何、吴

等一代代宗师、硕大无朋的真迹宝卷，一字儿

排开，成为浯溪的一道亮丽风景。加上其他大

家的翰墨，仅在此120平方米的摩崖上，就有

名刻95方，使之成为书法精品的荟萃地，群星

璀璨，美不胜收，形成一个永久性的诗、书展

圣殿，举世无双。在中兴碑左侧10步远的崖壁

上，嵌有黑色大理石镜石一方，宋时已盛传于

世。历代都有咏镜石的诗。民间还流传许多有

关镜石的传说故事。使得平民百姓“纵然不识

吴钩字，也为摩挲石镜来。”在镜石上方悬崖

上，镌刻着一个直径2.7米的“”，似字非字，似

符非符，人不能识。这是宋代词人永州通判柳

拱辰特意留刻下来的，成为浯溪摩崖的特殊组

成部分。为此而引发的神话传说，更为浯溪留

下了一点神秘感，增添了一种浪漫情调。

大 唐中兴 颂 摩崖 是 与磐 乐 、石鼓

类“至宝垂无垠”的。故而历代名臣、大

吏、文人、书家及海外人士，不避地僻路

险，梦寐以求地来浯溪游历瞻仰及吟咏

题刻。历代的石刻，从内容看，突出的有 

《 大 唐 中兴 颂 》、《 大 宋中兴 颂 》、 

《大明中兴颂》、元结的《老三铭》、吴大雨 的

《新三铭》；从字体看，楷、行草、隶、篆，五体

皆全，最大的“圣寿万年”四字，刻于悬崖，每

字直径逾丈，最小的字，只有蚂蚁那么大。

浯溪摩崖经历了千年风雨的侵蚀，在抗日

战争期间，日寇铁蹄之践踏，复经“文革”十年

之浩劫，破坏较重。为保护浯溪摩崖，县政府

设立了浯溪文物管理所。1988年，“浯溪摩崖

石刻”被国务院列入第三批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1994年，县政府设立了浯溪文物管理处。

经文物工作者的努力，查明自唐代至民国九年 

（1920年）存有300人的诗、词、书、画、题

词石刻（包括活碑、残碑）505方，其中唐代

30方，宋代113方，元代5方，明代78方，清代

88方，越南使臣诗5方，民国9方，还有时代不

明的182方。

1996年，新中国的革命家——陶铸的 

《东风》诗碑，树立于浯溪吾台南面山麓下的

陶铸铜像左侧山坡上，为新中国成立后刻在

浯溪的第一碑。1998年，又在《东见》诗碑右

侧，树立陶铸《踏莎行》词碑。

浯溪露天摩崖，在全国摩崖中是出类拔萃

的。它在文化史上的地位是崇高的，在书法艺

术上的价值是无与伦比的。现在，浯溪摩崖

得到了国家的重视和保护，是历史赋予它的伟

大使命。

08-S9 new.indd   316 4/17/08   11:53:36 AM



08-S10.indd new   1 4/17/08   12:00:15 PM



318

新加坡颜氏公会四十周年纪念特刊

一代 复圣祖

  

二代 歆：鲁大夫

  

三代 俭：大夫

  

四代 威：大夫

  

五代 芄：大夫

  

六代 亿：大夫

  

七代 岵：大夫

  

八代 卸：秦大夫

  

九代 誉：舍人

  

十代 产

  

十一代： 异：汉大夫

  

十二代 愚：卿士

  

十三代 逵：大夫

  

十四代 （ ）：尚书

  

十五代 衷：从事

  

十六代 凯：太守

  

十七代 邃

  

十八代 龠

  

十九代 绰

翰博府·陋巷志传承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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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代 准

  

二十一代 阮：著作郎

  

二十二代 亮：督邮

  

二十三代 敫：御史

   
二十四代 斐 盛：关内侯   始迁琅琊

   

     
二十五代 钦：魏司马  曾  兴  士光

        
二十六代 默  平  协  雅  闵：常侍  永  考

    
二十七代 畿  辇  含：晋光禄大夫（迁金陵，307年）

     
二十八代 髦：光禄大夫  谦：太守  约：太守

       
二十九代 ：西平侯  纶：廷尉  矫  朗  畅：州西曹  绍

    
三十代 靖之：御史  秉之：常侍

     
三十一代 腾之：御史  遵之：常侍  恭之

       
三十二代 兴之：太守  炳之：参军  泰之  吾昌  思遄

    
三十三代： 见远：御史  宣仁：参军

    
三十四代： 协：常侍

       
三十五代： 之仪：御史  之奇  之推：临侍郎  之善：迁长安（577年）

       
三十六代 思鲁：唐侍郎  愍楚  游秦：刺史

       
三十七代 师古：光禄大夫  相时：侍郎  勤礼：刺史  育德：舍人

             
三十八代 趋庭：刺史          曾孙真卿  其后代多居琅琊

   
三十九代 尚宾：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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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代 鼎

    
四十一代 迢

  

四十二代 传贽

  

四十三代 旻：始回迁曲阜

       
四十四代 君佐：从事  君雅  君则：长子未袭  君信  君立

     
四十五代 文威     文蕴：进士  文铎：节度史
     
四十六代 承佑      涉      衎：尚书

       
四十七代 柽：巡官  进朝  知勉  知谦  卓 

   
四十八代 端：宋司理

     
四十九代 继：进士  希：进士  绍（此以后分十六户）

    
五十代 昌  择

       
五十一代 擎  成  元  明  文

   
五十二代 价

   
五十三代 顺

   
五十四代 宝  进

       
五十五代 椿：元中书主奉祀  和  秫  敬

     
五十六代 之才：学正  之美：文林郎主奉祀

     
五十七代 涣  襄  池：教授主奉祀

   
五十八代 拳：主奉祀

   
五十九代 希仁：主奉祀 此间出现希惠乱宗案

       
六十代 议：承袭  赞  谕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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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一代 公 ：承袭  公铜  公钺：始创修《陋巷志》

       
六十二代 重德：承袭  重道：大夫  重礼：县丞  重贤  重式

     
六十三代 肇先：承袭  从祖  从厚  肇黄

     
六十四代 嗣慎：承袭  嗣恂  嗣恒  嗣惟

     
六十五代 胤宗：早逝  胤祚：兄终弟及袭博士  胤禄：庠生  首刊《陋巷志》

     
六十六代 伯贞：承袭早逝  伯廉：兄终弟及代袭博士

    
六十七代 光鲁：承袭博士  光晋：庠生二次刊印《陋巷志》

     
六十八代 绍统：承袭博士 绍绪：兄终弟及代袭博士 绍徽：庠生 始修《颜氏族谱》

        
六十九代 懋衡：国朝博士 懋行：庠生 懋修：庠生 懋徽：庠生 懋健：庠生 懋值：庠生

    
七十代 崇文：早逝未袭  崇敷：兄终弟及承袭博士  崇厂

    
七十一代 怀礼：袭博士早逝 怀 ：继袭博士 怀禧：举人，重修《颜氏家谱》

  

七十二代 士采：袭博士

  

七十三代 锡嘏：袭博士

     
七十四代 振佑：袭博士早逝  振吉：代袭博士

   
七十五代 承裔：袭博士

   
七十六代 景堉：袭博士民国改奉祀官

      
七十七代 世镛：奉祀官研究员止袭爵  世   世铎  世锦

       
七十八代 廷汉：早逝  廷渭  廷潮  廷澄  廷淦

      
七十九代 秉刚      秉振  秉亮  秉龙

    
八十代 培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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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氏始祖 国君
颜友公名垂青史

◆中国·山东 滕州颜氏文化研究会

颜氏起源于古郳国，开国君主系颜氏

始祖颜友。因郳由邾国分立，国又

名“小邾”，颜友曾孙郳犁来封子爵后，始称

颜友为“小邾子”。

公元前798年(周宣王三十二年)，邾国

君夷父颜辅助宣王平息鲁国内乱有功，宣王

封其三子友到商代兒（“兒”音“倪”，）城

立都建国，遂改古“兒”字作“郳”为国名。

邾国是鲁国附庸国，鲁仇恨夷父颜助宣王平

鲁乱，且担心邾日益强大会威胁鲁国，鲁国

向新继位的周王诬告夷父颜图谋不轨，夷

父颜因此蒙冤被诛。夷父颜曾誉满东夷地

区时称“颜公”，郳国君友因亡父蒙冤以父

字“颜”为氏始称“颜友”。唐代颜真卿《颜

氏家庙碑》云：“邾武公名夷父，字颜，子友，

别封郳为小邾子，遂以颜为氏⋯⋯”同期续

修的《颜氏族谱》有记载，曲阜古本《陋巷

志》有记载，滕州《古滕颜氏族谱》有姓源考

证；《史记·楚世家》有姓源记载，古本《滕

志》载有《春秋小邾世家》，今本《滕县志》

载有资深学者学术论文多篇，匡正谬误，正

本清源。颜氏起源于古郳国，国都故址在今

滕州市小邾城街。今《滕州颜氏》资料汇编

载《咏史》诗：“郳城依稀梁水流，邾陵高

冢葬诸侯。星移春秋二千八，天下颜氏出滕

州。”

颜友字肥，因出生在邾国“曹”姓贵族

世家在郳建国，故史有邾友、曹友、郳友之

称。东江考古出土西周青铜器上有大篆铭

文：“邾友父、郳庆、郳害”等；文献记载

有颜友曾孙“郳犁来”，有七世孙“郳甲”等，

均为国名与人名合写记载。《小邾春秋》国

史谱牒其后失传，有《颜氏家庙碑》、《陋巷

志》及各地颜氏谱牒传世。古本《滕志》卷

六《小邾世家》载颜友庶子颜爽去鲁国为大

夫，东江考古出土青铜器上有西周籀篆文，
始祖颜友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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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中科院曾毅公先生破译为“爽”字，恰与 

《陋巷志》记载相印证吻合。传至十八世孙

颜回，“敏而好学， 卓冠六科”，世尊“圣

贤”，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

家》、《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均记载褒扬。

颜回世称“颜子”，后封“复圣”，被后世子

孙尊为颜氏一世祖，世代相袭延续至今。战

国时，齐国王俭曾误解颜氏姓源因封颜邑出

于姬姓，唐代颜真卿考证予以否定，清代学

者曾遍查春秋齐鲁各国均无颜邑而再度否

定，今江南六省专家学者考证指其谬误，湖

南怀化续修《颜氏通谱》已作匡证。

颜友出身封建宗法制度庶子，与嫡出长

兄侉（古籍作“晇”），次兄夏父地位不同，

不能与邾君国父夷父颜，国母嬴氏同席就

餐，不像嫡传兄长那样受崇有加，只有埋头

攻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等上古文献，因此积累下渊博学识。商灭周

兴，兒地荒凉，城垣残毁，颜友受封后在兒

地废墟上艰苦创业，励精图治，建国兴邦，功

德卓著，名垂青史。

一、建国立都 修筑城垣，建造宫室，

区划国土，设置官吏，郳国始显赫于天下诸

侯，国都遗址在今滕州市区内。明代《兖州府

志》、古本《滕志》、清代《滕县志》，均有地

图与文字记载，当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谭其

骧教授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有翔实标注

与注释。

二、创设国学 恪守古训，教化子民，

创设国学，席地讲经，郳国国学始名扬东

夷各诸侯国；其后曾孙郳犁来东移四里复

建“小邾国学”后名“小宫”，国学遗址今名小

宫村。当代曲阜孔子研究院、曲阜颜子研究

院、海内外颜子文化研究会，有专家学者学术

论文发表。

三、辟路架桥 郳北临邾，西接滕，南

近薛，在四国交通要塞处古梁水（今名荆河）

上创建七星桥，置七座巨石桥墩，取七星北

斗之意命名七星桥。历代重建先后更名：斗

子桥、太平桥、霁云桥，今名善国大桥。20世

纪50年代初，古遗址尚存残桥石及残 屭碑

座，今在善国大桥东一里处；南北古道旧名：

古官道、官大道、九省通衢，今名善国路；建

桥处旧名车路口，历代《滕县志》载其历史沿

革。

四、农工兴国 开国初治，远程骑马，

近处徒步，抚吏安民；传授农桑渔猎技艺，丰

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东江村小邾国颜友墓出土

考古专家清理随葬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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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足食，国泰民安；传播百工制作营造之术，

制车造舟，广建楼庐，国家富庶，邻邦友睦，

被誉为“东方君之国”。近代《滕县志》载有

多位学者考证论文。

五、观测天象 承传华夏古老文明，在

宫殿之北筑观日台置日晷观测天象，酷暑汗

流浃背，面颊红彤，留下千古“红颜”之说。

东江考古曾发掘出五厘米后的朱砂，遂再度

引起轰动。今滕州市小邾城街北侧有高地隆

起处，世传为郳君古观日台遗址。

六、演 绎 八 卦  《八索》又名《八

卦》，在郳城北旷野上设置八卦田园演绎八

卦，探究奥妙玄机。古遗址今名梁场村，局部

道路田园痕迹今仍依稀可见。传说郳君死

后举国悲痛，子民不忍再看东疆，今梁场村

数千户庭院大门无一朝东者，颜氏后裔居此

也遵循旧俗。

七、尊父敬兄 颜友以父字为氏十多

年后，夷父颜平反昭雪，谥号邾武公。代理

夷父颜国君位的同母弟叔术，让国位于次

侄夏父，史称“叔术让国”，在《左传》、 

《公羊传》、《谷梁传》里留下“贤者叔

术”美名。叔术来郳国滥地立国名“滥”，国

都名“滥”城，遗址今在滕州东南羊庄镇土

城村，学者称之“邾分三国”。嫡长兄侉失位

来郳国，在八卦田园东开辟庄园名晇庄，虽

因灾荒、战乱及人口迁徙，至今仍名侉庄。

八、恩泽绵长 尊王室，睦诸侯，结盟

国，倡太平，奠定宏伟基业，国运恒昌兴隆；

重教化，爱子民，人丁兴旺，物阜民丰，长治

久安，国家繁荣。郳、小邾传国600余年，子

孙生息繁衍今传至103代，颜氏后裔遍及天

涯海角。

郳国君小邾子颜友呕心沥血，劬劳终

生，卒后葬东江颜氏墓地，2002年东江考古

证实，子孙世传的“葬之东山”史实确凿。今

墓地周边山野仍遍地生长着蒲公英，颜氏宗

主颜秉刚有诗云：“蒲英飞絮飘寰宇，天南地

北一家亲。”

郳国君小邾子为后世留下丰富历史文

化。公元前653年周惠王二十四年秋，曾孙郳

犁来晋封子爵朝见鲁君，《左传》记载“郳犁

碑文细说小邾国君颜友建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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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来朝”。公元前525年周景王二十年春，九

世孙小邾穆公朝鲁，国宴时钟鸣鼎沸，季平

子赋《诗经·小雅·采菽》助兴，小邾穆公赋

《菁菁者莪》以和之。且频繁举爵，纵论天

下，谈笑风生，盛况空前。鲁大夫昭子说，没

有这样的贤才治理国家，国家又怎能这样繁

荣富强呢？小邾穆公字举，在位四十一年，国

家繁荣富强，邻邦友善和好，是小邾国的鼎

盛时期。

其后建造的郳君小邾子陵墓，宛如金

字塔巍峨壮观。到20世纪60年代，依然矗

立在群山环抱之中，当地人称作堌堆。东江

考古发掘期间，笔者曾三次实地考察，见陵

墓三面青山环绕，墓冢前薛河西流，西南方

凤凰台小山头近在咫尺，古代勘舆学中所

说，“圣地三山加一头，不埋阁老葬王侯”在

此处也得到验证。越后，撰写纪实报道《郳

城傍梁水 邾陵依马山》，在《滕州日报》发

表。

颜氏文化源远流长，古典“孔门八颜，

皆郳出也”后融入春秋儒家文化，在华夏中

国已名垂千古，在齐鲁大地更独树一帜。

时逢盛世，百废俱兴。弘扬古今颜氏文

化，滕州颜氏义不容辞。2004年9月，第八

届世界颜氏联谊大会在中国·山东·临沂召

开，大会决议在山东滕州建立“郳国颜氏起

源故址”纪念碑，由滕州颜氏文化研究会承

办，用以昭示后世彪炳青史，以示对始祖颜

友公缅怀纪念。

（撰稿人：颜锡扬（执笔）颜道朗

颜道信 颜道彩）

小邾古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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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尊称孟子的母亲为孟母，岳飞的

母亲为岳母，唯独孔子的母亲，却不

以孔母称之，二千多年都冠以母姓，称为颜

母，或是圣母。

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叔梁为字，纥为

名），娶施氏为妻，生九女。后纳妾生一子，

取名伯尼，又称孟皮，患有足疾。叔梁纥不

干心，于是又娶颜征在。其时，叔梁纥经已

63岁，颜征在仅有16岁。

叔梁纥身材魁梧高大，饶勇善战，是当

时鲁国贵族孟献子门下的一名勇士，后任陬

邑大夫。《左传·襄公十年及十七年》两次记

载他立下彪炳战功。其中一次是：晋国为首的

几个诸侯出兵攻打一个叫偪阳的小国。叔梁

纥作为鲁国旗下的武士，在攻打偪阳时，对方

摆了空城计，让很多鲁国兵士进城后，随即

把千斤闸放下。力大无比的叔梁纥见状，迅

速冲前以双手托住，让攻城的战士不致于被

困在城内，救了很多人。叔梁纥的英勇事迹，

遂不胫而走。

作为封建社会传统思想，“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叔梁纥娶妻纳妾承嗣，实乃天

经地义的共识。60余岁的叔梁纥娶妻纳妾，

生下九女和一先天足疾的儿子后，当然再思

纳新妾。然而，又有谁家闺女愿意嫁给一个

老朽呢？

孔子的母亲颜征在，是鲁国都城曲阜城

内颜襄的小女儿。叔梁纥娶颜征在时，其岳

父颜襄应为四十余岁，膝下三个女儿，颜征

在最小，年方16。叔梁纥向颜襄提亲时，饱学

多识，早已崇拜叔梁纥英勇行为的颜襄，在

最小女儿颜征在的不反对下，颜襄把颜征在

嫁给叔梁纥了！

《孔子家语·本姓解》对颜襄嫁女有这

样的记载：“颜氏有三女，其小曰征在。颜父

问三女曰：‘陬大夫虽父祖为士，然其先圣

王之裔。今其人身为十尺，武力绝伦，吾甚贪

之。虽年长性严，不足为疑。三子孰能为之

妻？’二女莫对，征在进曰：‘从父所制，将何

问焉？’父曰：‘即尔能矣。’遂以妻之。征在

圣母颜征在
◆颜荣源

世界颜氏宗亲联谊总会永久会务顾问

颜征在教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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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往庙见，以夫之年大，惧不时有男，而私祷

尼丘之山以祈焉，生孔子，故名丘字仲尼。”

颜襄向三个女儿介绍叔梁纥时，大、二

女儿都默不作声，惟独最小的女儿颜征在表

态，愿听父亲的安排。颜征在嫁过门后，一

年多未孕，后上尼山祈祷，未几生下孔子。孔

子生年，按《史记·孔子世家》所记为鲁襄公

22年，即公元前551年。

孔子出生之谜

然而，孔子乃私生子一说却流传颇广。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生鲁昌平

乡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

夏，伯夏生叔梁纥。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

子，祷于尼丘得孔子。”由于《史记》云及“野

合”，故历来学者多有争议。有者认为是“野

外私生”之意，有者指为“非符合礼仪而生之

意”。

张守节《史记正义》对“野合”之说如

此解释：“男八月生齿，八岁毁齿，二八十六

阳道通，八八六十四阳道绝。女七月生齿，七

岁毁齿，二七十四阳道通，七七四十九阴道

绝。婚姻过此者皆为野合。”叔梁纥娶颜征

在时，他已是63岁，而颜征在还年轻，岁数不

相当，故曰“野合”。

许多学者都指出，古代所指的“野合”，

并非现在偷偷摸摸的一种男女野外苟合。现

代学者从婚姻制度的演变发展过程，认为

孔子所处的时代，野合是光明正当的狂欢行

为。《左传·定公十年》便有记载齐鲁在祝

其会盟，齐侯妾请鲁公，孔子对梁邱据辞谢

说：“牺象不出门，嘉乐不野合……是弃礼

也。”可见“野合”，是在野外宴享、奏乐的

意思。沮泽、桑林、云梦等地，就是当时人们

野合的好去处！

另有说法，谓孔子的“野合而生”是颜

征在被叔梁纥强奸的结果。颜征在如此容

易被诱骗至野外而被强奸吗？若被强奸，史

书上又怎么会说去尼山祈祷求子呢？

司马迁非常敬重孔子，曰：诗有之：“高

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

之。……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

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

圣矣！”故谓颜征在被强奸一说，孔子为私

生子乃无稽之谈！

颜征在为了替叔梁纥生子延续香火，经

常上尼山祈祷，越是临近分娩越是勤奋。有

一次，就在祷告完毕后，在东侧一个山洞憩

息时，顺利产下孔子。这洞，后人称作夫子

洞，亦称坤灵洞（坤灵乃表彰颜母之意）。洞

内有石床、石枕，是宋元时

安置的；五代时在洞上建有

尼山孔庙。

孔子生于尼山的传说

颇多。司马迁记孔子“生

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

云。”，即孔子之名“丘”的

来源于此。尽管后世编造

种种神话，例如孔子出生

时，七孔全露，奇丑无比，

叔梁纥将孔子抛弃，颜征在

四处寻找，终发现母虎以奶

喂孔子，旁有老鹰替孔子以

双展当扇扇风……本文作者颜荣源于夫子洞前留影。此遗迹经已不复存在。夫子洞上端
为颜母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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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民间传说

又有传说：颜征在怀孕上尼丘山祈祷

时，那天突然空中出现一麒麟，缓缓而下，口

衔玉帛，叔梁纥与颜征在夫妇呆呆地看着，

麒麟吐掉玉帛，徐徐降下，正落至叔梁纥手

中，而麒麟又入云而去。叔梁纥定神一看，玉

帛上写道：“奎星下凡，振兴于周。”他朝天

上一看，乌云密布，二龙盘旋于云霄。云间有

一仙翁道：“天感生圣人，故降以和乐。”顿

时上空响起了动人的和乐声。此时颜征在感

腹疼，婴儿降生了，天也晴了。可是此地杂草

丛生，荆棘刺人，颜母随口道：“要是枣针尖

朝下多好。”枣针尖真的朝下了。从此以后，

孔子出生地的野草染成红色，枣针朝下长

着，至今也是如此。

相传孔子的母亲生长于尼山水库东北

处，即今山东邹城东北五十里处，故该地亦

名颜母庄。《邹县地理志》载：“颜母故里，

在城东五十里颜母庄。”明代建有颜母祠。

清末康有为曾书写“颜母故里”石碑一块，立

于村东南一桥边，惜亦佚失。

颜母庄西北二里处有一水井，

井壁倾斜，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扳倒

井”，或“颜母井”。

相传孔子生下后，叔梁纥因孩子

生得丑怪而将他抛弃，后为一老人拾

获。颜征在遍寻，恰遇老人，高兴地

把孩子抱回。她在回家的路上见一

井，便想给孩子清洗身上的脏物。于

是她轻轻地把孩子放到井边，伸手

去撩水，但井深怎么也撩不到，便自

言自语地说：“井神啊，你倾斜一点该

多好呀！”话刚出口，天空中隐约传来

悦耳的乐声，这井也随着颜母的手扶

姿倾斜下来，井水涓涓流出。伴随着

和乐，二神女从天而降，轻轻地朝井

中洒入如雾似雨的香露，一眨眼又冉

冉升空，飘飘入云而去。颜母高兴得

很捧了一捧香露水饮了几口，然后又

给孩子沐浴，并抱着孩子朝井磕了三个头，便

回去了。这便是“扳倒井”传说的由来。

上述种种民间传说，固然在于突显孔子

乃天生圣人，但孔子的生长过程，却与颜家

密不可分，深受颜家的教诲甚大！

孔子3岁时，叔梁纥去世，孔家成为叔梁

纥元配施氏的天下。施氏恶毒，颜征在受不

了她的欺压凌辱，便带了孔子，以及生母已为

施氏虐待而死的孟皮离开了陬邑，迁居到了

鲁国政治文化与经济中心的都城内的阙里居

住。从此，一家三口相依为命，过着清贫的

生活。

征在教子有方

孔子后来被尊为“万世师表”、“至圣先

师”，是儒家的创始者，备受历代皇帝所推

崇，不断追封追谥。然而，有智慧、有毅力、

有见识、有品德的颜征在，却在孔子的成长

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颜征在自小便深受父亲的熏陶，勤奋

扳倒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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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学，知书达礼。他熟稔“在家从父，出外

从夫，夫死从子”的哲理，自叔梁纥去世后，

教育孔子的重任便落在她一个妇道人家 

身上。

颜征在的住家就在宗府附近，遇到祭

祀之日，颜征在必陪同孔子前往观礼，让孔

子从小便接触祭祀，认识礼仪的重要，以及

待人处事和生活的道理。孔子天资聪颖，一

学即会，在很小的时候已表现出异于常人的

智慧与品德！

《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为儿嬉戏，

尝陈俎豆，设礼容。“俎豆”是祭祀用的器

皿；“礼容”是祭祀时的规范。由此可见，孔

子小时已被教导学习如何摆设祭祀器物和磕

头行礼等礼仪。

孔子之前社会并无正式的教育机构。

能文善武，博古通今的孔子外祖父颜襄，

扮演老师的角色，在一旁孜孜不倦的扶导

孔子。颜征在于孔子17岁时逝世，颜襄时约

58岁，继续教导孔子“远宗尧舜，近守文武，

顺着天时，察看地理”，为实现孔子成为一代

圣人而付出心血！

孔子知书达礼，母亲死后，他要为父母

合葬，却因为母亲没有告诉他父亲葬在何处

而暂时作罢。他先将母亲的棺枢浅葬在一个

叫“五父之衢”的地方，然后四处询问，终于

从一位住过陬邑的曼父车夫的母亲口中获悉

父亲的墓址。《礼记·檀弓》记载了孔子父母

合葬于防，又为了造坟，“封之崇四尺”。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思

想家、教育家。古语云：“天不生仲尼，万古

如长夜！”尽管孔子的身世是一个学者热烈

争论的问题，意见纷纷，莫衷一是，但颜家

在孔子成为圣人的过程中所扮演的启蒙和教

育作用却是毋庸置疑的。孔子被后世尊为至

圣；后人尊称颜征在为圣母实不为过。尊称

颜母，或许是后人对颜家教导孔子所体现出

来的那一份尊敬与肯定吧！

颜母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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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岁  公元前521年，周

景王二十四年，鲁昭公

二十一年，颜路二十五岁，孔子

三十一岁。《陋巷志》：十一月

十六日颜子生。其家居鲁城陋

巷。 

二岁 公元前520年，周

景王二十五年，鲁昭公二十二

年。四月，周景王卒，子猛立，即

悼王。王子朝联络旧官、百工与

灵、景之族造反，杀悼王自立，

晋人攻之，立景王另一子丐，是为周敬王。端

木赐生。赐字子贡，卫国人。颜子在鲁。

三岁 公元前519年，周敬王元年，鲁

昭公二十三年。颜子在鲁。

四岁 公元前518年，周敬王二年，鲁

昭公二十四年，颜子在鲁。

五岁 公元前517年，周敬王三年，鲁

昭公二十五年。鲁昭公伐季孙氏。季孙、叔

孙、孟孙三家联合反抗昭公，昭公师败奔

齐。孔子赴齐。颜子在鲁。

六岁 公元前516年，周敬王四年，鲁

昭公二十六年。孔子在齐闻《韶》。鲁昭公自

齐居郓。颜子在鲁。

七岁 公元前515年，周敬王五年，鲁

昭公二十七年。孔子返鲁。吴公子光使专诸

颜子年谱
◆颜景琴

刺吴王僚而自立，是为吴王阖

闾。樊须、原宪生。须字子迟，

鲁人；宪字子思，宋人。颜子在

鲁。

八岁 公元前514年，周

敬王六年，鲁昭公二十八年。鲁

昭公至晋，居乾（晋邑）。颜子在

鲁。

九岁 公元前513年，周

敬王七年，鲁昭公二十九年。晋

铸刑鼎。颜子在鲁。

十岁 公元前512年，周敬王八年，鲁

昭公三十年。孔子年四十，自称“四十而不

惑。”澹台灭明生。灭明字子羽，鲁之武城

人。颜子在鲁。

十一岁 公元前511年，周敬王九年，

鲁昭公三十一年。晋侯欲送昭公回国，鲁季

孙如意来迎，昭公未敢返鲁。陈亢生。亢字

子禽，陈人。颜子在鲁。

十二岁 公元前510年，周敬王十年，

鲁昭公三十二年。鲁昭公卒。季孙立昭公弟

公子宋，是为定公。颜子在鲁。

十三岁  公元前509年，周敬王十一

年，鲁定公元年。孔子年四十三岁，颜子入

学，师事孔子。“颜子生而明睿潜纯，有圣人

之资。十三岁从学于孔子。”（《学统正统·颜

作者简介：

曲阜师范大学教授，曾任新加坡颜氏公会名誉会长。

颜景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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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公西赤生。赤字华，鲁国人。颜子在

鲁。

十四岁  公元前508年，周敬王十二

年，鲁定公二年。子路、颜回浴于洙水，有五

色鸟。颜回问子路。曰：“荣荣之鸟。”后日，

颜渊与子路又浴于泗水，更有前鸟，复问于

路“识此鸟否？”子路曰：“识。”颜渊曰：“何

鸟？”子路曰：“同同之鸟。”颜渊曰：“何一

鸟而二名？”子路曰：“譬如丝如绢，煮之则

为帛，染之则为皂，不亦宜乎？”（《圣门十六

子书·颜子书》引《冲波传》）颜回问：“朋友

之际如何？”孔子曰：“君子之于朋友也，心

必有非焉，而弗能谓吾不知，其仁人也，不忘

久德，不思人怨，仁矣夫。”（《孔子家语·颜

回》）颜子在鲁。

十五岁  公元前507年，周敬王十三

年，鲁定公三年。邾庄公卒，邾隐公即位。卜

商生。商字子夏，卫国人。颜回问君子。孔子

曰：“爱近仁，度近智，为己不重，为人不轻，

君子也夫。”回曰：“敢问其次。”子曰：“弗

学而行，弗思而得，小子勉之”。（《孔子家

语·颜回》）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

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 

（《论语·为政》）颜子在鲁。

十六岁  公元前506年，周敬王十四

年，鲁定公四年。吴、蔡、唐联合大败楚师，

楚臣申包胥赴秦乞援。孔子观鲁桓公庙宥

坐之欹器，联想起“持满”之道，对弟子

说：“吾闻宥坐之器者，虚则欹，中则正，满

则覆”，“恶有满而不覆者哉？”（《荀子·宥

坐》）子曰：“语之而不惰者，其回也与。”（

《论语·子罕》）。颜子在鲁。

十七岁  公元前505年，周敬王十五

年，鲁定公五年。六月，鲁国季孙意如《季平

子）卒。阳虎欲见孔子，孔子不见，于是馈孔

子豚，欲待孔子拜谢时见孔子。孔子不欲见，

打听得阳虎不在时拜谢，但不巧在路上遇到

了，阳虎劝孔子出仕，孔子口头答应，但终不

仕（见《论语·阳货》）。颜子在鲁。

十八岁  公元前504年，周敬王十六

年，鲁定公六年。季氏家臣阳虎擅权日重。子

曰：“回也，非助我者也，于我言无所不说” 

（《论语·先进》）。颜子在鲁。

十九岁  公元前503年，周敬 王十

七年，鲁定公七年。颛孙师生。师字子张，

陈人。颜子将西游，问于孔子曰：“何以为

身？”孔子曰：“恭敬忠信，可以为自，恭则免

于众，敬则人爱之，忠则人与之，信则人恃

之。人所爱，人所与，不所恃必免于患矣。可

以临国家，何况于身乎？故不比数而比疏，

不亦远乎？不修中而修外，不亦反乎？不先虑

事，临难乃谋，不亦晚乎？”（《说苑·敬慎》

又见《孔子家语·贤君》）。颜子是年由鲁西

游至卫，由卫至宋，由宋返鲁。

二十岁  公元前502年，周敬王十八

年，鲁定公八年。孔子年五十，自谓“五十而

知天命”。阳虎谋杀季氏未遂，入驩（今山东

宁阳县西北）、阳关（今泰安县东南）以叛。

公山不狃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因子路反

对而未成行。颜子在鲁，是年行冠礼，娶戴

氏。

二十一岁 公元前501年，周敬王十九

年，鲁定公九年。六月鲁伐阳虎，攻打阳关。

阳虎突围奔齐，旋逃亡宋国，最后逃至晋国，

投赵简子。孔子任中都（今山东省汶上县西）

宰，卓有成绩，治理一年，四方皆则之。冉

鲁曹恤、伯虔、颜高、叔仲会生。颜回问仲尼

曰：“孟孙才，其母死，哭泣无涕，中心不戚，

居丧不哀。无是三者，以善处丧盖鲁国，固

有无其实而得其名者乎？回壹怪之”。（《庄

子·大宗师》）。颜子在鲁。是年生颜歆。

二十二岁 公元前500年，周敬王二十

年，鲁定公十年，孔子升大司寇，摄相事。鲁

定公与齐景公会于夹谷（今山东荚芜市南）。

孔子以大司寇身份为定公相礼，颜回等弟子

随行。颜回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

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

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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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

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论语·颜

渊》）。孔子见客，客去。颜渊曰：“客仁

也？”孔子曰：“恨兮其心，颡兮其口，仁则吾

不知也。”颜渊蹙然变色曰：“良玉度尺，虽

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良珠度寸，虽有百

仞之水，不能掩其莹。夫形，体之包心也，闵

闵乎其薄也。苟有温良在其中，则眉睫著之

矣；疵瑕在中，则眉睫不能匿之。诗曰：钟鼓

于宫，声闻于外。”（《韩诗外传·四》）颜子

在鲁。

二十三岁 公元前499年，周敬王二十

一年，鲁定公十一年。孔子为鲁大司寇，鲁国

大治。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

则日月至焉而已矣。”（《论语·雍也》）颜子

在鲁。

二十四岁 公元前498年，周敬王二十

二年，鲁定公十二年，颜回等随孔子堕三都。

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

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

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卫灵公》）。

陈大夫聘鲁，私见叔孙氏。叔孙氏曰：“吾

国有圣人。”曰：“非孔丘邪？”曰：“是

也。”“何以知其圣乎？”叔孙氏曰：“吾尝闻

之颜回曰：孔丘能废心而用形。”（《列子·仲

尼》）颜子在鲁。

二十五岁 公元前497年，周敬王二十

三年，鲁定公十三年。颜子随孔子离开鲁国前

往卫国，住在卫都帝丘（今河南省滑县）颜浊

邹家。十月离开卫往陈国，在过匡地时，匡人

误认孔子为阳虎，围困孔子师徒。颜子后至，

解匡人围。经蒲地，赶上公叔氏起事，又被

当地所围，孔子与蒲人盟。返回卫国，住在蘧

伯玉家。子畏于匡，颜渊后。子曰：“吾以汝为

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先进》）

回问小人。孔子曰：“毁人之善以为辩，狡讦

怀诈以为智；幸人之有过，耻学而羞不能，

小人也。”颜回问于孔子曰：“小人之言，有

同乎君子，不可不察也。”孔子曰：“君子以

行言，小人以舌言，故君子于为义之上相疾

也，退而相爱；小人于为乱之上也相爱也，

退而相恶。”（《孔子家语·颜回》）孔子在

卫。昧旦晨兴，颜回侍侧，闻哭者之声甚哀。

子曰：“回也，汝知此何所哭乎？”对曰：“回

以此哭声，非但为死者而己，又将有生离别

者也？”对曰：“何以知之？”对曰：“回闻桓

山之鸟，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将分飞于四

海，其母悲鸣而送之，哀声有似于此，谓其往

而不返也，回窃以音类知之。”孔子使人问

哭者。果曰：“父死家贫，卖子以葬，与之长

诀。”子曰：“回也，善于识音矣。”（《孔子

家语·颜回》）。颜子在卫。

二十六岁 公元前496年，周敬王二十

四年，鲁定公十四年。孔子见卫灵公夫人南

子，子路不悦。灵公与南子让孔子为次乘招

摇过市，孔子耻之。“邑名朝歌，颜渊不舍。

七十弟子掩目。宰我独顾，由蹙堕车。”宋均

曰：“子路恶宰予顾视凶地，故以足蹙之，使

下车也。”（《颜氏家训》）颜子在卫。

二十七岁  公元前495年，周敬王二

十五年，鲁定公十五年。颜子跟随孔子离开

卫国，到曹国，又从曹国到宋国，见宋景公。

孔子曾与弟子习礼于大树下，宋司马桓魋以

砍树的举动警告孔子。颜子设计离宋至郑，

然后至陈，住陈大夫司城贞子家中。子夏问于

孔子曰：“颜回之为人奚若？”子曰：“回之

仁，贤于丘也。”曰：“子贡之为人奚若？”子

曰：“赐之辩，贤于丘也。”曰：“子路之为人

奚若？”子曰：“由之勇贤于丘也。”曰：“子

张之为人奚若？”子曰：“师之庄，贤于丘

也。”子夏避席而问曰：“然则四子者何为

事夫子？”曰：“居，吾语汝，夫回能仁而不

能反；赐能辩而不能讷；由能勇而不能怯；

师能庄而不能同。兼四子者之有以易吾，

吾弗许也。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贰也。” 

（《列子·仲尼》）孔子使子贡往外，久不

来。孔子谓弟子占之，遇“鼎”。皆言：“无足

不来。”颜子掩口而笑。子曰：“回哂，谓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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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曰：“无足者，乘舟而来。赐至矣，朝

也。”子贡果朝至（《绎史》等引《冲波传》）

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

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

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 

（《论语·公治长》）孔子曰：“自吾有颜回，

门人益亲。”（《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

与子路、子贡、颜渊游于戎山之上。孔子喟

然叹曰：“二三子各言尔志、予将览焉！由尔

何如？”对曰：“得白羽如月，赤羽如日，击钟

鼓者上闻于天，旌旗翩翻，下蟠于地，使将

而攻之，惟由为能！”孔子曰：“勇士哉！赐

尔何如！”对曰：“得素衣缟冠，使于两国之

间，不持尺寸之兵，升斗之粮，使两国相亲

如弟兄。”孔子曰：“辩士哉！回尔何如？”对

曰：“鲍鱼不与兰茞同笥而藏，桀纣不与尧

舜同时而治，二子已言，回何言哉！”孔子

曰：“回有鄙之心”。颜渊曰：“愿得明王

圣主为之相，使城郭不治，沟池不凿，阴阳

和调，家给人足，铸库兵以为农器。”孔子

曰：“大士哉！由来，区区汝何攻？赐来，便便

汝何使？愿得衣冠，为子宰焉”。（《韩诗外

传·九》）。《说苑·指武》、《韩诗外传·七》

记载略有不同）颜子离卫过曹，经宋、郑而至

陈。

二十八岁  公元前494年，周敬王二

十六年，鲁哀公元年。卫将文子问于子贡

曰：“吾闻夫子之施教也。⋯⋯盖入室升堂

七十有余人。闻之孰为贤也⋯⋯”子贡对

曰：“夙兴夜寐，讽诵崇礼；行不贰过，称

言不苟，是颜渊之行也。”《孔子家语·弟

子行》）孔子曰：“回有君子之道四焉：强

于行义，弱于受谏，怵于待（王注“待”宜

为“得”）禄，慎于治身。”（《孔子家语·六

本》）颜子离陈至卫。

二十九岁 公元前493年，周敬王二十

七年，鲁哀公二年。颜渊入，子曰：“智者若

何？仁者若何？”。颜渊对曰：“智者自知，仁

者自爱。”子曰：“可谓明君矣。”（《荀子·子

道》、《孔子家语·三恕》）子夏读诗毕。

⋯⋯颜渊曰：“其表已现，其里又何有哉。” 

（《韩诗外传·二》）颜子由卫至陈。

三十岁 公元前492年，周敬王二十八

年，鲁哀公三年。颜路年五十四，孔子年六

十。子曰：“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

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中庸》）颜渊

东之齐，孔子有忧色。子贡下席而问曰：“小

子敢问。回东之齐，夫子有忧色。何也？”子

曰：“⋯⋯吾恐回与齐候言尧、舜、黄帝之

道，而重以燧人，神农之言。彼将内求于已而

不得，不得则惑，人惑则死。”（《庄子·至

乐》）颜子在陈。

三十一岁  公元前491年，周敬王二

十九年，鲁哀公四年。孔子谓颜回曰：“人

莫不知此道之美，而莫之御也，莫之为

也，何居为闻者，盖日思也夫！”。《孔子家

语·颜回》）颜回问于仲尼曰：“成人之行若

何？”子曰：“成人之行，达乎情性之理，通

乎物类之变，知幽明之故，睹游气之原，若

此而可谓成人。既知天道，行躬以仁义，饰

身以礼乐；夫仁义礼乐，成人之行也。穷神

知化，德之盛也。”（《说苑·辨物》、《孔子

家语·颜回》）颜回问于仲尼曰：“吾尝济乎

觞深之渊矣，津人操舟若神。吾问焉曰：‘操

舟可学邪？’曰：‘可，能游者可教也；善游

者，数能。乃若夫没人，则未尝见舟而谡操

之也。’吾问焉而不告，敢问何谓也？”仲尼

曰：“言医！吾与若玩其文也久矣，而未达其

实，而固且道与。能游者可教也，轻水也；善

游者之数能也，忘水也。乃若夫没人之未尝

见舟，而谡操之也。彼视渊若陵，视舟之覆

犹其车却也。”（《列子·黄帝》）颜子居陈，

后入蔡。

三十二岁  公元前490年，周敬王三

十年，鲁哀公五年。孔子师徒自蔡返陈。子路

曰：“人善我，我亦善人；人不善我，我亦不

善之。”子贡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

善我，我则引之进退而已耳。”颜子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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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三

子所持各异，问于夫子。夫子曰：“由之言，蛮

貊之言也；赐之言，朋友之言也；回之言，亲

属之言也。诗曰：‘人之无良，我以为兄。’” 

（《韩诗外传·九》）宰我谓：“三年之丧，

日月既周，星辰即更，衣裳既造，百鸟既变，

万物既易，黍稷即生，朽者既枯，于期可

矣。”颜渊曰：“人知其一，莫知其他；但知

暴虎，不知凭河。鹿生三年，其角乃堕，子生

三年而离父母之怀。子虽美辩，岂能破尧舜之

法，改禹汤之典，更圣人之文，除周公之礼，

改三年之丧哉。父母者，天地也。天崩地坏，

为三年之丧，不亦宜乎”（《冲波传》）。颜子

自蔡返陈。

三十三岁 公元前489年，周敬王三十

一年，鲁哀公六年。是岁，吴伐陈，楚救陈。

楚闻孔子在陈蔡之间，使人聘孔子。孔子

困于陈蔡之间，绝粮七日。孔子知弟子有愠

心，乃召子路而问曰：“《诗》云‘匪兕匪虎，

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子路

曰：“意者吾未仁邪？人之不我信也。意者

吾未知邪？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

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齐？

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

贡入见。孔子曰：“赐，《诗》云‘匪兕匪虎，

率彼旷野。’吾道非也？吾何为于此？”子

贡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

子。夫子盖少贬焉？”孔子曰：“赐，良农能

稼而不能为穑，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君子

能修其道，纲而纪之，统而理之，而不能为

容。今尔不修尔道而求为容。赐，而志不远

矣！”子贡出，颜回入见。孔子曰：“回，《诗》

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也？吾何

为于此？”颜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

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

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

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

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孔子欣然而笑

曰：“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

宰。”（《史记·孔子世家》）孔子穷于陈蔡之

间，七日不火食。左据槁木，右击槁枝，而歌

飙氏之风，有其具而无其数，有其声而无宫

角。木声与人声，犁然有当于人之心。颜回端

拱还目而窥之。仲尼恐其广已而造大也，爱

已而造大也，曰：“回，无受天损易，无受人

益难。无始而非卒也，人与天一也。夫今之

歌者其谁乎！”曰：“敢问无受天损易。”仲尼

曰：“饥渴寒暑，穷桎不行，天地之行也，运

物之泄也，言与之偕逝之谓也。为人臣者，

不敢去之。执臣之道犹若是，而况乎所以待

天乎？”“何谓无爱人益难？”仲尼曰：“始用

四达，爵禄并至而不穷。物之所利，乃非已

也，吾命其在外者也。君子不为盗，贤人不为

窃，吾若取之何哉？故曰：鸟莫知于鷾鸸，目

之所不宜处不给视，虽落其实，弃之而走。

其畏人也而袭诸人间。社稷存焉尔！”“何

谓无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万物而不

知其禅之者，焉知其所终？焉知其所始？正

而待之而已耳。”“何谓人与天一邪？”仲尼

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

有天，性也。圣人晏然体逝而终矣。”（《庄

子·山木》）。“使子贡至楚。楚昭王兴师迎

孔子，然后得免。昭王将以书社七百里封孔

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诸侯，有如子

贡者乎？”曰：“无有。”“王之辅相，有如颜

回者乎？”曰：“无有。”“王之将率，有如子

路者乎？”曰：“无有。”“王之官尹，有如宰

予者乎？”曰：“无有。”“⋯⋯今孔丘得据

土壤，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

止。其秋，楚昭王卒于城父（《史记·孔子世

家》）。颜子自陈入蔡，绝粮七日。

三十四岁 公元前488年，周敬王三十

二年，鲁哀公七年。夏，鲁哀公与吴人会于鄫

（今山东峄县境内），吴向鲁国索取牛、羊、

猪各一百头为祭品。吴太宰嚭召季康子，康

子使子贡辞谢（这时子贡已仕鲁为大夫），子

贡以周礼说服嚭，很好地完成了使命。颜渊、

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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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

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

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

者怀之。”（《论语·公冶长》）颜渊曰：“舜

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孟

子·滕文公上》）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

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

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

文学：子游、子夏。”（《论语·先进》）颜渊

问于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夫

子驰亦驰，夫子奔逸绝尘，而回瞠若乎后

矣！”夫子曰：“回，何谓邪？”曰：“夫子步亦

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趋亦趋也，夫子辨

亦辨也；夫子驰亦驰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

也；及奔逸绝尘而回瞠若乎后者，夫子不言

而信，不比而周，无器而民滔乎前，而不知所

以然而已矣”。（《庄子·田子方》）颜子先孔

子由楚至陈，至宋，孔子病于陈，颜子返陈

迎孔子经宋至卫。

三十五岁 公元前487年，周敬王三十

三年，鲁哀公八年。三月，吴伐鲁，吴大败，

孔子弟子有若参战有功。乐稽耀嘉曰：“颜回

尚三教，变虞夏。”〔按：夏教忠，殷教敬，周

教文〕（《白虎通·三教篇》）颜子在卫。

三十六岁 公元前486年，周敬王三十

四年，鲁哀公九年。颜路六十岁，孔子夫人亓

官氏卒。仲尼闲居，子贡入侍而有忧色。子贡

不敢问，出告颜回。颜回援琴而歌，孔子闻

之，果召回入。问曰：“若奚独乐？”曰：“夫

子奚独忧？”孔子曰：“先言尔志。”曰：“吾

昔闻之夫子曰：‘乐天知命’故不忧，回所以

以乐也。”孔子愀然有间曰：“有是言哉，汝

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尔，请以今言为正

也。汝徒知乐天知命之无忧，未知乐天知命

有忧之大也，今告若其实：修一身，任穷达，

知去来之非我，亡变乱于心虑，尔之所谓‘乐

天知命’之无忧也。曩昔吾修诗书、正礼乐、

将以治天下，遗来世；非旦修一身，治鲁国而

已。而鲁之君臣日失其序，仁义益衰，性情益

薄，此道不行一国与当年，其如天下与来世

矣？吾始知《诗》、《书》、《礼》、《乐》无救

于治乱，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此乐天知命

之所忧。虽然，吾得之矣。夫乐而知者非古

人之所谓乐知也。无乐无知，是真乐真知；

故无所不乐，无所不知，无所不忧，无所不

为。《诗》、《书》、《礼》、《乐》，何弃之有？

革之何为？”颜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

矣。”出告子贡，子贡茫然自失，归家淫思七

日。不寝不食，以至骨立。颜回重往喻之，乃

反丘门，弦歌诵书，终身不辍。（《列子·仲

尼》）颜回谓子贡：“吾闻诸夫子：身不用礼，

而望礼于人，身不用德，而望德于人，乱也。

夫子之言，不可不思也。”（《孔子家语·颜

回》）颜子在卫。

三十七岁 公元前485年，周敬王三十

五年，鲁哀公十年。孔子谓颜回曰：“回，来！

家贫居卑，胡不仕乎？”颜回对曰：“不愿仕，

回有郭外之田五十亩，足以给 粥；郭内之

田十亩，足以为丝麻；鼓琴足以自娱；所学夫

子之道者足以自乐也，回不愿仕。”孔子愀

然变容，曰：“善哉，回之意！丘闻之：‘知足

者，不以利自累也；审自得者，失之而不惧；

行修于内者，无位而不怍。’丘诵之久矣，今

于回而后见之，是丘之得也。”（《庄子·让

王》）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

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

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谒吾

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 

（《论语·子罕》）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

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是夫。”（《论语·述

而》）颜回谓子路曰：“力猛于德，而得其死

者，鲜矣！盍慎诸焉。”（《孔子家语·颜回》）

颜子在卫。

三十八岁 公元前484年，周敬王三十

六年，鲁哀公十一年，春，齐师伐鲁，冉有为

季氏将左师，与齐军战于鲁郊，克之。季康子

问他怎样学会作战的，冉有说，学于孔子，遂

荐孔子于季氏。季康子派公华、公宾、公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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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币迎孔子归鲁。仲孙何忌问于颜子曰：“一

言而有益于仁智，可得闻乎？”对曰：“一言

而有益于智，莫如豫；一言而有益于仁，莫如

恕。夫知其不可由，斯知其所由矣。”（《孔

子家语·颜回》）叔叔武叔见（中有阙文）未

仕于颜回。宾曰：“武叔多称人之过，而已评

论之”。颜回曰：“固子之来辱也，宜有得于

回焉。吾闻诸孔子曰：‘言人之恶，非所以美

己；言人之枉，非所以正己。’故君子攻其

恶，无攻人之恶”。（《孔子家语·颜回》）子

路去鲁，谓颜回曰：“何以赠我？”曰：“吾闻

之，去国则哭于墓，而后行；反其国，不哭，

展墓而入。”谓子路曰：“何以处我？”子

路曰：“吾闻之，过墓则式，过祀则下。” 

（《礼记·檀弓》）鲁献子聘于晋，宣子觞

之。三徙钟石之悬，不移其具。献子曰：“富

哉，家。”宣子曰：“子之家，孰与我家

富？”献子曰：“吾家甚贫，惟有二士，曰颜

回、兹无灵者，使我邦家平安，百姓和协。惟

此二者耳，吾尽于此矣。”客出，宣子曰：“彼

君子也，以养贤为富；我鄙人也，以钟石金

玉为富。”孔子曰：“孟献子之富，可著于春

秋”（《新序·刺奢》）。颜子在鲁，助孔子整

理古代典籍，设坛讲学。

三十九岁 公元前483年，周敬王三十

七年，鲁哀公十二年。孔子之子伯鱼卒。懿子

曰：“夫子亦有四邻乎？”孔子曰：“吾有四友

焉。自我得回也，门人加亲，是非胥附乎？自

吾得赐也，远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辏乎？自

我得师也，前有光，后有辉，是非先后乎？自

我得由也，恶言不至于门，是非御侮乎？” 

《孔丛子·论书》）又见《尚书大传·殷传》）

子曰：“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

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周易大传·系辞

下》）颜子在鲁。

四十岁 公元前482年，周敬王三十八

年，鲁哀公十三年。孔子年七十。孔子晚年而

好《易》，“读《易》，韦编三绝”（《史记·孔

子世家》）。颜子在鲁。

四十一岁 公元前481年，周敬王三十

九年，鲁哀公十四年。春，管理山林的人，在

曲阜西面的大野捕获一怪兽，据说是麟。孔

子说：“吾道穷矣！”秋，八月二十三日，颜子

卒于曲阜陋巷。葬于曲阜城东防山之阳。颜

渊死。子曰：“天丧予！天丧予！”（《论语·先

进》）。颜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

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为

谁？”（同前）颜渊死，颜路请孔子车以为之

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

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

夫之后，不可徒行也。”（同前）颜渊死，门人

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门人厚葬之。子

曰：“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

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同前）“颜子之丧，

馈（《孔子家语》作“颜路馈”）祥肉。孔子

出而受之。入，弹琴而后食之。”（《礼记·檀

弓上》）颜回死，鲁定公（哀公之误），吊焉，

使人访于孔子。孔子曰：“凡在封内，皆臣子

也，礼，君吊其臣，升自东阶，向尸而哭，其恩

赐之施，不有 也（《孔子家语·曲礼》）孔

子哭之恸曰：“自吾有回，门人益亲。”（《史

记·弟子列传》）“颜渊发白齿落。夫以庶几

之材，犹有仆顿之祸；孔子力优，颜渊不任也

（《论衡·效力》）。“颜回希舜，所以早亡” 

（《金楼子·立言》）哀公问：“弟子，孰为好

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

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

学者也。”（《论语·雍也》）季康子问：“弟

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

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论语·先

进》）。

录自〈新篇陋巷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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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祖仁德论

“德” 字

在

中国由来已久，《尚

书·尧典》有“克明

俊德”句。这句话至

少是周人所记，其

实早在甲骨文中已有

此“德”字，表示目

光直视或纵射。金

文“德”字从言从心，被人解释成心直、言直，

把心放端正，即要求人与人之间要赤诚相

待。殷周以来，它是与淫乱对立的一个字。到

了西周，“德”字又发展为“敬天保民”之意。

春秋以来，更赋予其谦、恕、礼、让、恭、敬、

正直、诚信等含义。孔子把它继承下来，对其

多次论述、使用，一部《论语》“德”字出现

过十多次。其内含包括爱人、无私、忠诚、信

义、孝梯、骂行、中庸等含义。后来又由个人

的品质发展为对从政治国者的要求。为政

以“德”。

孔子除从理论上论述“德”之外，在行

动上更贯彻了重德的精神。在孔子教学“四

科”中，“德行”为首。在“德行”科的四个弟

子中，各有其与众不同的德行。如阑子赛孝

梯、廉洁，冉 耕敦

厚、刚毅 ，冉雍俊

秀、端肃，尤其是“德

行”之首的颜回，

其品德不但高过别

人，且表现全面，更

是其中的佼佼者。其

德行主要表现为：以

德修身，以德处世，

以德治国。现分别论述如下：

一、以德修身

《论语·先进》记：“子曰：从我于陈蔡

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

牛、仲弓⋯⋯”同篇又记：“德行：颜渊、闵子

骞、冉伯牛、仲弓。”孔子很少以仁许人，但

对颜回却说他“三月不违仁”，因此，颜回从

来被称作：德行之首，仁人楷模。

千百年来，颜回以安贫乐道、好学聪敏

著称于世。之所以这样，就因为他能明德修

身。一个人生在社会上，需要物质生活，也需

要精神生活。物质生活是第一需要不假，但

那是最低的层次、起码的要求，这一点和一

般动物没什么不同。如果做些高要求，便是

要有一定的精神生活。精神生活又应从一个

◆颜廷淦 骆承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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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主观和客观两方面来看，文化、教育、环

境等是客观方面，而一个人的性情、爱好，

尤其是品德修养，则是主观的一面，也是更

重要的一面。颜回在这方面就做的特别好。

例如有一次，孔子让几个弟子各自说出

自己的理想（志）时。颜回说：“愿无伐善，

无施劳。”（《论语·公冶长》）对此“施”字，

《淮南子·诠言训》中解释为“功盖天下，不

施其美”，意思是说：自己做了好事不向别人

夸耀。对社会立了功，也不向别人表白自己

的功劳。这种对社会全力贡献的精神，正是

最好的“德”。颜回就学于孔子，重点也是学

习仁德。有一次，他向孔子请教“成人之行

若何”时，孔子解释了一番以后，更特别强

调说：“又加以仁义礼乐，成人之行也。”他

告诉颜回，一个人不仅应具备各种处世的

本领，更应有一个正确的处世标准，这就是

体现德行的“仁义”和熟悉国之大事的“礼

乐”。如果能够做到这些，“若乃穷神知化，

德之盛也”，那就是能够做到心中有道德，

又从行为上体现出来，便会成为一个精神状

态完整的“成人”了。（〈孔子家语·颜回〉）

颜回为了培植盛德，曾主动向孔子问

起“何以为身”时，孔子回答：“恭、敏、忠、

信而已矣。”接着继续解释为“恭则远于患，

敬则人爱之，忠则和于众，信则人任之”。如

果“勤斯四者，可以政国，岂待一身者哉”。

颜回身体力行，尽量朝着这些方面去做，因

为对人谦恭，可以免去一些祸患，对人尊

敬，必然受到别人的尊敬、爱戴。做事尽心

尽力，就可以和群众亲密和谐，对别人守信

用，别人也信得过你。具备了这些品德，不

但是个完人，也可以由此推衍光大，依此治

国。颜回接受了孔子的谆谆教导，果然做得

不错。孔子十分满意地对别的弟子们说颜

回“有君子之道四焉：强于行义，弱于受课，

休于待禄，慎于修身”（《孔子家语·六本》）

这四项优点就是：多做些对别人有利的好

事，认真地改正自己的缺点、错误，不争权夺

利，谨慎地进行自我修养，一个人能做到这

几项就不容易了，在孔子眼里，颜回此四道

具备，可见水平之高。

有一次，孔子就“智者、仁者”两个优良

品德的基本概念问起子路、子贡、颜回三个

弟子。前两个弟子的回答皆不令孔子满意，

颜回回答“智者自知，仁者自爱”。一个智者

对自己应有充分的估价。即人们常说的自知

之明，一个人有了自知之明，才能够如实地

对待自己，如实地对待别人，不是骄傲自大，

目空一切。缺乏自知之明者，遇事往往指指

划划，自以为聪明绝顶，能干到家，其实往往

不了解情况，以自己浅薄的水平评论人家复

杂的事物，“仁者自爱”是说一个道德修养高

的仁者首先应严以律己，修德正身，一个人

所具备的基本品质应时时记住，不断实践。

有人监督这样做，无人监督也要严格要求

自己，即儒家提出的“慎独”精神。短短八个

字，对此问题说得十分透辟和得体，以致孔

子称赞他“可谓大君子矣”。（〈孔子家语·三

恕〉）

颜回重视道德修养，忠贞不二，先秦古

籍中多次记载的“水名盗泉，尼父不漱。邑名

朝歌，颜渊不舍”。（《孔子·鄙名》）孔子出

行时，虽然口渴，但对名为盗泉的水不饮。因

为泉以盗名，饮了以后，玷污了自己的清名，

颜回在外面住宿时，遇见一个名叫朝歌的地

方，坚决不住。因为朝歌是殷纣王都城的名

称。纣玉是个暴虐无道的昏君，如果住到这

里，便会想到与昏君为伍，自己感情上不能

接受。这两个例子都说明孔、颜一样以清白

自诩和嫉恶如仇的态度。他们对无德之人、

无德之事坚决反对的事例，正体现其道德高

尚。

改过迁善是修德的重要内容，在此方

面，颜回有其独到的优点。《论语》中早就

记孔子评论颜回“不迁怒，不贰过”，（〈论

语·雍也〉）即实事求是，不乱拿别人出气，

不再犯同样的过失。后人著作中对此多有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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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如有的书上记：“孔子曰：颜氏之子，其

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末尝不行。

夫恶犹疾也，攻之则益俊，不攻则日长。故

君子相求也：非特兴善也，将以攻恶也。恶

不废则善不兴，自然之道也。”（《中说·虚

道》）孔子在这里议论起一个人做出不善的

事，自己有时不一定知道，知道了也不一定

愿意改正或认真改正。就好像一个人生了恶

病一样，你向这些恶病进攻，就能战胜它，不

向这些恶病进攻，它就会越来越发展。所以

衡量一个君子的标准，不仅要看他是否在做

好事，也要看他是否勇于克服缺点，避免过

失。从来是坏事不去，好事不兴；邪气不除，

正气不伸。孔子的这一番话当然不是空谈，目

的是评论颜回，是说只有颜回才能真正达到

兴善攻恶的水平。这又是对其德行的极力赞

扬。

颜回德行之高，早为孔子所赞扬。当孔

子说到颜回聪慧明敏，“闻一知十”时，曾

对子贡说“你比不过他，我也比不过他”。

（“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论语·公

冶长》）当有人向孔子问颜回是什么样的人

时，孔子脱口而出：“仁人也。”接着又加上一

句“丘弗如也”。（《淮南子，人间论》）孔子

又一次说颜回的仁德比自己强。

孔子不但说自己比不上颜回，甚至说连

上古的圣人也比不过他。《韩诗外传》中有

这样一段记载：

颜回向孔子说“渊愿贫如富，贱如贵，

无勇而威，与士交通，终身无患难，亦且可

乎？”孔子回答：“善哉回也。夫贫而如富，

其知足而无欲也。贱而如贯，其让而有礼

也。无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于人也，终身无

患难，其择言而出之也。若回者，其至乎？虽

上古圣人，亦如此而已”。《韩诗外传》卷刊

孔子的这段议论，并不是对颜回有意拔高，

而是体现孔子也最喜欢上述几方面的德行。

但遍观历史上、现实中，又很少人能做得到，

只有弟子颜回能够做到，十分难得。孔子在赞

扬颜回的同时，实际上也在抒发着自己的思

想。

孔子周游列国期间，陈蔡绝粮时，有个

生动的故事：

“孔子厄于陈蔡，从者七日不食。子贡

⋯⋯得米一石焉。颜回、仲由炊之于坏屋之

下，有埃墨堕饭中，颜回取而食之，子贡自井

望见之，不悦，为窃食也，入问孔子曰：“仁

人廉士改节乎？”孔子曰：‘改节即何称于仁

廉哉？’子贡曰：‘若回也，其不改节乎？’子

曰：‘然。’子贡以所做告孔子，子曰：‘吾信回

之为仁久矣。虽汝有云，弗以疑也，其或者必

有故乎？汝止，吾将问之！’召面回问曰：‘畴

昔梦见先人，岂或启佑我哉。子炊而进饭，

吾将进焉。’对曰：‘向有埃墨堕饭中，欲置之

则不洁，欲弃之则可惜。回即食之，不可祭

也。’孔子曰：‘然乎！吾亦食之。’颜回出，

孔子顾谓二三子曰‘吾之信回也，非待今日

也。’二三子由此乃服之。”（〈孔子家语·在

厄〉）在子贡发现颜回偷食饭时，用一种步

步进逼的语气向老师问：“仁人廉士能否改

节？”孔子说“不能。”再问：“颜回这样的人

能不能改节？”孔子更说：“不能。”子贡然后

说出颜回偷食饭的事来，证明颜回改节，孔子

仍然对颜回信任。认为子贡所说，必有缘故，

在这里体现出孔子对颜回信任的基本态度。

但为了弄清事实。他又采取了一种迂回的手

法考察颜回，说要把这些饭敬先人。颜回马

上说不能敬，理由是曾有“埃墨”落入饭中，

很自然地把自己食“埃墨”中饭粒的事说了

出来。这一来，真相大白，孔子向弟子再次说

明，他对颜回仁德的信任一贯如此。众弟子

也都服了气。

不惟孔子盛赞颜回的道德，当时人也是

这样，如孔门弟子中另以德行著称的曾子等人

（《论语·泰伯》），又如时人孔文子向子贡

问起颜回的行为时，子贡回答“夫能夙兴夜

寐，讽诵崇礼，行不贰过，称言不苟，是颜回

之行也”，（（孔子家语·弟子行））孔门嫡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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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对颜回的德行更十分景仰，他把颜回与

古时的圣贤禹稷相类比。说“禹、稷、颜回同

道”。理由是“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

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各是其

饥也。禹、稷、颜回易地则皆然（〈七孟子·离

乡下〉）禹、稷作为古代景仰的圣君贤相，以

天下人之溺和饥当作自己未尽到的责任，把

天下百姓当作自己的子女，颜回也时时关怀

百姓，希望天下太平，人人饱暖，其仁德施于

四海，类同禹、稷，更是对其修德的极力歌

颂。

个人修德是人在社会上处理各方面关

系的基础。在一次弟子樊迟向孔子问起修

德的事时，孔子向他解释了三方面的内容。

即“崇德、修属、辨惑”（〈论语·颜回〉）。

一是培植盛德，一是改正错误，一是明确

是非。颜回“三月不违仁”，努力在修德；颜

回“不贰过”，能改正错误；颜回不舍朝歌，

明确是非。都符合孔子所论修德的标准。由

此可见，孔子把他当作“德行”之首，并非偶

然。颜回修德正身的行为，正是他给后世留

下的宝贵遗产。

二、以德处世

一个人在社会中生活，每天都要接触

到社会上的各种事物，各类人物。在与一些

人交往及在处理一些事情时，采取什么态

度，即怎样处世，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古

往今来，有这么几种处世方法：一是一切从

个人利益出发，在做事及与人交往中，一切

为了自己得利；二是在与别人交往中，自己得

利，对别人也有好处；三是在与人交往中，关

心别人，爱护别人，帮助别人，甚至宁愿自己

做些牺牲，也使别人更好些。“以德处世”正

是指的后者。孔门弟子中，在这方面做得最

好的应数颜回。

一个人以德处世，不是空谈。在此问题

上，孔子从来教育颜回重实践，轻议论。有一

次颜回向老师问鲁国的的臧文仲和臧武仲

哪个贤一些。孔子说臧武仲贤。颜回不解地

问“武仲也称圣人，而身不免于罪，是智不足

称也。好言兵讨，而挫锐于制，是智不足名

也”，而臧文仲“身虽殁而言不朽”，贤者应推

文仲。孔子却举出臧文仲“不仁”、“不智”各

三项错误，说明他只是表面上得到今名，实

际上做了许多不仁德的事。而臧武仲在齐国

能主动避难，在鲁国不被别人所容，不是

他没本事，而是才不得用。从大的品质上来

看，武仲应比文仲好。（《孔子家语·颜回》孔

子对二臧的这番议论，确立了一个处世的标

准，就是对一个人不应看他一时一世得意、

顺风，就说他好，而应从实质上看这个人到

底道德如何？

后人也依此看待孔门的弟子，如王充在

《论衡》中说：

“以辩于口，言甘辞巧为贤乎？则夫子

子贡之徒是也。子贡之辞胜颜渊，孔子序置

于下。”（《论衡·定贤》）明确道出孔子对人

评价坚持实际，反对巧言的标准。颜回正是

孔子肯定的前者。

有一次，颜回向子贡说“吾闻诸夫子，

身不用礼，而望礼于人；身不用德，而望德于

人，乱也。夫子之言，不可不思也”。（《孔子

家语·颜回》）颜回向子贡说起老师对他们

的教导：自己不用礼对待别人，却要别人用

礼对待自己。自己不对别人施德，却要别人

对你施德。这种想法和做法都是错误的。他

要子贡牢牢记住老师的教导，也说明自己决

心对别人“用礼”、“用德”，清楚地表明了颜

回处世的态度。

人们常说处世交友应与人为善，颜回

从来就本着这个原则。在他与叔孙武叔答问

时，曾引证孔子的话说：“言人之恶，非所以

美己；言人之枉，非所以正己。”（《孔子家

语·颜回》）一个人爱说别人的坏话，并不意

味着他这个人好。一个人常说人家的缺点，

并不一定代表自己正确。所以一个有道德的

人，应坚决反对坏事，嫉恶如仇，但却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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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别人的缺点不放。颜回这种处世的态

度，显然是正确的。

要正确交友，首先要识别对方。《韩诗

外传》中记：有一次，孔子那里来了位客人，

客人走后，颜回对孔子说“这是个仁人。”孔

子说：“一个人仁与不仁，均藏在其内心，你

怎样知道他仁呢？”颜回说：“良玉度尺，虽

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良珠度寸，虽有百

仞之水，不能掩其莹。夫形体之包心也，闽

闵乎其薄也。苟有温良在其中，则眉睫著之

矣。疵瑕在其中，则眉睫亦不匿之。”（《韩

诗外传》卷四）可见颜回识人有心计、有标

准。对别人有了正确认识，才能确定如何对

待，这正是高明的处世之法。

孔子交友的原则是“以文会友，以友辅

仁”，（《论语·颜渊））即用道德、仁义、学识

交朋友，交朋友的目的正是为了提高自己的

道德、学问，这个主张当然是对的，也是符合

孔子交友中三项可交的原则（“益者三友”：

即“友直、友谅、友多闻”）及三项不可交的

原则以损者三友”：即“友便辟、友善柔、友

便佞”）。（〈论语·季氏〉）但从另一方面来

看，都只向好人靠拢，水平差的人怎么办呢？

有些缺点的人不是永远交不上朋友了吗？

他们不是永远不能改正缺点和提高了吗？ 

《韩诗外传》中记载着孔子与三个弟子谈交

友的故事。有一次，孔子向子路。子贡、颜回

问起如何交友时：“子路曰：‘人善我，我亦

善人。人不善我，我不善人。’子贡曰：‘人

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则引之进退

而已耳。’颜回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

不善我，我亦善之。’三人所持各异，问于夫

子，夫子曰‘由之所持，蛮邱之言也；赐之所

持，朋友之言也；回之所持，亲属之言也。’ 

《诗》曰：‘人而无良，我以为兄。’”（《韩诗

外传》卷九）

这是一段发人深省的奇文，于路、子贡

之说，符合一般人的想象，颜回却说人家不

善自己，他也善人家。而孔子又对他进行表

扬，这就涉及到“以德处世”的标准。朋友

之间，以善对善，当然应该。但当对方水平不

高，从而对某些事想不通而对你不礼貌时，

你也先不要针锋相对，予以回击，仍应对他

善意对待，只有这样，才能帮助他、改造他，

使对方得到提高。正如子贡向孔子问起此

事，孔子回答：“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

勿自辱焉。”（《论语·颜渊》）对于有过失的

朋友，不要疏远他，不要不理他，应指出他

的缺点，进行忠告，予以劝导。如果他不听劝

告，继续做坏事，就不要劝告了。如果一味地

再劝告，那就是自己找侮辱了。

此后不久还有一件事情：子夏的门人向

子张问怎样交友，子张却回问：“子夏如何

对待此问题呢？”子夏的门人说他门的老师

子夏主张，可以交的就交，不可以交的朋友

就拒绝他。这和前面仲由的主张一样，子张

说：我听到的和这不一样，“君子尊贤而容

众，嘉善而矜不能”，（《论语·季氏》）一

个君子当然要尊敬贤人，但是也应容纳其

他人。对于好的人予以嘉奖，对于比较差的

人，仍应怜矜。按照子夏的说法，如果我是个

大贤人，为什么对别人不能容呢？如果我不

是个贤人，愁的是别人会拒绝我，我又怎能

去拒绝别人呢？这段话的精神应该是：我是

个贤人，应该帮助别人，如果我并不太贤的

话，别人也应帮助我。后进者永远无人帮，

永远是后进。有人帮，才能变作先进。这种

以仁德的观点对待朋友，正体现出颜回仁德

的品质。

孔子在一次谈起古代贤人伯夷、叔齐

来，说“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用是希”， 

（《论语·公冶长》）他二人对别人不念旧

恶，宽宏大量，别人对他们的怨恨也就少了。

自己做出仁德的样子对待别人，别人受到

感动，也变得仁德起来。颜回也正是这样的

人。古籍中有两处颜回闻哭声的例子，都说

明他关心、怜悯别人。一则是《孔子家语·颜

回》记：“孔子在卫，昧旦晨兴，颜回侍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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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哭者之声甚哀。”孔子向他问起时，他说，

这家既有死别，又有生离，并以恒山之鸟作

比喻。孔子询问的结果，果然是“父死家贫，

卖子以葬，与之长诀”。一则是〈说苑·辨物〉

记“孔子晨立堂上，闻哭声甚哀”，颜回对此

很怜悯，也有与上文类似的对话。两者大意

相同，写法各异，可知此故事应为古代流行的

轶闻。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文字记了下来，均

在于表彰颜回待人处世中的仁德之心。后人

多把颜回当作仁德的代表，《古小说钧沉》中

曾编造了这样一个离奇的故事：

“颜渊、子路共坐于门，有鬼魅求见

孔子。其目若日，其形甚伟。子路失魄口禁，

颜渊乃纳屐拔剑而前，卷扯其腰。于是化为

蛇，而断之。”在蛇精化作鬼魅要来伤害孔

子时，一贯勇武的子路吓得失魂落魄。目瞪

口呆，一贯文弱的颜回却勇敢地拔剑斩蛇。

两人的表现均异乎寻常。其实作者的目的在

于说明“仁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可惜用

贬低子路的方式来极力抬高颜回。另一则颜

回向路边妇人借鹊牙栉的故事，极力表彰颜

回之智。也体现出他在处世中待人礼貌，以

礼、智服人。（《碉玉集》）颜回对社会上的

事情，不是随波盲从，而是有自己的主见。孔

子早就对颜回说过：“用之则行，舍之则藏，

唯我与尔有是夫。”（《论语·述而》）有人用

我时，我觉得合适就干，不合适我就藏起来

不干，只有你和我能做得到。《庄子·让王》

中也记载颜回在乱世不愿出仕。不愿出仕，

只是不愿在乱世助纣为虐，但他又“不为朋

党”，（《汉书·越元王传》）不是拉帮结伙，

另搞一套。由于颜回乐于修身，善于处世，自

然会得到许多人的赞扬，人们认为孔子后期

弟子中水平最高的曾参就说过：“以能问于

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

校。”这么一些优点，谁能有呢？“昔者吾友

尝从事于斯矣。”（《论语·泰伯》）历来的 

《论语》注家认为曾子的“吾友”是指颜

回。甚至曾子在临死之前还说“否无颜氏之

才”呢？（〈说苑·敬慎〉）因为颜回以仁德

交友，符合孔子的标准，所以孔子曾对别

人说“吾自得回也，门人加亲”，（《尚书大

传·殷传））因为颜回有仁德，能团结人，所

以孔子得了颜回后，使自己的门人愈加亲密。

在这里，孔子把他当作“四友”之一，正是对

他以德交友，以德处世最好的肯定。

三、以德治国

儒家是人世论者，孔子一生学习、奋斗，

为了积极人世，努力治世。作为孔门高足颜

回，自然会接受他的思想、继承他的事业。

在以德修身、以德处世的基础上，继续发展

为以德治国。齐景公问晏子如何治国，晏子

举出孔子为例，说了许多治国的方针和主张，

其中就有“德不盛，行不厚，则颜回、窍、雍

侍”（（韩诗外传）卷九）。意思是说在治国时

如果讲德讲行，还是去到孔子“德行”科的弟

子颜回、闵子骞、冉雍那里去找。

颜回并不是人们错误想象的那种只知

读书，不问政治，对治国没有想法的人，他

曾说过：“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

是。”（《孟子·滕文公上》）古代的明君舜是

什么人？我是什么人？我如果有条件，同样能

做出舜那样伟大的事业来。从这句话中，明确

看出颜回在治国、平天下方面有着宏大的抱

负。

孔子终生奋斗不止，因为他有着远大的

理想，这就是人们常说的：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

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

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

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

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不必

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

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

这种美妙的理想包括：

一、天下为公。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天

下的一切措施，都应为天下人谋利益。要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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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人各得其所，和睦相处，共享幸福。二、

各尽所能，各有所归。三、反懒惰，倡勤劳。

四、反浪费、反贪婪、反窃取别人的东西。

五、反奸诈、反盗乱，提倡遵纪守法。

颜回继承孔子的学说，在治国方案上，

也与之略同，《韩诗外传》、《说苑》、《孔子

家语》中有四处记到颜子上景山、戎山、农山

言志的资料，都体现出他仁德治国的思想。

节选如下：

“颜渊曰：愿得小国而相之，主以道

制，臣以德化，君臣同心，外内相应。列国

诸侯，莫不从义向风，壮者趋而进，老者扶

而至，教行乎百姓，德施乎四蛮，莫不释拱

无为，动作中道，从容得礼。言仁义者赏，言

战斗者死⋯”（《韩诗外传》卷七）“愿得明

王圣主为之相，使城郭不治，沟池不凿，阴

阳和调，家给人足，铸库兵以为农器⋯⋯” 

（《韩诗外传》卷九）“回愿得明王圣主而

相之，使城郭不修，沟池不越，锻剑戟以为

农器。使天下千岁无战斗之患⋯⋯”（《说

苑·指武》）“回愿得明王圣主辅相之，敷

其五教，导之以礼乐，使城郭不修，沟池不

越，铸剑戟以为农器，放牛马于原薮，室家无

离旷之思，千岁无战斗之患⋯⋯”（《孔子家

语·致思》）

以上四则材料大同小异，都是孔子向子

路、子贡、颜回三弟子问他们各自的志愿事。

子路指望武力兴国，子贡指望外交兴国，而

颜回却指望仁德兴国。在他说出自己的主张

前，先说“回闻薰莸不同器而藏，尧、桀不同

国而治”，说明自己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实施

的办法，和他们有很大的差别。他的这些主

张，主要包括：

一、“君臣同心，外内相应”。国内上下、

内外均协调。

二、“释拱无为，动作中道”，政令宽

厚，对百姓不要过分盘剥、役使。

三、“教行于百姓，德施于四蛮”“敷

其五教，导之以礼教”。用儒家的

礼乐仁德教化境内百姓 及周边 

各族。

四、“铸剑朝以为农器，放牛马于原

薮’，“言战斗者死”，“千年无战斗

之患”。发展生产，反对战争，息战

安民。

如果施行了上述措施，就可以“城郭

不治，沟池不凿”，做到“阴阳调和，家给人

足”了。

综观以上各种措施，都符合孔子仁德

思想，是孔子仁政德治的继承。

当然，这些主张很难实行，因为标准过

高，也就只限于空谈。他的老师孔子则比他

高过一筹，孔子在其最高目标（“大道之行

也”）达不到时，又提出当前可以实行的较低

的目标，即《礼记·礼运》“大同”之后的“小

康”之世，具体地说就是“天下有道，礼乐征

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

人不议”（《论语·季氏》），尽管如此，但颜

回的治国主张却符合孔子“老者安之，朋友

信之，少者怀之”（《苟子·哀公》）的基本精

神。比他的同窗子路、子贡的主张都胜过一

筹。

古籍中记载颜子仁德的地方很多，最典

型的可算“东野毕善御”的故事了。对此， 

《苟子·哀公》、《韩诗外传》《新序·杂事》

及《孔子家语·颜回》中，多次记载，内容大同

小异，今引一例：

“定公问于颜渊曰：‘东野毕之善驭

乎？’颜渊对曰：‘善则善矣，虽然，其马将

失。’定公不悦，入谓左右曰：‘君子固谗人

乎？’三日而校来谒，曰：‘东野毕之马失，两

骖列，两服入厩。’定公越席而起曰：‘趋驾

召颜渊。’颜渊至，定公曰：‘前日寡人问君

子，吾子曰：“东野毕之驭善则善矣，虽然，

其马将失。”不识君子何以知之？’颜渊对

曰：‘臣以政知之，昔舜巧于使民，而造父巧

于使马；舜不穷其民，造父不穷其马。是以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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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失民，造父无失马也。今东野毕之驭，上

车执辔衔，体正矣；步骤驰骋，朝礼毕矣；历

险致远，马力尽矣。然犹求马不已，是以知

之也。’定公曰：‘善，可谓少进乎？’颜渊对

曰：‘臣闻之：鸟穷则啄，兽穷则攫，人穷则

诈，自古及今，未有穷其下而能无危者也。” 

（《荀子·哀公》）

这段故事是以驭马比喻驭民。对马不能

使唤太多，把他累急了就要逃跑。对百姓也

不要统治太厉害。剥削、压迫得他们不能生

活下去，就要拼命、造反。最后一句话，可谓

画龙点睛之笔。禽鸟急了，会用嘴啄你；兽类

急了，会张口咬你，人急了什么事都能干得出

来（当然，此处之“诈”，系站在统治者的角

度对百姓的看法，不应是一般的欺诈之意，

应理解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最后又忠

告鲁哀公：古往今来的国君，没有一个对百

姓残酷剥削会有好下场的。其仁德之意跃然

纸上！

东汉时期，把儒学正统化、经典化的

白虎观会议后写出的《白虎通义》中，有一篇

《三教》，系借古代圣君贤相之口谈治国之

术的内容。上面有：“王者设三教⋯⋯夏人

之王教以忠⋯⋯殷人之王教以敬⋯⋯周人

之王教以文⋯⋯三者如次连环，周则复始，

穷则反本。”说了这一套道理后，引（乐稽耀

嘉》曰：“颜回尚三教，变虞夏何如？··⋯” 

（〈白虎通·三教〉》接着又议论到三教不可

单行，即“忠”、“敏”、“文”三者均应实施，

不可缺一，才能将国家治理好，这实际上说

的是一种较全面的德治主张。此处言古代帝

王时，为什么非让颜回来讲一通呢？后来汉

儒也把颜回当作最讲德治的一个贤人。怪不

得东汉皇帝到曲阜祭孔时，也祭颜子。

颜子仁德治国的主张为人公认，声名远

扬，孔子周游列国南下快到楚国时，楚王将

要以书社之地七百里封孔子，令尹子西加以

阻拦，说出的理由就是，孔子的许多弟子都

有治国之才，其中就有：“王之辅相有如颜回

者乎？”他说如果“孔丘得据土壤，贤弟子为

辅，非楚之福也”。（〈史记·孔子世家〉）昭

王听信了他的话，未接纳孔子一行。

由上可见颜回作为有名的辅相，当时有

名，至于日后，随着儒家地位的提高，颜回仁

德修身、仁德处世及仁德治国的名声更大了。

例如：“颜、原、公析困馑于效野，守志笃国，

秉节不亏，笼禄不能固，威势不能够⋯⋯” 

（（潜夫论·遏制））“有布衣积善不怠，必

致颜、闭之贤。”（《潜夫论·慎微》）“颜渊

之箪瓢，则胜庆封之玉林。何者？德行高远

能绝殊也。”（《正部论》）“颜、冉以之树

德，圣贤珍其业，历百代而不废。”（《嵇康

集》）“齐景之千驷，不如颜回、原宪之约其

身也。”（《文选·李肖远运命论》）或曰：‘著

述虽繁，适可以品辞耀藻，无补子得失。未

若德行，不言不训，故颜、闵为上，而游夏乃

次（〈抱朴子·内篇〉）

甚至东汉皇帝的本纪中记当时到国内各

地推举孝廉时，“限年四十以上，诸生通章

句，文史能笺奏，乃得应选，其有茂才异行，

若颜渊、子奇，不拘年齿。”（〈后汉书·孝顺

孝冲孝质帝纪〉）把当时类似颜回这样的人

予以破格录用。东吴大帝孙权也说过：“颜氏

之德，使人加亲。”（《三国志·吴志·张顾诸

葛步传》）

孔子一贯主张一个人在积极入世中修

德行仁，其思想核心是“和”，他要用“礼”制

定各种礼仪制度，确定人际关系：用“仁”确

定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准则，使社会上的人们

之间相互尊重，相互支持，用“中庸”当作处

理各种事情的尺度。最后达到社会上人与

人，人与事，国与国之间的和谐协调。作为

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颜回，在这方面执行得最

好，他用仁德修身、处世、治国，在当时及后

世均使人屡屡称赞，当然他参加社会实践不

多，其思想中空想的部分还不少，但后世人

从积极方面来考虑，来总结，还是有许多内

容可以吸取的。

复 圣 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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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氏之儒

一、论心斋

回 曰 ：“ 敢 问 心 齐（

斋）。”仲尼曰：“一若志。无听

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

心而听之以气。听之于耳，心止

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

唯道集虚，虚者心齐也。”颜

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实自回

也。得使之也，未尝有回也，可

谓虚乎？”夫子曰：“尽矣。”（人

间世）

二、论坐忘

颜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谓

也？”曰：“回忘仁义矣。”曰：“可矣，犹未

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

也？”曰：“回忘礼乐矣！”曰：“可矣，犹未

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

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谓

坐忘？”颜回曰：“堕肢体，黜聪明，离行去

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仲尼曰：“同则无

好也，化则无常也。而（尔）果其贤乎，丘也

请从而（尔）后也。”（大宗师）

◆郭沫若

“颜氏之儒”当指颜

回一派。颜回是

孔门的第一人，他虽然早死，但

在他生前已经是有“门人”的。

这一派的典籍和活动情形，可惜

已经失传。只有关于颜回个人，

我们在论语和其它的书籍里可

以得到一些资料。我们知道他

是“其心三月不违仁”的人，“一

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

其忧，而回也不改其乐。”他很明显的富有

避世的倾向，因而《庄子》书中关于他的资料

也就特别多，全书计凡十见，人间世、天运、

至乐、达生、田子方、知北游诸篇各一，大宗

师、让王二篇各二。这些资料在正统派的儒

家眼里都被看成为“寓言”去了。其实庄子著

书的条例是：“寓言十九，重言十七。”“重

言”是“耆艾之言”，要占百分之七十。因

之，不见于正统儒书的记载，我们是不好全

部认为假托的。特别值得重视的是论“心

斋”、“坐忘”两节文章，我且把它们摘录在

下边。

作者简介： 

郭沫若（1892-1978），中国近代著名作家、诗人、戏剧家、

古文字学家、书法家、考古学家和社会活动家。

郭沫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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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节都是在内篇里面的文字。要说是

假托，庄子为什么要把这些比较精粹的见

解托之于孔颜而不托之道家系统的人，或

率性假拟一些人名呢？因而我想，这些应该

都是“颜氏之儒”的传习录，而在庄子是作

为“重言”把他们采用了的。孔颜当时不一定

便真正说过这样的话，但有过这样的倾向，

而被颜氏之儒把它夸大了，这不能说是不可

能。凡是形成了一个宗派的学说，对于本派

的祖师总是要加以夸大化的，古今中外都是

如此。孔子本人原来就是有些超现实的倾

向的人，他曾说：“饭蔬食，饮水，屈肱而枕

之，乐亦在其中矣。”他又赞成曾晰的“暮春

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

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那种飘逸。这和

颜回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不改

其乐”的态度确有一脉相通的地方。有象这

样的弟子，又何故不能流衍出一批更超现实

的后学呢？假如我们想到王阳明的弟子，不

一二传便流于狂禅，这段史影是更容易令人

首肯的了。

孔子之门，在初期时实在很复杂，里面

颇有不少的狂放的人物。孟子说：“如琴张、

曾晰、牧皮者，孔子之所谓狂矣。”曾晰即曾

点，是曾参的父亲。檀弓言季武子之丧，“曾

点倚其门而歌”。这是见于儒家经典的事，

其狂态已经可掬。琴张牧皮见庄子大宗师

篇：“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张，三人相与友。

曰：‘孰能相与于无相与，相为于无相为？孰

能登天游雾，挑挠无极，相忘以生，无所终

穷？’三人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遂相与友，

莫然有间。而子桑户死，未葬，孔子闻之，

使子贡往侍事焉。或编曲，或鼓琴，相和而

歌曰：‘嗟，来，桑户乎。嗟，来，桑户乎。而 

（尔）已反其事，而我犹为人猗？’”

这和曾点“倚门而歌”的态度正相仿

佛。孟子反即论语孟之反，马叙伦谓即牧

皮，牧孟双声，皮反对转或因形近而误。这

是说得很有道理的。曾晰是孔子弟子可不用

说，由孟子看来，就连琴张、孟子反，也是孔

门弟子了。这不是比颜回原宪之徒已经更进

了一境吗？

事实上就是曾参、子思、孟子也都是有

这种倾向的人。荀子解蔽篇替我们保存了他

们的一些生活资料，照那情形看来，他们都

是禁欲主义者，虽不能说是狂，却是有十分

的狷。

“曾子曰：‘是其庭可以捕鼠，恶能与我

歌矣？’

空石之中有人焉，其名曰 ，其为人也

善射（猜谜）以好思。耳目之欲接则败其思，

蚊虻之声闻则挫其精。是以僻耳目之欲而远

蚊虻之声，闲居静思则通。思仁若是，可谓微

乎？

孟子恶败而出妻，可谓能自强矣。有子恶

卧而淬掌，可谓能自忍矣。未及好也。

僻耳目之欲，可谓能强矣，未及思也。

蚊虻之声闻则挫其精，可谓危矣，未可谓微

也。

夫微者至人也。至人也，何强？何忍？

三圣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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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危？故浊明外景（影），清明内景。圣人纵

其欲，兼其情，而制焉者理矣。夫何强？何

忍？何危？”

这一段文字有些错乱，前后脉络不甚清

晰，但大体上是可以领会的。“孟子恶败而出

妻”，毫无疑问是一位禁欲主义者的行径，，

败是嫌男女之际败坏精神和身体，而不是

妻有“败德”。这由上下文的“僻欲”、“淬

掌”等便可以得到旁证。更值得注意的是在

曾子、孟子、有子之间，夹一位“空石之中”的

先生。这人决不会是子虚乌有，而且必然

也是相当有名的孔门之徒，然后才合乎文

理。因此我发觉，这位先生所隐射的正是子

思。子思名伋，与 同音，“空石之中”即为

孔，荀子是痛骂子思的人，故因其“善射以好

思”，故意把他姓名来“射”了一下。据此，足

见子思也是一位禁欲主义者了。

曾子的一句话颇费解，但在庄子让王篇

有一段故事可相印证：“曾子居卫， 袍无

表，颜色肿哙，手足胼胝，三日不举火，十年

不制衣，正冠而缨绝，捉衿而肘见，纳履而

踵决，曳纵而歌商颂，声满天地，若出金石。

⋯⋯”据此可见“是其庭可以捕鼠”乃表示食

米狼籍，以致老鼠纵横，所斥责者的生活是

与曾子相反的。曾参的作风，和他父亲曾点，

不是颇相类似吗？

连曾子、子思、孟子都有这样严格禁欲

的倾向，颜氏之儒会有心斋坐忘一类的玄

虚，那是不足为异的。

（录自〈新编陋巷志〉）

颜府复原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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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之推
与〈颜氏家训〉

◆颜炳罡

颜之 推（ 西 元 5 3 1 －

590年），字介，琅邪临

沂人。复圣公颜子三十五代孙，

弘都公颜含九世孙，镇西府谘议

参军颜协第三子。南北朝时期我

国著名思想家、教育家、诗人、文

学家。

颜氏以儒业传家，世代治《

周礼》、《春秋左氏传》，之推公

自幼承袭家学，“博览群书，无

不该洽”，又善属文，词情典丽，为时人所称

道。史称“聪颖机悟，博识有才辩，工尺牍，

应对闲明。”然少时为习气陶染，“好饮酒，多

任纵，不修边幅”，年十八、九，始知砥砺。

梁武帝太清九年，之推公十九岁，步入

仕途，湘东王萧绎任命他为左常侍，加镇西

墨曹参军。梁文帝大宝二年，之推公二十一

岁，时驻郢州（今湖北省境内），掌书记。侯

景叛乱，城陷被俘，幸免于死，囚送建邺（今

南京）。后梁军收复建邺，侯景败死，之推公

获释，还江陵。萧绎称帝自立，为梁元帝，任

命他为散骑常侍。西元544年，西魏攻江陵，

城破，全家被掳。西魏大将军李穆十分器重

之推公才干，推荐他做镇守弘农

的平阳公李远书翰。之推公身

在弘农，心向梁国，当得知北齐

的梁国人可以回国之后，带领全

家，乘船犯黄河洪峰之险，计划

经北齐归梁，时人称其勇决。到

北齐后，闻梁国大将陈霸先废帝

自立，遂绝南归之志，不得已出

仕北齐。在北齐为官二十余年，

先后出任赵州功曹参军、通直散

骑常侍、黄门侍郎，人称颜黄门。西元557年，

北周兵陷晋阳，北齐危在旦夕，之推公出任

平原太守，守河津。北周灭齐，之推公再遭亡

国之痛，遂任官于北周。西元581年，北周灭

亡，隋朝建立，之推公受命重编《魏书》。应

隋太子杨勇之召，为学士。西元590年，之推

公卒，亨年60岁。

之推公才华横溢，是一位杰出的学问

家、诗人。史载有文三十卷、《颜氏家训》二

十篇、《集灵记》二十卷、《证俗音字》五卷、

《训俗文字略》一卷、《还魂志》、《观我生

赋》等。现存《颜氏家训》、《观我生赋》等，

行于世。

作者简介：

颜炳罡，山东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后导师，曾在新加坡大学、

香港大学、台湾大学等多所国际大学任客座教授。

颜炳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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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氏家训》是之推公的代表作，是其

晚年最为成熟的作品，凝聚了他毕生心血，

堪称中国家训之宝典。全书七卷二十篇，即

《序致》、《教子》、《兄弟》、《后娶》、《治

家》、《风操》、《慕贤》、《勉学》、《文章》、

《名实》、《涉务》、《省事》、《止足》、《诫

兵》、《养生》、《归心》、《书证》、《音辞》、

《杂艺》、《终制》，内容广泛涉及儒学、佛

学、道家、玄学、史学、文学、音韵、训诂、风

俗习惯以及当时各地的生活方式，“又兼论

字画音训，并考定典故，品弟文艺”，内容的

确“曼衍旁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

杂家》）

《四库全书》的编纂者据此将其归于杂

家。我们认为，这种归类是很没有道理的。

首先，旧、新《唐书》、《宋书》、晁公武《读

书志》等都将《颜氏家训》列入儒家类，这

一归类有着牢固根据，不可动摇。其次，《颜

氏家训》内容虽然杂博，然而其核心思想明

确，那就是“立身治家”，“文以经训”，“务

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之推公自称：“吾

所以复为此者，非敢轨物范世也，业以整齐

门内，提撕子孙。”又说：“二十已后，大过稀

焉，每常心共口敌，性与情竞，夜觉晓非，今

悔昨失，自怜无教，以至于斯。追思平昔之

指，铭肌镂骨，非徒古书之诫，经目过耳也。

故留此二十篇，以为汝曹后车耳。”该书的主

旨十分明确，从积极的意义上讲，是为了“整

齐门内，提斯子孙”；从消极的意义上说，是

要将自己终生经验、教训总结出来，告诫后

世子孙，作为子孙的后车之鉴。而“务先王

之道，绍家世之业”，非儒而何？既然主旨如

此明确，何杂之用？至于《颜氏家训》牵涉到

道家老庄人物，何晏、王弼等玄学人物，但之

推公视他们为“任纵之徒”，大都是将“周孔

之业，弃之度外”反面典型，而“虚谈非其所

好”，与道、玄何涉？至于《归心》一篇谈佛，

情况比较复杂，当然，他反对“归周孔而背

释氏，”但能否以此断言之推公归释而弃周

孔呢？显然不能。道理十分简单，之推公是

站在儒家立场上，对佛学作了儒家式理解。

他认为“内（指佛教）外（儒学）两教，本为

一体”，而佛教的五戒，就是儒家的仁义礼

智信。可以说之推公坚守儒家立场，又不排

斥佛教，开融合儒佛之先河，这只能说他宽

容，不能说他杂，宽容与融和本为儒家所许

可。

之推创制家训，意在治家。他认为，治

家首在教育子女，故《教子》是全书之第一

篇。他十分重视对子女的早期教育，甚至在

中国教育史上比较早地论述了“胎教”。他

说：“当及婴稚，识人颜色，知人喜怒，使为

则为，使止则止，比及数岁，可省笞罚。”甚至

他认为，“少年若天性，习惯如自然。”即少年

时代养成的良好习惯，久而久之，就象天生

一样自然而然。这一思想十分可贵，至今对我

们教育子女，尤其是从事养成教育都具有启

发意义。

之推公认为治家就象治国一样，要宽严

得当。如果太是宽，“竖子之过立见”，而过

严，导致刑罚不中，“民无所措手足”。他讲几

个宽严失当的真实故事来说明这一观点。梁

元帝时，有个中书舍人，治家过于严刻，妻妾

们无法忍受，于是收买刺客，乘他酒醉未醒

之际，杀死了他。还有一位世间名士，一味追

求仁爱宽厚，致使招待宾客之饮食，馈赠亲

友、乡邻之礼品，被仆人减损，妻子克扣，结

果狎侮宾客，侵耗乡党。在他看来这都是治

家的大害。

在治家中，他主张“施而不奢，俭而不

吝”。节俭减省，是合乎礼数的做法，而吝

啬，往往对贫穷的人也不周济，就不当了。

然而人们一施舍就侈奢，而一节俭又陷入吝

啬，都是治家之病。“如能施而不奢，俭而不

吝，可矣。”他认为，一味聚财，不知施舍，终

致家亡。他举例说，有一个南阳人，家产万

贯，但很吝啬。冬天，他女婿前来拜访，他备

设一铜壶酒，几块獐子肉来招待女婿，女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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恨他招待过于简单，一举而尽。这位吝啬的

老岳丈十分惊讶，连忙让家人添酒加菜，女

婿再次一扫而光，如是再三。这位岳丈对其

女儿说，你的男人太贪杯了，所以你们家里老

是贫穷。后来，这个吝啬鬼死了，他的几个儿

子为了争夺财产，哥哥杀死了弟弟，遂使家门

有血光之灾。在处理家庭成员的关系上，他

强调作为尊长应当起表率作用，他说：“夫

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

也。是以父不慈而子不孝，兄不友而弟不恭，

夫不义而妇不顺矣。”这可以说是对传统三

纲理念的逆向操作，是完全合乎孔子正己

正人精神的，是对秦汉以来对儒家曲解的一

次修正，很值得人们思考。他还十分重视弟

兄和睦，并一再要求后世子孙对后娶要慎

之又慎。在处理夫妻关系上，虽然他没有摆

脱儒家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但可贵的是，

他认为妻子如“聪明才智，识达古今，正当辅

佐君子，助其不足，必无牝鸡晨鸣，以致祸

也。”在婚姻上，他克守颜含公的祖训，“婚

姻素对，靖侯成规。”与素寒之家成亲，是祖

宗颜含留下的规矩。他反对以计较锱铢的市

井婚姻，也反对那种以贪荣谋利，终致羞耻

的强撑门面的婚姻。这一思想在颜真卿的 

《颜氏家庙碑》中进一步强化，成为颜家重

要家风。

《颜氏家训》十分重视礼仪礼节，知书

达礼，以礼传家是颜氏的重要门风。在历经

战祸，《礼经》丧乱不全之际，之推公将自己

所知所见所闻，记述下来，“传示子孙”，这

就是他的《风操》篇的主要内容。在之推公

看来，一个礼义之家可以给你以规矩，但一

个人的成长在社会，所以接下来，他强调《慕

贤》、《勉学》。放在人际关系上，慕贤就是

慎交友，他有几句千古不刊之言，说：“是以

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与恶

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也。墨子悲于

染丝，是之谓矣。君子必慎交游焉。”这是对

世人最忠诚的警示。

当然交游给人以良好的外在环境，而能

否成功仍然取决自身的努力，所以《颜氏家

训》有一篇《勉学》专谈学习的重要性。好学

是颜氏一世祖颜子特有的品德，而颜氏后人

将一品德保有之、发扬之，《颜氏家训》系统

论述之。之推公强调早教早学，但并不排斥晚

年学习。他说：“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学

者，如秉烛夜行，犹贤于瞑目而无见者也。”今天

的终身教育，之推公可谓首倡。

《颜氏家训》有许多人生箴言，如在《名

实》篇中，他说：“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窃

名。”认为那种身不修而求名于世的人，就象

面貌丑恶却要求镜子里出现美影一样，令人

讨厌。他一再告诫子孙，务必名实相副。在 

《涉务》篇中，他要求后世子孙，做一个有益

社会的人，“不徒高谈阔论，左琴右书，以费

人君禄位。”在《省事》篇中，要求后世子孙

做事要有节度，肠不可太冷，腹不可太热，以

仁义为节。在《止足》篇，之推公要求后世

子孙，“少欲知足，为立涯限耳”。他以颜含

诫子孙言为训，“汝家书生门户，世无富贵。自

今仕宦不可过二千石，婚姻勿贪势家”。在 

《诫兵》篇中，他强调颜氏以儒雅起家，喜武

素无成就，甚至喜武之颜氏子孙向无善终。

在《养生》篇中，他告诫后世子孙，要珍惜生

命，爱护生命，但又要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的勇气，所以“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这

些思想至今闪烁智慧光芒。

《颜氏家训》内容弘丰，道理深遂，历

代学者给予高度评价。王三聘称颂“古今家

训，以此为祖”。袁衷认为古今家法，《颜氏

家训》最正，相传最远，王钺评价更高，认

为“篇篇药石，言言龟鉴。凡为人子弟者，可

家置一册，奉为明训，不独颜氏。”的确， 

《颜氏家训》决非颜氏后人所专享，它属于

全中国，全人类，是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一

颗璀璨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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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
颜回篇章译录

1.《为政》篇第九章

原文：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

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

译文：孔子说：“我整天对颜回讲学，他

不发表一点不同意见，象个愚笨的人。可是等

他回去，自己琢磨，也有所发挥，可见他并不

愚笨。”

2.《公冶长》篇第九章

原文：子 谓子贡曰：“女与回也 孰

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

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

女弗如也。”

译文：孔子对子贡说：“你和颜回相比，

哪个强些？”子贡答：“我怎么敢和颜回相

比？他听到一件事就能推知十件事；我听到

一件事，只知道两件罢了。”孔子说：“你比

不上他，我和你都比不上他。”

3.《公冶长》篇第二十六章

原文：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

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

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

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

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译文：颜渊、子路陪伴孔子坐谈。孔

子说：“何不各人说说自己的志向？”子路

说：“我愿意把车马、衣服、轻裘和朋友共

同穿用，直到破裂，我没有丝毫怨恨。”颜

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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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说：“我愿意不夸张自己的好处，也不表

白自己的功劳。”子路说：“希望听到您的志

向。”孔子说：“使老年人安逸，使朋友信

任，使年轻人怀念我。”

4.《雍也》篇第三章

原文：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

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

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

译文：哀公问：“你的学生中谁最爱好学

习？”孔子答道：“有个叫颜回的爱好学习，

不拿别人出气，从不重犯同样的错误，可是

不幸短命死了，现在再没有这样的人了，没听

说过有爱好学习的人了。”

5.《雍也》篇第七章

原文：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

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

译文：孔子说：“颜回，他的心志长时间

不离开仁德，其他的学生，只是偶然起来罢

了。”

6.《雍也》篇第十一章

原文：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

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贤哉，回也！”

译文：孔子说：“颜回真高尚啊！用一

个竹筒吃饭，用一个瓜瓢喝水，住在一个简

陋狭小的巷子里。别人都忍受不了那样的困

苦，颜回却不改变他自有的乐趣。多么高尚的

颜回啊！”

7.《述而》篇第十一章

原文：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

藏，唯我与尔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军，

则谁与？”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

不与也。必也临危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译文：孔子对颜渊说：“用我呢，就干起

来；不用我，就收藏起来，只有我和你能这

样吧！”子路说：“你假若统帅军队，找谁同

去？”孔子说：“赤手空拳和老虎搏斗，没船

没板走过黄河，死了都不后悔的人，我是不

跟他共事的。我要共事的，一定是面对工作

谨慎恐惧，讲究谋略而能成功的人。”

8.《子罕》篇第十一章

原文：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

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

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

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未由也已。”

译文：颜回长长地感叹说：“（老师之

道）抬头望去，越望越觉得高；钻研着，越

钻研越觉得艰深。看它在前面，忽而又在后

头。老师有计划有步骤地善于诱导我们，用

各种文献丰富我们的知识，又用礼法约制

我们的思想和行为，我们想停止学习也不可

能。我已经用尽了我全部的才能，似乎能够

独立工作了。即使要再迈进一步，又不晓得

怎样着手了。”

9.《子罕》篇第二十章

原文：子曰：“语之而不惰者，其回也

与！”

译文：孔子说：“听我说话始终专心，丝

毫不懈怠的，大概只颜回一个人吧！”

10.《子罕》篇第二十一章

原文：子谓颜渊，曰：“惜乎！吾见其进

也，未见其止也。”

译文：孔子讲到颜渊，说：“可惜死了

呀，我只看见他进步，没有看见他停滞不

前。”

11.《先进》篇第三章

原文：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

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

学：子游、子夏。

译文：孔子的学生讲究德行的是：颜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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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能言善辩的是：宰我、

子贡。能办理政事的是：冉有、季路。文献知

识丰富的是：子游、子夏。

12.《先进》篇第四章

原文：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

无所不说。”

译文：孔子说：“颜回不是对我有帮助

的人，他对我所说的，没有不喜爱的。”

13.《先进》篇第七章

原文：季康子问：“弟子孰为好学？”孔

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

也则亡。”

译文：季康子问：“您的学生中哪一位爱

好学习？”孔子答道：“有个叫颜回的爱好学

习，不幸短命死了，现在就再也没有了。”

14.《先进》篇第八章

原文：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椁。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

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

后，不可徒行也。”

译文：颜渊死了，他的父亲颜路请求孔

子卖掉车辆替儿子做外椁。孔子说：“不管

有才能没有才能，也都是各人自己的儿子。我

的儿子鲤死了，只有内棺，没有外椁。我不能

卖掉车辆步行来替他做外椁。因为我也曾做

大夫，是不可以步行的。”

15.《先进》篇第九章

原文：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

予！”

译文：颜渊死了，孔子说：“唉！上天要

我的命呀！上天要我的命呀！”

16.《先进》篇第十章

原文：颜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

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

为！”

译文：颜渊死了，孔子哭得太伤心。跟随

孔子的人说：“您太伤心了！”孔子说：“真太

伤心了么？我不为这种人伤心，还为谁来伤心

呢？”

17.《先进》篇第十一章

原文：颜渊死，门人 欲 厚葬 之 。子

曰：“不可。”门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视予

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

也。”

译文：颜渊死了，孔子的学生要隆重地

埋葬他。孔子说：“不可以。”学生们仍很隆

重地埋葬了他。孔子说：“颜回，你把我看成

父亲一样，我却不能把你看成儿子。这不是

我的主张，是你的同学们这么办的呀！”

18.《先进》篇第十九章

原文：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

受命，而货殖焉，而亿屡中。”

译文：孔子说：“颜回的学问品德差不

多了吧，却经常穷得没有办法。端木赐不安

本分，去囤积居奇，猜测行情，竟每每猜中

了。”

19.《先进》篇第二十三章

原文：子畏于匡，颜渊后。子曰：“吾以

女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译文：孔子在匡地被围困，颜渊最后

才来。孔子说：“我以为你死了哩。”颜渊

说：“您还活着，我怎么敢死？”

20.《颜渊》篇第一章

原文：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

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

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

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

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译文：颜渊问怎样实行仁 德。孔子

说：“克制自己，使言语行动都合乎礼，就是

仁德。一旦这样做到了，天下人都会称许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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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个仁德的人。实行仁德完全靠自己，还靠

别人吗？”颜渊说：“请问具有条目。”孔子

说：“不合乎礼的不看，不合乎礼的不听，

不合乎礼的不说，不合乎礼的不做。”颜渊

说：“我虽然并不聪敏，也要按您的话做。” 

21.《卫灵公》篇第十一章

原文：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

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

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

译文：颜渊问怎样治理国家。孔子

说：“用夏朝的历法（因为它合乎四季的自

然现象），乘殷朝的车子（因为它简朴），戴

周朝的礼帽（因为它华丽），音乐就用舜的 

《韶》和周武王的《武》。舍弃郑国的乐曲，

远离花言巧语谄媚的人。因为郑国乐曲靡曼

淫荡，花言巧语谄媚的人危险。”

曲阜复圣庙（颜庙）

孔庙大成殿祭孔仪式

08-S10.indd new   355 4/17/08   12:02:05 PM



356

新加坡颜氏公会四十周年纪念特刊

弘扬颜子精神
塑造健康人格

◆颜素珍教授

颜回（ 颜 渊 ）多 年 来 被 尊 为“ 复

圣”、“颜子”。颜子天资聪慧，勤奋

好学，身居陋巷，箪食瓢饮，人不堪其忧，回

不改其乐，位居四科之首，德配四圣之冠。

孔子曾多次称赞他“好学”、“不迁怒、不贰

过”、“三月不违仁”、“见其进，未见其止”，

甚至许之为“仁人”。历代统治者无不尊奉

颜子，封赠有加。颜子名扬万古，德行彪炳千

秋。他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弘扬

和学习颜子精神，对于塑造健康人格，促进

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

的历史意义。

弘扬颜子“仁政治国，德政宽民” 

的思想，树立远大志向

颜子被尊为“复圣”是由于他具有高远

的政治抱负，他曾说过：“舜何人也，禹何人

也，有为者亦若是”（《孟子·滕文公上》）。

他以舜帝为自己的榜样，按舜帝的标准要求

自已，舜帝能做到的我亦能做到，表示他有

治国安民之大志。孟子说：“禹、稷、颜回同

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稷思天下

有饥者，由已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

稷、颜子易地则皆然”（《孟子·离娄下》）。

这说明颜子具有高尚的品德、宏大的

志向，他以舜、禹、稷为自己做人的榜样。颜

子对舜“无为而治”的王道思想特别思慕，

格外称赏。他曾在东野毕马佚的故事中说

过：“昔舜巧于使民，而造父巧于使马；舜不

穷其民，造父不穷其马；是舜无失民，造父无

失马也”（《荀子·哀公》）。由此可知，颜子

的政治志向，就是修德爱民行仁政。

《韩诗外传》卷七记 颜子“景山言

志”时所说，就更为具体而详细，他说：“愿

得小国而相之，主以道制，臣以德化，君臣同

心，外内相应，列国诸侯，莫不从义向风；壮

者趋而进，老者扶而至，教行乎百姓，德施

乎四蛮。莫不释兵辐辏乎四门，天下咸获永

宁；喧飞蠕动，各乐其性，进贤使能，各任其

事。于是君绥于上，臣和于下，垂拱无为，动

作中道，从容得体，言仁义者赏，言战斗者死

⋯⋯”

又卷九“农山言志”时说：“愿得明

王圣主辅相之，敷其五教（即：父义、母

慈、兄友、弟恭、子孝），导之以礼乐，使民

城郭不修，沟池不越，阴阳和调，家给人

作者简介： 

颜素珍教授，南京河海大学宣传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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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铸剑战以为农器，放牛马于原薮，室家无

旷离之思，千岁无战斗之恶。”

他追求的社会是君臣一心、上下和睦、

丰衣足食，老少健康，国泰民安，天下安宁的

无战争、无饥饿的理想社会。应该说颜子的

这种社会理想是美好的，他确有经世济民的

民本主义思想，这与孔子“大同”、“小康”

（《礼记·礼运》）的社会理想，其基本

精神是一致的。 

由于当时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是“礼崩

乐坏”，天下大乱，诸侯争霸，民众举事，儒

家学说被斥为不合时宜，所以处处受到冷

遇，“世以混浊莫能用”（《史记·儒林列

传》）。但是，颜子信道诚笃，坚定不移，毫

无动摇，他说：“夫子之道甚大，故天下莫能

容”（《史记·孔子世空》）。如此以来，颜子

便惟有终身不仕，廉洁自守，进德修道，而

以“愿贫如富，践如贵，无勇而威，与世交通，

终身无患难”（《韩诗外传》卷十）来自我慰

勉。

正是由于颜子有宏伟的志向，宽广的胸

怀，坚韧的意志，高尚的情操，所以他才能不

汲汲于自我物质享受而胸怀天下，即使处于

贫贱的地位，过着极端艰苦的生活，也不会

易其志节，改其所行，更其所乐。可见，颜子

具有远大的理想，和为实现其理想而扎扎实

实、孜孜以求的精神，对当今广大青年坚定正

确信念，树立崇高理想，并为之艰苦奋斗，勤

奋学习和努力工作，具有启发借鉴作用。

继承颜子“修德正身，克己复礼”
的思想，修炼健康人格

人品即人的道德品质。颜子从来被尊

为“德行”之首，就是因为他道德品质高尚。

他崇高的品德不是天生的，而是艰苦努力修

炼出来的。他严格要求自己，使自己的一切

行为符合仁德的标准。他曾对子贡说：“吾

闻诸夫子，身不用礼，而望礼于人；身不用德，

而望德于人，乱也”。反对那种放松自已却

严格要求别人的人。他主张以德服人，而不

是以力服人。曾对子路说过“力猛于德，而

得其死者，鲜矣。”有人向孔子问“颜渊何人

也”。孔子回答“仁人也，丘不如也”。学生子

张问孔子何谓“仁”，孔子回答：“能行五者

于天下为仁矣”。子张请谈得具体些。孔子说

道：“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

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使人”。

由此可知，颜子行仁，不是空文，而是

见诸行动。孔子曾说过“仁”这个至高无上的

颜素珍教授在新加坡
颜氏公会庆祝成立四
十周年发表专题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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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德，一般人在身上只能存在一、二天，而

颜子“三月不违仁”。他为什么能达到这种程

度呢？因为他的为人能“择乎中庸。得一善，

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一方面行为合乎

中道，不过火，也不是不及；另一方面得到一

善，便马上巩固下来，使自己逐渐积善，致成

德行之首。

颜子性格恬静，长于深思，以德行出众

著称于世。民间传说颜子拾金不昧的故事，

就能说明他品格的高尚，有一天早晨，天刚

放亮，颜子就回书院学习，忽然脚下被什么东

西绊了一下，拾起来一看，原来是锭金子，金

子上面贴着“天赐颜回”四个字。尽管颜子当

时箪飘屡空，生活贫困。但他看着金子却随

口吟道：“天赐颜回一锭金，外财不发命穷

人。”吟罢，随手将金锭抛在地上，拂袖而

去。颜子一生中，从不自我夸耀。于事不去强

求。特别是他那“不迁怒，不贰过”的品德，

它是一般人难以达到的修养境界。“不迁

怒”，是说他不因怒于甲而把怨恨之气发泄

在乙身上；“不贰过”，是说不重犯同样性质

的错误。本来颜子就安贫乐道，不好发怒，

再加上“不迁怒，不贰过”，所以在日常生活

中，他总是谦和待人的。

在当今社会，成小事，靠业务本领，成大

事，靠优良人品。有才无德要坏事，有德无才

要误事。中国古代强调德胜才是君子具有现

实意义。我们要象颜子那样去做讲道德、懂

礼貌，有学问、守纪律的人，努力提高道德修

养，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

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

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毛选》第654页），

这就需要有顽强的意志，处处检点自己的言

行，克服自私自利的思想，树立集体主义的

思想。俗话说，“学坏容易学好难”。随着改

革开放和日益广泛的文化交流，西方的“个人

主义“、”享乐主义“、”金钱拜物教“、”商

品拜物教“等等也传入中国，影响了一些意志

薄弱者和丧失警惕者，他们道德沦丧，腐败

堕落，甚至假公济私，贪污盗窃，违法乱纪。

在此情况下，大力倡导道德修养，提高道德

理性，”严于治身“，培养优良的人品，自觉

抵制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就不但具有巨大

的现实意义，而且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颜

子”修德正身，克己复礼“的道德修养方法。

具有借鉴作用。

弘扬颜子“贫而好学，安贫乐道”的
精神，培育艰苦奋斗品质

颜子一生生活清苦，但志学不辍。他不

追求物质享受和高官厚禄，视不合仁德的利

益若浮云，在任何环境中，也要守道不移。

有一次，孔子问颜子：“回来，家贫居卑，胡

不仕乎？”颜子回答说；“不愿仕，回有郭外

乏田五十亩，足以给饭粥；郭内之田十宙，足

以为丝麻；鼓琴足以自娱，所学夫子之道者，

足以自乐也。回不愿仕”(《庄子·让王》)。颜

子不愿当官，既不是“清高甘贫”，也不是丧

失理想信念；而是由于当时他所处的社会环

境“礼崩乐坏”，天下大乱，诸侯争霸，民众

举事，官场黑暗；儒家学说处处受到冷遇，在

官场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故不愿仕而甘于

清贫并潜心研究经世济民的道理。在《韩诗

外传》十卷里也有记载，颜子问孔子说：“渊

愿贫如富，贱如贵。无勇而威，与士交通。终

身无欲难。亦可至乎?“孔子说：“善哉，回

也!夫贫如富。其知足而无欲也；贱如贵，其

让而有礼也；无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于人

也；终身无患难，其择言而出之地。若回者，

其至乎!虽上古圣人。亦如此而已。”就是说

颜子知足无欲。不致为贫而发愁，因为他有

自己正确的贫富观。孔子称赞他说：“颜回

真高尚啊，用一个竹筒吃饭，用一瓜瓢喝水，

住在一个简陋狭窄的小巷里。别人忍受不

了那样困苦。颜回却不改变他的乐趣。颜回

真高尚啊!”（参见《论语·雍也》）所谓“不

改其乐”，就是他忙于学习，刻苦钻研，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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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乐；忘记了生活清苦的事。颜庙建有“乐

亭”，就为了纪念颜子“箪食瓢饮，不改其

乐”的艰苦奋斗精神。

颜子历来以条件艰差仍刻苦学习著称于

当时，显名于后世。他在条件十分艰苦的情

况下，仍刻苦钻研孔子的道德、学问入了迷，

竟至“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以致孔

子称赞他“贤哉回也”。《孔子家语》记孔子

周游列国，陈蔡绝粮，在“从者七日不食”的

情况下，颜子、促由在屋下烧火煮米，子贡见

颜回拿起勺来偷吃，马上告诉孔子。孔子半

信半疑地向颜子询问，颜子说刚才屋上有块

灰尘掉到饭里。不处理，脏了饭；扔掉又太可

惜，我才把脏物吃掉。此饭可先作祭祀，后

来吃用。大家弄清事实真相，对颜子的行为

顿消疑团转而佩服。

有人说：“理想是空的，理论是虚的，金

钱是实的，权力是硬的；要抛弃空的，扔掉虚

的，捞取实的，占有硬的。”这种不讲理想、

不讲理论、不讲学习、不讲修养、思想懒惰、

随波逐流、追求金钱权力是产生错误、滋长

腐败等不正之风的根源。颜子何以能安贫乐

道？因为他有自己的贫富观；颜子知足无欲

就不致为贫发愁。但这并不是说越穷越好，

而是在当时的环境下，颜子这种认真学道、

加强修养、“让而有礼”、“知足常乐”、“不以

利自累”的品格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

奢。”我们要像颜子那样“艰难困苦，玉汝

于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

乐”、“注重学习，加强修养，提高境界”；学

习他“箪食瓢饮，不改其乐”的艰苦奋斗精

神；学习他不被金钱欲、物欲、占有欲所支

配的清贫乐道思想，彻底消除“精神贫困”，

才能经得起糖衣炮弹和美女的攻击，才能

抗住腐败现象，杜绝贪心，以艰苦奋斗、勤

俭朴素为荣，以铺张浪费奢侈挥霍为耻。弘

扬颜子“贫而好学，安贫乐道”精神，培养

艰苦奋斗品质具有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 

意义。

学习颜子“谨慎交友，讲信修睦”
的思维，培养以诚立信品质

孔子对交友有许多论述，他认为“道不

同，不相为谋”，要“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还具体说过交什么样的朋友，不交什么样的

朋友。颜子遵循孔子的主张并有所发扬。作

为同道来说，孔子曾把他视作朋友，说“文

王得四臣，丘亦得四友焉：自吾得回也，门人

益亲，是非胥附耶？”颜子与孔门其他弟子均

和  友善，相互尊重。周游列国的困难时期，

他和子路、子贡等观点不同，但仍相互尊重。

子贡曾向孔子问及颜子为友如何？孔子回

答“回之信贤于某”，称赞他对朋友讲究信用

比自己还强。为了正确处理对朋友的关系，颜

子曾就此问题向孔子请教，孔子回答：“君

子之于朋友也，心必有非焉，而弗能谓吾不

知，其仁人也。不忘久德，不思久怨，仁矣

夫”。交朋友时应该做到心中有数，时间长

了，就可以看出这个人的品德来。这一教导，

颜子铭记在心。在交友时，颜子从来持仁义

信实的态度。

古籍有一处记子路、子贡、颜子三人说

起对待朋友的态度时，子路说“人善我，我亦

善之；人不善我，我不善之。”子贡曰：“人

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则引之进退

而已耳。”颜子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

不善我，我亦善之”，三子所持各异，问于夫

子，夫子曰：“由之所言，蛮貊之言也；赐之

所言，朋友之言也；回之所言，亲属之言也”，

对颜子的主张给予高度的评价。一个人能以

对自己不善的人也以善待之，要有很大的气

度。当然，这一般的不是指敌国、敌人，而是

朋友。在处世中，一般是以德报德，以怨报

怨，以怨报德者当然不好，但象颜子这样主

张以德报怨者更属难得。这样做，自然会更

好地团给与帮助朋友，协调矛盾，消弭争端，

最后达到团结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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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人相交，总是人心换人心。信服、

信服，无信不服；诚信、诚信，无诚不信。如

今，学习颜子“谨慎交友，讲信修睦”的思

维，培养以诚立信品质要做好四点：一是用

真情，以情感人，“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

善我，我亦善之”。矫揉造作之虚情假意，

只能引起工作对象的反感，不可能收到好效

果。二是说真话，坦诚相见，推心置腹，实

话实说，不说骗人的假话，不乱说别人的坏

话，而要多看到自己的不足。三是求真理，注

重实事求是，努力使讲话符合客观事实和客

观规律。四是办实事，言出行随，说到做到，

言必行、行必果，绝不能“轻诺寡信”。

学习颜子“文明礼貌，修身自省” 
的品德，加强自我修养

在孔门弟子中，颜子是举止文明，很懂

礼貌又严以律己的榜样。他在平时跟随孔子

时，总是彬彬有礼，循规蹈矩。《论语》中记

载颜子向孔子问仁的事，孔子回答了“克己复

礼为仁”之后。颜子又“请问其目”。得到“非

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回答后，心

领神会。颜子立即表示：“我虽然不才。就让

我照您的这些话去实行吧!”果然，他的视、

听、言、动都依礼而为，不合礼的事情一定不

做。

颜 子 强 调“ 慎 独”，就 是 在 一 个

人 独 处 ，无 人 知 道 时，也 要自觉 地 按

照“仁”、“礼”办事，颜子就能做到“修己以

敬”、“修己以安百姓”，甚至还修养出“不

迁怒，不贰过”之性格。《史记·仲尼弟子列

传》记《集解》引何晏注：“凡人性情，喜怒

违理。颜子任道，怒不过分，迁者移，怒当其

理，不易移也。”在大怒之后，犹能控制住自

己的性情，需要很高的修养。能够做到这样，

平时就更能控制喜怒哀乐、依礼行事了。 

《晏子春秋》记齐景公向晏子请教治国称

霸的道理时，晏子回答孔子身为圣人，有许

多地方是弟子们帮助的结果。“德不盛，行不

厚，则颜子、骞雍侍”把颜回等人比作盛德厚

行之人。《论语·学而》：“慎终追远，民德

归厚矣”，《左传》成公十年：“厚为之礼而

归之。

所谓厚行，即循礼之行”。颜子曾向孔

子问君子，孔子曰：“爱近仁，度近智，为己不

重，为人不轻，君子也夫。”又曾问修身，孔

子回答：“恭敬忠信而已矣！恭则远于患，敬

则人爱之，忠则和于众，信则人任之。”又曾

问“成人”，孔子回答“达于惰性之理，通于

物类之变，知幽明之故，睹游气之原，若此可

谓成人矣”对孔子句句信服的颜子，正是按

照孔子所说“君子”、“成人”的修身标准来

严格要求自己，加强自身的修养，为我们树立

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榜样。

古往今来，人们就是在探求人生中塑

造人格，在塑造人格中探索人生，从而借助

人的力量推动时代前进、人类进步和自我完

善。歌德曾经说过：“人间最大的幸福，乃是

人格之欢乐”。人类最终目标是人格的自觉

追求和塑造。自我修养就是自己选择目标和

进程、自觉实践以达到真善美统一境界的健

康人格。颜子的“文明礼貌，修身自省”品

德，我们应该发扬光大，达到“古为今用”，

让传统的优秀文化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服务的

目的。

（编者按：本文为颜素珍教授在新加坡颜

氏公会庆祝四十周年举办的专题讲座全文。

现刊载于此，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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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君尽责，追求卓越

◆颜世谦

颜真卿（709—785年），

琅琊临沂人，字清臣，别

号应方，世称“颜平原”、“颜鲁

公”。素以刚烈正直、忠君报国、

勤政爱民和高超的书法艺术闻

名于世。但笔者认为真卿公的

最伟大之处是他以天下为己任

的行政责任意识和追求卓越的

处世态度。在这方面他不仅继

承、发扬了传统之美，而且有所

创新、完善；不仅造福于时人，

成一代楷模，而且对今人有积极的指导意

义，闪烁着可资治世的光芒。

一、勤学苦练，积极入世

琅琊临沂颜子家族以儒学传家，以立

德、立功、立言为立身之本。作为琅琊临沂颜

子家族的一员，真卿公亦是如此。他学习特别

勤奋，早熟且较早明白了“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的道理，把读书入仕、报国作为他人

生的抉择。“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

时”，正是真卿公勤奋求学的写照。更为重要

的是，他从小就接受了严格的家庭教育。母亲

殷氏出身于门风和家学渊源与琅琊颜子家族

相似的望族，文化素养较高，是真卿公的第

一位老师；舅父殷践猷，以博学

著称，且“性方正，志业淳深，

识理清远”，非常注重真卿公的

学业；伯父颜元孙是正字学的

始祖，十分重视语言文字规范

化教育，使真卿公终生受益；

姑母颜真定则像年轻时教育颜

元孙和颜惟贞那样教育真卿公

兄弟，经常给真卿公等讲述先

祖的事迹和自己割耳诉冤的故

事，还注意词汇、音韵学知识的

讲授；诸位兄长及从兄弟、姑表兄弟各有所

长，相互提携、切磋，使真卿公受益匪浅。如

长兄颜阙疑，精通《诗》、《传》；三兄颜乔

卿，仁和有吏才，通晋史；五兄颜幼舆，精详

礼法。在从兄弟中，颜春卿以明经入仕，擅

词赋；颜杲卿文理清峻；颜曜卿工草隶书；

颜旭卿善草书；颜茂曾长于训诂。在姑表兄

弟中，殷嘉绍“尤工小篆”；殷齐望“有成人

之姿”；殷成己“雅善填书，兼综才艺”；殷

摄、殷寅、殷克齐以文学擅名。在众多兄弟

中，次兄颜允南给予真卿公的帮助和影响最

大。其“精识”、“善与人交，笃于僚友”、宽

厚仁慈的品行，对真卿公“亲仁诚物、泛爱虚

己”品格的形成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论颜真卿的忠君尽责意识

作者简介：

颜世谦，世界颜氏联谊总会总会长，临沂颜子研究会会长。

颜世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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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学的传承和本人的勤奋与聪慧，不

仅使真卿公有了扎实的经学、文学、书法艺

术功底（史称真卿公“少勤学业，有词藻，尤

工书”；“博学，工词章”），而且使真卿公

有了积极入世、以天下为己任的行政责任意

识。这一切为真卿公步入仕途奠定了良好的 

基础。

开元二十二年（734年）正月，真卿公参

加了进士科考试，以“经策全通”的优异成

绩被选为甲第。当时科试项目有秀才、明经、

俊士、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等，

其中明经和进士两科最为重要，名臣多出身

于此。两科相比，进士科尤其重要，也最难

考取。琅琊颜子家族自朝廷实行科举以来，

多以明经入仕，在真卿公前考中进士的只有

颜元孙一人。故真卿公高中后，家族引以为

荣，也寄予厚望。如其从兄颜春卿弥留之际

握着他的手说：“尔当大吾族，顾我不得见，

以诸子诿汝。”开元二十四年（736年），真卿

公参加了吏部的铨选考试，又以“三判优”擢

拔萃科，被授予朝散郎和掌管官方文件的秘

书省著作局校书郎，踏入仕途。此后，虽宦海

沉浮，职位和职级多变，游任于正九品下（

醴泉县尉）的小官和位极人臣的从一品大员 

（太子太师）之间，但他始终积极处世，力争

在立德、立功、立言上有所作为，终成一代名

臣。

二、重责轻权，勤政爱民

在真卿公看来，职位和职级无关紧要，

责任才是重要的。这与现代管理理念不谋而

和。实际上，从本质上讲，行政权力是实现国

家目的的手段。但由于行政权力的层次性能

够带来利益的差别和行为手段的不同，因此

很容易产生权力崇拜意识。在权力崇拜意识

的支配下，人们往往因角逐权力而全然不顾

自己所肩负的责任，甚至把对权力的追求作

为自己人生的目标和一切行为的主要目的，

不择手段地往上爬。结果会导致行政权力

手段与目的的本末倒置，使手段变成目的。进

而滥用权力，利用权力为自己、家族及相关

集团谋利益。在真卿公所处的以恩赐官僚制

为核心的人事行政时期，这是常见的现象，

甚至可以说是较普遍的现象。但真卿公出

于污泥而不染，不仅没有角逐权力，滥用权

力，利用职权为个人谋取私利，而且正确面

对宦海沉浮，在不同的职位上都做到了勤政

爱民，都做出了令人称羡的业绩。

例如，在任醴泉县尉期间，他主管全县

的治安防卫事务，兢兢业业，清正廉洁，深

受百姓爱戴，以“清白”之誉闻于当道；任武 

（兵）部员外郎、判南曹期间，他负责审核选

人的资历档案，“岁选解状，则核簿书、资

历、考课”，对六品以下武职人员的铨选至关

重要。真卿公“提纲目，锄苛细，武调者多感

而怀之”。在任监察御史期间，他三次以试

南京碑林颜真卿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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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屯交兵使身份赴各地巡察，“凡阅举纠士

伍舒惨之情，事理无不必当”，受到朝野的

推崇。巡察陇右时，五原郡积有一件冤案，

久无结果。真卿公得知后，立即着手调查，

及时审理结案，给蒙冤者平反昭雪。适值当

地久旱无雨，案件审结时，突然天降大雨，于

是人民莫不认为天降甘霖是由真卿公断狱

所致，虔诚地称之为“御史雨”，被后世传为

佳话。在平原郡任上，他整顿吏治，废除苛

政，奖掖人才。在短短两年时间内，就把平

原郡治理得井井有条。在饶州刺史任上，真

卿公首先注重教化，整顿治安，大力缉捕盗

贼，对为首作恶者，一经捕获，即行处斩，使

凶顽之徒很快匿迹。德兴县妇女程小娘，父

亲、兄长皆被强盗杀害，她自己也曾被劫掳。

真卿公得悉后，仔细询问案情，随即差遣得

力捕役将盗首擒获，磔之于市，全州人拍手

称快，自此“四境肃然”。其次，真卿公针对

饶州徭役、捐税苛重，经济每况愈下的趋势，

采取了简徭役、黜贪残、劝课农桑的政策，

使社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他在饶州

任职虽然不足一年，但政绩突出，影响深远。

历代撰修图经方志，无不提及他的德政。宋

代以后，人们往往把他与范仲淹在饶州的德

政相提并论，称为“颜范遗风”。在抚州刺史

任上，他关心民众疾苦，注重农业生产，热心

公益事业。针对抚河经常泛滥淹没农田的现

状，他集资鸠工，带领民众在抚河中心小岛

扁担洲南建起一条石砌长坝，不仅解除了水

患，而且可在旱季引水灌田。抚州百姓为了纪

念他，将石坝命名为千金坝，并建立祠庙，四

时致祭。

总之，真卿公重视责任，轻视权位，不

以官职升降为念，一贯勤政爱民，为社会发

展建树颇多，深受民众爱戴。

三、以国为重，竭力平叛

真卿公以国事为重，视国家利益高于自

己的生命。他无论在何地任职，任何职级，

在观察和处理问题时，都表现出了可贵的大

局意识，都能站在国家全局的高度观察处

理问题，尤其关注关系到国运和百姓利益的

国家统一、奸贼叛乱等大事。这在“安史之

乱”等事件中表现得非常突出。

1、对叛贼阴谋发现得早，准备充分，处置

得当

天宝十二载（753年），真卿公任平原太

守时，平原郡属安禄山管辖。其时安禄山已

统兵20万，成为兵雄天下的最大军阀，野心

也急剧膨胀，准备取李唐天下而代之。真卿

公对安禄山的阴谋早有觉察。于是，他一面

派人入朝密奏，一面加紧防守。他以防汛为

名，鸠工修筑城墙，疏浚壕水，储备粮食，赶

制兵器；悄悄地物色人才，进行壮丁登记。为

了对付安禄山的骑兵，还烧制了很多圆形的

砖块，取名“绊马石”，准备战时铺在城外要

道上。因此，当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一月

安禄山反于范阳时，真卿公立即冷静而有序

地做了三件事：一是派人入长安报告军情；

二是进一步部署平原防守，招募武举生员和

猎人射手及市井勇士万余人，严阵以待。同时

号召周边各郡县加入平叛的行列。结果各路

义军合兵20万众，共推真卿公为盟主，立志

匡扶朝廷；三是在平原城西门外举义誓师。

他举酒下泪，登台陈辞：“国家之恩，戮力死

节，无以上报！”“焉有人臣，忍容巨逆？必当

竭节，龚行天讨！”使军民感奋，义愤填膺，誓

与平原共存亡。

乾元二年（759年）六月初，真卿公改任

升州刺史，充浙西节度使兼江宁军使后，又

凭借其敏锐的政治洞察力，预感到扬州长史

刘展将要反叛朝廷。于是，他又像当年在平

原郡那样，一面密切注视江北动向，一面加

紧修固江防，加强水陆战备，频繁视察各关

卡要塞，训练士卒，整肃军纪，以应付突发事

变。后来，刘展果然发动叛乱。真卿公的提

早准备无疑对平叛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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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视人才，礼待平叛将士

历代管理者都明白，人力资源是第一

资源，人才是兴万事的基础和前提，真卿公

也是如此。他初到平原郡时，就认真察访地

方上的孝义名节之士，及时进行表彰，或蠲

免其差役。如当他听说隐士张镐很有才能

后便亲自登门拜访，虚心向张镐请教，并把

张镐举荐给朝廷，拜为左拾遗，三年后位至

宰相。真卿公在招募武举生员和猎人射手及

市井勇士时，由录事参军李择交统领，又选

出骁勇之士刁万岁、和琳、徐皓、马相如、高

抗朗等人为千夫长，分统各部。在平叛过程

中，真卿公非常注重部属的意见，从善如流。

如，天宝十五载（756年），真卿公采纳清河

义军青年首领李崿的建议，进攻魏郡，在堂

邑之战中杀死叛军万余人，俘千余人，获军

资器械不可胜数，收复了北方重镇魏郡，取

得了唐朝军队讨伐叛军以来的唯一一次大

胜利。堂邑战后，真卿公声名远播，远在渔阳

的平卢游弈使刘客奴等计划杀死伪平卢节度

使吕知晦，使渔阳等地重归朝廷，为此派人

到平原求助。渔阳是安禄山的后方重地，真

卿公为了坚定刘客奴的决心，派人运去军资

10余万，并叫年仅10岁的儿子颜颇随行，充

当人质。部众认为风险太大，再三劝止。真

卿公为顾全大局，执意不从，致使颜颇流落

10余年。在平原沦陷以后不久，刘客奴终于

率部回归朝廷。又如在平原军资枯竭，义军

坚守遇到困难时，真卿公采纳李崿的建议，

由官府出钱收购景城盐，然后设盐场出售，

将所获利润供应军需，缓解了军资窘况。此

法后来被第五琦大推行，称为“榷盐法”。真

卿公还从大局着眼，诚邀因平定叛乱毫无

战功而受到朝廷指责的贺兰进明到平原来共

同抗敌，“每事咨之”，以致“军权稍移于进

明”。

同时，真卿公积极支持平叛大业，礼

待平叛将士。如当得知武邑县县尉李铣因投

奔义军其母被伪县令庞宣远拘押时，真卿公

拿出个人俸禄，募勇士搭救，不仅将李母救

出，还杀死了庞宣远；当安禄山命亲信段子光

带着李 、卢奕、蒋清等三人的首级宣谕各

郡，胁迫投降时，真卿公为了稳定军心，强忍

悲痛，当着众人的面说他与三人熟识，首级

是假的，立命部下腰斩了段子光。待部下情

绪稳定后，他才哭诉事实真相，命人用蒲草

扎成人形，与首级接续，穿戴整齐，备棺盛

殓，祭奠三日后方安葬于城外。更令人感动

的是，当时卢奕脸上血痕犹在，真卿公不忍

用袍袖擦拭，竟俯下身去，用舌头把血迹舔

舐干净，左右见状无不痛苦失声。而当郭子仪

部因供应不足，盛夏还穿着冬装时，真卿公

筹集布帛5万余匹，赶制军衣3万套资助。

在李希烈叛乱期间，当李希烈命部下把

淮西应援招讨使张伯仪的旌节和死难将士的

首级送到真卿公面前，夸示自己的战绩时，

真卿公悲愤至极，失声恸哭，自床投地，晕绝

许久。他还在囚室为周曾等反正将士设祭，

其哀惋凄绝的祭词使看押的兵士无不嘘欷

流泪。

3、为国尽忠，视死如归

真卿公处事、虑事皆以国家、民族利益

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他眼里，自己的生命

与社稷相比，无足轻重。建中三年（782年）

十一月，李希烈等叛乱称王。第二年正月，攻

陷汝州，包围郑州，威胁洛阳，朝野震恐。昏

聩的德宗听信了卢杞的话，派真卿公以淮西

宣慰使的身份前往许州劝谕李希烈。真卿公

明知这是卢杞排除异己的奸计，但为了朝廷

的安危，他抱定以死报国之志，“受命之后，

不宿于家，亲党不遑告别，介副不及陈情”，

立即动身起程，随行只有侄子颜岘和家僮银

鹿等数人。消息传开，“朝廷失色”，真卿公

不为所动。建中四年（783年）正月底，真卿

公抵达许州后，拒绝劝诱，向李希烈宣读皇

帝的诏谕，责以大义，劝其悬崖勒马。李希烈

先是劝诱，不成后便施以威胁，命士兵在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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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里挖一深坑，扬言再不屈服就活埋，真卿

公处之泰然。接着，架起柴堆，泼上油，点燃

后，威逼真卿公说：“不能屈节，当自烧。”真

卿公一言不发，昂首挺胸，投身赴火。叛贼

急令部下扶回。贞元元年（785年）八月，在

蔡州，李希烈见真卿公终究不能为己所用，

于是决定缢杀真卿公。真卿公从容就义，时

年77岁。真卿公殉难后，唐德宗辍朝五日，以

示哀悼，并诏赠真卿公为司徒，谥“文忠”。

四、忠君尽责，刚正不阿，维护纲纪，革除

弊政

真卿公不畏权贵，尽职尽责，刚正不

阿，极力维护唐朝纲纪，革除弊政。例如，

朔方县令郑延祚，兄弟三人皆为朝廷命官。

其母死了29年，一直殡置在太原佛寺空园之

内，兄弟互相推诿，不加营葬。真卿公向朝廷

据实奏闻，弹劾郑氏兄弟这种不孝行为，朝

廷罢免了他们的职务，永不叙用；左金吾将

军李延业，一向得玄宗宠幸。他在家中私设

酒宴款待吐蕃官员，并随便动用宫中驾仗，事

后又不报告。御史台加以责问，李延业却仗势

在朝堂喧愤，反诘御史台。真卿公毫不畏惧，

危冠诣台，面折廷争。朝廷不得不严肃纲纪，

将李延业贬谪；御史中丞宋浑是名相宋璟之

子，因私怨被御史吉温、崔珪诬告，贬谪贺

州。此事背景复杂，牵扯到宰相李林甫和权

臣杨国忠的派系之争。真卿公本可置身事外，

全身远害，但他认为对宋浑的处置过重，当

面指责吉温：“奈何以一时忿，欲危宋璟后

乎？”虽然此举招致了吉温同党杨国忠的忌

恨，真卿公被逐出京师，但真卿公面对结党

营私的恶势力，坚持操守的品格赢得了朝野

人士的敬重。

至德二载（757年）六月，真卿公受命兼

任御史大夫。面对朝廷纲纪松弛的局面和

部分朝官“苟贪利权，多致颠覆，害政非一，

妨贤实多”的现象，他以振举朝纲为己任，秉

公执法，对朝臣的过错知无不言。中书舍人

兼吏部侍郎崔漪面带酒容上朝；谏议大夫李

何忌不孝敬父母，朝会时行为不检点。真卿

公立即上奏朝廷，使二人受到应有的处分。

宰相房琯是武后时宰相房融之子，与颜子家

族一向交谊深厚，但他在至德元载（756年）

冬天率军平叛时指挥有误，致有陈涛斜之

败。兵败后又称病不理政务。真卿公不徇私

情，据理弹劾，朝廷罢免了房琯的宰相之职，

降为太子少师。对大臣将相如此，对皇帝也

如此。至德二载十月两京收复后，肃宗在祝

文中用了“嗣皇帝”的署名。真卿公认为玄宗

还在成都，这样不妥，建议改正。并认为玄

宗出逃、京城陷落、太庙为叛军所焚是国家

的耻辱，建议肃宗东向大哭三天。肃宗尽管

很不情愿，但不得不照此办理。

元载本与李辅国是一丘之貉。李辅国死

后，元载惟恐有人攻讦他的恶行，便通过御

史中丞李进，以代宗的名义向百官宣谕：“诸

司官奏事颇多，朕不惮省览，但所奏多挟谗

毁。自今论事者，诸司官皆须先白长官，长官

白宰相，宰相定可否，然后奏闻⋯⋯”诏谕一

下，朝野哗然。真卿公不顾个人利害，毅然撰

写了著名的《论百官论事疏》给代宗，反对这

一堵塞言路的谕旨，在朝廷内外影响很大。

永泰二年（766年）二月，由于元载诬

谤，代宗贬年近花甲的真卿公为硖州别驾，

继而又改贬为吉州别驾，自正三品降到从五

品下阶。真卿公的心情难免凄凉，但忠义之

心丝毫未改。他在《与绪汝书》中说：“政可

守，不可不守。吾去岁中言事得罪，又不能逆

道徇时，为千古罪人也。虽贬居远方，终身不

耻。绪汝等当须会吾之志，不可不守也。”就

这样，真卿公尽职尽责，兢兢业业，于军国

之事直言不讳，不畏权贵，不徇私情，刚正不

阿。一生虽九次被贬谪，但他不仅不后悔，

而且依然如此。

这里姑且不论真卿公的所作所为完全

正确与否，但可以肯定的是真卿公尽职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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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刚正不阿，维护纲纪，革除弊政的精神是

可嘉的，是值得后人学习的。

五、翰墨书魂 纵横南北

大唐中期，真卿公创立的“颜体”书法

异军突起，成就了中国书法艺术史的巅峰。颜

体的出现，开宗立派，垂范后人，在中国书法

艺术史上留下了极其光彩夺目的一页。真卿

公之所以有上述品德及业绩，这是与他的良

好的文墨修养所分不开的。总体来说，真卿

公的书法风格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1. 少颜阶段（26岁－50岁）。该阶段真

卿公创作了《多宝塔碑》、《东方画赞碑》、 

《扶风孔子庙堂碑》等作品。此时期的作

品，是颜体的酝酿时期，这些作品集中凸现了

真卿公刚正品格的雏形。

2. 中颜阶段（50岁－65岁）。该阶段真

卿公创作的《祭侄文稿》、《郭家庙碑》、 

《元结碑》等作品，阔达平整，风格雄强，气

势磅礴，端庄浑厚，气势磅礴。此阶段，真卿

公书法作品刚正雄伟、气势磅礴的风格趋于

成熟。

3. 老颜阶段（65岁以后）。该阶段真卿

公书法作品如《干燥禄字书》、《竹山堂联

句》的风格较中颜阶段更为庄重雄厚，笔力

更为深沉雄健，苍劲厚重，气势雄伟。该阶段

他的书法艺术造诣已达炉火纯青之境界。

纵观真卿公书法艺术的三个发展阶段，

其艺术风格，真可谓是怀可海纳百川，气可

吞万里江河；志似钢刀，可斩万恶之魔；情似

流水，更为热血儿女心肠。难怪宋代著名文

学家、诗人、词作家苏东坡对“颜体”极尽推

崇，赞誉其为：翰墨书魂，纵横南北。

六、血肉之躯 激情荡漾

固然真卿公以忠烈而著名，以翰墨而传

世，但他毕竟是血肉之躯，仁爱之情尤为突

出。在平息安史之乱过程中，其堂兄杲卿公

及侄儿季明公皆为国家的统一和人民群众

的安居乐业而捐躯。同时，杲卿公其眷属尽

被掳掠，有的深陷囹圄，有的守烈自尽，有的

沦落烟花之所，受尽人间尤其是儒家世宦之

家所不能忍受的耻辱。安史之乱后，真卿公

为赎回其堂兄杲卿之眷属，几乎卖尽全部家

产。他千辛万苦走遍中华北国之疆，寻访赎回

了散落的三百多遗孤，并加以妥善安置。

在真卿公的作品当中，《祭侄文稿》一

直以来为人所称颂，该文稿饱含了真卿公对

亲人骨肉的无限哀思悲痛之情，真切的表现

了真卿公有血有肉的男儿形象。在平定安史

之乱中，真卿公一家英勇杀敌，立下了不朽的

战功。常山一战，安禄山以重兵围困，奸臣王

丞业按兵不动，并篡改杲卿公的奏章，欲想

攫取战功。杲卿公和季明公终因寡不敌众而

被叛军所俘。在敌人的屠刀面前，二位先公，

毫不畏惧，宁死不屈，英勇就义。颜家三十多

人一同遇害。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

真卿公派侄泉明到河北寻访杲卿一家流落人

员，带回季明遗骨。当时真卿公手捧遗骨，思

亲之痛伴着国恨家仇，一齐涌上心头，他不

禁肝胆俱裂，老泪纵横，悲愤难抑，写下了这

篇祭侄文稿，为后人留下了独特而完美的艺

术珍品。真卿公写此祭文完全是情之所致，

无意于书。全文268字，行草相杂，几经涂改

处，如闻泣不成声，似觉肝肠欲断，表现了

起伏跌宕的悲愤心情。由于怒之、哀之，笔

墨自然‘气粗而字险’，气郁而自敛，有大义

凛然的铮铮风骨，不禁使人油然而生敬意。

1000多年来，真卿公的《祭侄文稿》被公认

为是颜氏行书的顶峰之作。真卿公在《祭侄

文稿》中所表现出的血肉男儿的感情更是传

唱千古。

叙千古之功勋，言盖世之书圣，又引起

极多追思，还激起万般激情。英烈已去千

年，不再回首，我辈如何奔走，才能使先祖

九泉之下安慰，更使后人颂扬，乃是当代我

族有志子孙而行之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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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氏家族源远流长，自颜

回第二十三世孙颜盛

由鲁迁至琅琊临沂定居，嗣后

琅琊临沂颜氏家族人才辈出，

彪炳于史册者代不乏人，在家

训、哲学、文学、史学、文字学、

书法、绘画等领域成就卓著，

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丰富和发展

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一、成古今家训之“祖” 

中国人有著述家训的传

统，但在颜之推撰写《颜氏家训》以前，虽

然三国魏嵇康、西晋杜预各有《家诫》，东

晋陶渊明有《责子》，南朝梁徐勉有《戒子

书》，都属家训一类，但其卷帙都很小，影响

也不大。《颜氏家训》问世后，在社会上产生

了重大影响。所以，南宋陈振孙在其《直斋

书录解题》、明朝王三聘在其《古今事物考》

中均说：“古今家训，以此为

祖。”颜之推以后，世人竞相

效仿，撰写家训成了士大夫阶

层的一种风气。

琅琊临沂颜氏后裔最早

撰写家训的人是颜盛曾孙颜

含。他对子侄的仕宦前程及

儿女的婚配大事非常重视，曾

作所谓《靖侯成规》以戒之。

规定：“汝家书生门户，世无富

贵；自今仕宦不可过二千石，

婚姻勿贪世家。”颜含曾孙颜

延之作《庭诰》，将家训发展到了较为成熟的

阶段。颜延之为子弟设计处世方略，从志向

的确立到待人接物等都做了详细规定。告诫

子弟要立德立言，振兴家声；强调父慈子孝，

兄弟友爱；为人要谦虚谨慎，严于律己，正

确处理“怀道”与“贫穷”的关系，并注意从

饮食上养生。

文化成就卓著的
琅琊临沂颜子家族

◆汲广运

作者简介： 

汲广运，临沂师范学院（临沂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

教授，兼任临沂历史学会会长，沂蒙文化研究所所长，临沂颜

子研究会副会长。

汲广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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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诰》对颜氏子孙的影响颇大，颜之

推所作，被称为“篇篇药石，言言龟鉴”（王

钺：《读书丛残》）的《颜氏家训》，不仅借鉴

了《庭诰》的内容，而且《教子》、《兄弟》、 

《治家》、《慕贤》等篇，几乎是《庭诰》的翻

版。

《颜氏家训》共7卷20篇，是颜之推一

生关于立身、治家、处事、为学的经验总结。

主要内容有：第一，以儒家思想为家庭教育

的基础。第二，培养“德艺周厚”的人才。第

三，提出了全面切实的治家之法。第四，重视

儿童的早期教育。第五，对儒学、佛学、道学、

玄学、史学、文学以至文字学、音韵学、卜筮、

医学、算术、历法、琴棋书画等也都提出了自

己的见解。至此琅琊临沂颜氏家训已发展到

顶峰阶段。嗣后颜氏子孙虽有新作，但卷帙

极小，且皆为《颜氏家训》的阐释和补充。如

颜真卿作《守政帖》（又称《告戒子孙书》），

即属此列。

二、弘扬儒学，创立哲学门派

颜氏之儒在春秋时代已有相当的影响。

汉代，颜安乐与严彭祖师从眭孟学习《春秋

公羊传》，而后创立了春秋学“颜氏学”，成

为一代儒学大师。汉末颜盛至临沂后，仍以

儒学传家，以弘扬儒学为己任。其长子颜钦，

精《韩诗》、《礼》、《易》、《尚书》，学者宗

之。颜钦之子颜含，“少有操行，以孝闻” 

（《晋书》卷八十八《孝友·颜含传》），他笃

行儒家孝悌，善事寡嫂，并以孝道育子，对儒

家重视实际和重民思想亦有所弘扬。颜含率

族南迁后，金陵颜氏家族在儒学领域多有建

树。

南北朝时期，颜延之“好读书，无所不

览，文章之美，冠绝当时”。名儒周续之在

京中讲学，皇帝刘裕及满朝硕彦毕至。周续

之对儒学义理反复阐述仍难以讲清，而颜延

之“每折以简要，连挫续之”，“言约理畅，莫

不称善”（《宋书》卷七十三《颜延之传》）。

他又作《庭诰》，对儒家的伦理、政治、哲学

观点多所阐发。颜协博涉群书，以儒家思想

教育子弟，其子颜之仪、颜之推皆善儒学，其

中尤以颜之推影响较大。颜之推幼承庭训，

对《周官》、《左传》、《礼》，皆有较深造诣。

他所作的《颜氏家训》，虽在一定程度上受

佛家思想的影响，但其主旨还是儒家。他以

儒家的传统观点对立身处世、求学、修养、治

家等问题提出了较有价值的认识。

隋唐时期，颜思鲁以儒学显；颜游秦曾

撰《汉书决疑》为学者所称，其侄颜师古注

《汉书》时多资取其义。颜师古是唐代著名

儒学大师，因精于训诂，曾奉唐太宗之命撰修

《五经定本》，在文字上统一儒学，为儒学

的复兴做出了巨大贡献。其弟颜勤礼、颜相

时皆传儒学、精训诂，兄弟三人同为弘文崇

贤学士，一时传为佳话。颜昭甫更被称为“硕

儒”，尤明训诂，以儒学教育子女。其子颜元

孙、颜惟贞俱为一时名儒，其孙颜杲卿、颜真

卿自幼传习儒学，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儒家

维护国家统一的思想对他们影响至深。在平

定安史之乱时，颜杲卿、颜真卿兄弟坚持民

族大义，反对分裂，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

会的安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成为实践儒家

重视群体利益、重视社会责任思想的光辉

典范。

五代时，颜诩为后唐光宗时江西永新

令，与颜翊、颜翔兄弟几人事继母以孝闻，笃

志儒学，尤精词翰，严于礼法，而颜衎，以孝

悌为时人所推。宋代，福建龙溪颜慥、颜师

鲁、颜耆仲、颜颐仲等，均为儒学传家的著名

人物。

在哲学上，颜氏后裔有突出贡献的

有“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颜钧和“颜李

学派”的开创者颜元。他们创立的“大中哲

学”和“实学”体现了平民化的哲学思想，对

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中国实学思潮史上

占有重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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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群星闪烁的文学世家

历史悠久、光辉灿烂的中国文学，是中

华民族宝贵的文化财富。在这笔财富的积累

过程中，颜氏子孙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为中国

文学宝库增添了许多珍贵精品。如颜延之、

颜之推、颜真卿、颜仁郁、颜光敏等人都在

中国文学史上都写下了闪亮的一笔。

颜延之是 著名南朝诗人，与谢灵运

齐名，世称“颜谢”；又与谢灵运、鲍照一

起被誉为南朝宋“元嘉三大家”。钟荣《诗

品》称：“谢诗如芙蓉出水，颜诗如错采缕

金。”谓谢诗自然天成，颜诗却雕章琢句，是

一种人工美。颜延之诗今存29首，为后人称

道的主要有《北使洛》、《还至梁城作》、 

《五君咏》及《秋胡行》等。他的散文和骈文

也有相当的成就，是刘宋前期的大手笔。其

作品选入《文选》的有《三月三日曲水诗序》、

《阳给事诔》、《陶征士诔》、《宋文皇帝元

皇后哀策文》和《祭屈原文》。但影响较大

且在写法上又有特色的是《庭诰》和《赭白

马赋》。

颜之推的传世之作除《颜氏家训》外，

还有《观我生赋》。《观我生赋》是自传性

的大赋，是以颜之推的一生经历为主要描写

对象，兼述社会动荡及与国家丧亡有关的重

大历史事件，把人生浮沉与社会变迁自觉地

结合起来，以赋的形式加以表现。这种写法

属首创，显示了作者驾驭丰富素材、擅长叙事

和思考的能力。作者始终以比较理性的学者

目光回顾历史、反观人生，这也是《观我生

赋》的独特之处。《观我生赋》讲究对仗、

句式骈偶、运用典故等带有明显的南朝赋的

特征，但作品的创作精神和语言风格明显受

到北朝文学的影响。可以说,《观我生赋》是

南北文风交融的产物，是将南朝文学优秀的

艺术手法与北朝文学的写实精神相结合的尝

试。

颜真卿以词学登科，早年即有诗名，他

的五言古诗，历来为论诗者所重。他在文以

载道的基础上，重视文采，主张文质相适。

他喜与文士接游，公务之暇，每以主持诗文

酒会为乐，网罗了济济名士，被时人视为一

代文宗。与他有文字往还的有李白、岑参、

元结、卢纶、戎昱、诗僧皎然、道士吴筠、处

士陆羽、隐士张志和等。颜真卿能诗善文，

笔耕不辍，志存不朽。文集有《又庐集》（又

作《庐陵集》）、《临川集》、《湖州集》、《礼

乐集》各十卷，此外尚有《颜氏家谱》一卷、

《历古创制仪》五卷等，合《元陵仪注》及 

《镜海韵源》三百六十卷，可谓洋洋大观。惜

至宋代已散佚大半。他的诗蕴藉深刻，古雅

端整，文因事而发，气势豪放，独具特色，故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典雅庄重，称其为

人”的评价。只因书名太盛而文名不显。其诗

作存留甚少，较有名的有《咏陶渊明》、《赠

裴将军》、《刻清远道士虎丘诗因而继作》、

《题杼山癸亭得暮字》、《谢陆处士杼山折

青桂花见寄之作》等。颜真卿行文，体制大

略有：赋、表、奏、议、疏、记、序、书、帖、

判、碑铭、墓志、仪注等，多属于实用性的，又

多系时人、时事、时文，加之颜真卿严肃认真

的写作态度和风格，就使得其中很多作品的

价值，于文之外更偏重于史。不仅是研究他

本人的珍贵资料，也是研究唐代历史、文化

的重要参考资料。

颜仁郁幼承庭训，饱学多才，胸有大志，

是唐代有名的大诗人。他的诗篇，分为农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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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门、客路、边庭、城市、贫女、负薪、空门、

山居、渔父等十门，每门各十首。百首诗篇，

具有强烈的人民性，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

反映人民的疾苦和欢乐，所以很快在民间

广为流传，并流入京师，被尊称为“颜长官

诗”。

颜光敏聪明好学，工诗善书，一生手不

释卷，博览群书，旁通律历勾股之学，对《大

学》章句尤得奥旨。他曾与王士祯、施润章等

交游，互相唱和赠答，共同讨论汉、魏、六

朝、唐、宋、元、明诗家的得失；又与宋荦、

田雯、曹禾、林尧英、王又旦、曹贞吉、谢重

辉、汪懋麟、叶封十人，结为“十子诗社”，众

推颜光敏为盟主，刻有《十子诗略》。而与

颜光敏最为知己者，莫过于顾炎武和孔尚任

了。颜光敏所著《乐圃集》是顾氏校订完稿

的；而顾炎武所著《音学五书》，颜光敏为其

题写书签。颜光敏与孔尚任是故土至交，情

同手足。颜光敏著有《乐圃集》四卷、《朱信

堂时艺》一卷、《训蒙日纂》二卷、已付梓。 

《未信集》一卷、《颜氏家诫》四卷、《旧雨

草堂》二卷、《南行日记》一卷、未刊。其诗

成就较显著，他的《太华》、《伊阙》被世人

称为佳品；《思悲翁》、《战南城》亦有白居

易讽喻诗之遗风。

四、大家迭出的文字学家族

颜氏世代精于儒学，而学习儒学必然要

明于训诂，掌握一定的语言文字功夫，这样

才能考证佶屈聱牙、晦涩难懂的古代文字。

故颜氏后裔在语言文字学上大家迭出，卓有

成绩。

颜之推在语言文字学上取得了相当大的

成就。他博识，精字学，曾著有《证俗音字》

五卷、《训俗文字略》一卷、《急就章注》一

卷等；还曾与萧该、刘臻等一起帮助陆法言

编著《切韵》一书。《颜氏家训》中的《音辞

篇》是音韵学的专论。在《音辞篇》中，颜之

推首先概括总结了以前的音韵发展史，指出

以前的各种音韵学专著都是局限在写自己的

方音上，并站在自己方音的立场上，互相指

责、互相讥笑别地方音，因为没有共同标准，

结果谁也说服不了谁。他主张把古今南北的

语音，加以分析综合；以江南的金陵与北方

的洛阳作为南北两大方言区为代表，建立民

族共同语的语音标准。他还用大量的真实事

例，批评了南方、北方不合于雅言标准的错误

读音。这在南北割据、交通不便的当时，如果

没有渊博的音韵学知识、敏锐的辨析能力，

是无法做到的。《音辞篇》对以后音韵学界

有广泛的影响，成了音韵学者的必读之书。

颜之推次子颜愍楚承父学业，著有《证

俗音略》二卷；三子颜游秦为唐初学者，撰 

《汉书决疑》十二卷，为学者所称，颜师古注

《汉书》，多资取其义。颜师古所著《匡谬正

俗》、《急就章注》、《颜氏字样》等对后世也

影响极大。颜昭甫对金文、古鼎之籀文有较

深的造诣，尤明训诂，为伯父颜师古所器重。

颜昭甫长子颜元孙、颜元孙五子颜茂曾亦精

于训诂。颜元孙著《干禄字书序》所选楷书

1599字，以平、上、去、入四声的次序排列，

其中大部分的字，又分别标出正体、通体、俗

体三种写法。同时，书中还对某些形近、音近

的字作了区别。唐代科举，并重字法，正因为

当时学习字法的求取功名关系很大，《干禄

字书》影响十分广远，颜元孙也随之蜚声朝

野，不仅名高一代，而且饮誉后世，被尊为

正字学的始祖。颜真卿在音韵学上也造诣非

凡。他留心考订《切韵》，注意引证《说文》

等字书进行训解，又增纳经、史、子、集诸书

中两字以上成句的词汇，广而纂之，编纂成 

《镜海韵源》五百卷，然后删繁就简，成书三

百六十卷，成为一部音韵学巨著。而在注释

方面影响最大的是颜师古集注的《汉书》。

颜师古注《汉书》时，先广采众说，再

叙述见解。在纠正前人注释方面，他善于

抓住特点，文词简洁。为避免重复，他采用

了承前省和探后省的方法，既可使习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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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对照，也大大节省了篇幅。需要

详细说明的地方，他则不厌其烦琐，

穷究其源，大大便利了后人对该历

史真实情况的了解。最令人钦佩的

是颜师古朴实求是的作风。知之为

知之，不知为不知，是颜师古《汉

书》注的又一大特点。颜师古在注

解《汉书》的过程中，遇到疑难问题

时，决不似是而非，贸然断定。翻开 

《汉书》注，不难发现，书中常有“未

详”、“未达其说”、“未知孰是”的字

样。或者，他只征引他人注解，自己干

脆不注。他集注的《汉书》，汇集汉、

魏以来二十多家的注解，成为古代最

详之注和后世通行之本。他所注《汉书》的

体例，为后世研习《汉书》者所依本。他的《

汉书》注，大大便利了人们对《汉书》的阅读

和利用，所以，颜师古在中国训诂学史上乃

至整个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是应该给予充

分肯定的。

五、卓有成就的史学门第

琅琊临沂颜氏家族虽不以史学传家，但

颜氏后裔多文史兼修，其中有不少人研究历

史，且卓有成就。这使颜氏家族成了较有影

响的史学门第。例如，颜师古不仅在文字学、

训诂学、古音学上成就颇多，而且历史学研究

方面也有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曾参与《隋书》

的编修。据刘知几考证：“隋史当开皇仁寿

时，王邵为书八十卷，以类相从，定其篇目，

至于编年纪传，并阙其体。炀帝时，唯有王胄

得所修《大也起居注》，及江都之祸，仍所

散逸。皇家贞观初，敕中书侍郎颜师古，给

事中孔颖达，共撰《隋书》五十五卷，与新撰 

《周书》并行于世。”《隋书》叙事简练，文

笔严谨，品评人物基本上能据实直书，为后

人研究隋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

及有关制度、人物，提供了真实史料。此外，

颜师古还奉诏与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撰定

《五礼》，书成，晋为子爵。《五礼》的修订，

为研究古代特别是先秦时代的礼仪制度保

存了大量材料。

更应值得一提的是《陋巷志》的编写。 

《陋巷志》是颜氏家族志，也是颜氏后裔的

史学成果，同时是研究颜氏家族和中国传统

文化的重要历史资料。

颜氏初无专志，其家族事略并载于阙

里之《三氏志》中。明正德元年（1506年），

侍御史郑州人曹伯良奉敕按察山东，发起

编撰颜氏独立家志。颜氏六十一代宗子、

翰林院五经博士颜公鋐汇集资料，草创初

稿。复请中宪大夫、山东等处提刑按察副

使、提督学政江东人陈镐修审编定。次年

春二月，首稿书成，计四册八卷。曹伯良为 

《志》题名曰“陋巷”，以志颜子所居之

地。陈镐复撰《序》，以志其事，自是《陋巷

志》手稿由颜氏宗子世传。此后，颜子六十

四代孙颜嗣慎、六十五代孙颜胤祚等人对

旧稿作了多次修辑，日臻完善并付梓成书

问世。1641年，颜子六十七代孙颜光鲁、六

十八代孙颜绍统父子主持，修订刊印第二

版。清乾隆初年，颜子七十一代孙颜襗怀

主持刊印第三版。1931—1935年，颜子七十

七代孙颜世镛主持刊印第四版。历代增订

内容，主要是将后世宗子代系、人物事迹、

新旧《陋巷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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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墓铭、文人名士所作赞颂诗文补续入

书，其余均仍旧版。全书四册八卷，共由

五大部分组成：一：《序言》（卷首）；二： 

《图像志》（卷一）；三：《世家志》（卷二

卷三）；四：《恩典志》（卷四）；五：《艺文

志》（卷五 卷八）。《序言》八篇，撰者均

为明代达官闻人。八序内容大同小异，赞颜

子功德不泯，记述该《志》的编撰、修辑和

刻印成书的过程。是后人考证《陋巷志》成

书历史的主要资料依据。《图像志》内容分

十三项，主要绘制圣像圣迹和祭器图。《世

家志》分上、下篇，上篇追溯颜子先世，收集

汉代之前经、史、子、集中记载的颜子言行事

迹；下篇有宗子世表，支子世表、闻达列传

三部分内容。《恩典志》内容分列六项：颜子

及夫人、颜路及夫人历代所受封爵及赠谥；

历代重大祀典；颜子、颜路像章服的规格品

级；历代王朝给颜子后裔特授的官爵、学位；

历代帝王的封赏给赐以及对颜子后裔的优待

条例。《艺文志》分上、中、下、附录四部分，

是全书重要资料最集中的部分。《艺文志》

上，收集历代皇帝的诰敕，御制的碑文、祭

文、赞颂及召旨榜文。《艺文志》中，内收碑

文，历代名人所制赞、颂、铭、论、说及祭文。

《艺文志》下，主收奏疏、诗歌。附录部分，

专收颜氏名人之志铭墓表。

六、书名显赫，鼎创“颜体” 

颜氏世代以儒雅传家，留意翰墨，声名

显赫，堪称书法艺术家者大有人在。诚如颜

真卿《草篆帖》中所说：“自南朝以来，上祖

多以草隶篆籀为当代所称。”而以颜真卿为

代表创立的“颜体”书法，确立了唐楷法度，

影响久远。

琅琊临沂颜氏后裔中研习、擅长书法

的人很多，如颜延之善书翰，颜峻得其笔

法，工行书；颜腾之善草隶，书有风格，其子

颜炳之，亦“以能书称”；颜协工草、隶、飞

白，“荆楚碑碣，皆协所书”（《南史》卷七十

二《颜协传》）；颜之推尤工书，精字学，曾

著《急就章注》、《笔墨法》各一卷。清阮元 

《南北书派论》称：“北朝笔法劲正遒秀，往

往画石出锋，犹为汉隶，惟破体太多，宜为颜

之推、江式等所纠正。”颜师古，与兄弟颜勤

礼、颜相时都以文学入选为崇贤、宏文两馆

学士。颜师古工书，颜勤礼“工于篆籀，尤精

训诂”；（《颜氏家庙碑》）颜昭甫擅长篆、

隶、草书，对金文、古鼎籀文有较深造诣；颜

元孙、颜惟贞善书翰，特以草、隶擅名。贞观

中，刊正经籍，颜元孙录字体数纸，以示雠

校楷书，时号颜氏字样；颜旭卿善草隶；颜茂

曾颇工篆籀；颜曜卿善草隶；颜頵善正、草

书，工文翰，书画端庄；颜颇工隶书、小楷；

颜顒工正书；颜防“有文辞，博古，工书”； 

（《颜氏家庙碑》）颜稷之书《段柯古靖居寺

碑》“殊有楷法”；（宋黄伯思《东观余论》）

颜诩雅辞翰；颜褒邃于经学，词藻丰赡，书法

尤精；颜直之工小篆，得秦《诅楚文》笔意，

尝为参政楼钥书《攻愧斋》榜，楼钥赋诗美

之，著《集古篆韵》二十卷；颜汝勋工篆；颜

耕道“博古工诗，尤善草书”；颜悫“真、草、

篆、隶俱工”；颜可久“作钟、王书，尽得其

髓”；（明皇甫汸《司勋集》）颜廷榘工书法；

颜标工楷书；颜锐善楷书；颜光敏工书翰，

人得其片札，犹珍如珠玉。他的文稿脱手，常

常被人拿去，或摹勒，或珍藏；颜懋龄工诗

善隶书；颜懋企性嗜书，喜好金石，工书法；

颜鸣皋书法冠绝一时；颜崇槼喜考订金石，

兼有墨癖，工书法；颜崇沩书法东坡，尤工分

隶；颜明远以诗画草篆名噪一时，壮年游历台

湾，趋求其墨迹者不远千里而来；颜樾精书

法，当时他与同邑练廷黄书法同负盛名，曾风

行于京华一带，达官显贵中多有人求索，收藏

其书写的对联条幅。等等，不胜枚举。而颜氏

书家中名位最高、贡献最大的当首推书法大

师颜真卿。他秉承家学，小学功夫深厚，所写

字体，全合字样，其书法又能吸取北朝雄浑

气质，融合唐初的秀逸风雅、中唐的肥劲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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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转益多师，博取众长，几乎概括魏晋以下

诸家，终成“颜体”。有唐三百年，能做到文

字、书法并臻雅正的书法家实仅其一人。

颜真卿是中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

一代宗师。“颜体”以其雄浑朴厚、气势磅礴

的盛唐气象而开一代新风，最终确立了唐楷

的法度，在中国书法艺术历史上产生了广泛而

深远的影响。而他的行草书从魏晋时代清玄

超迈的“韵”，转变到“止乎礼”的“情”，充

分体现了“诗言其志，歌咏其声，舞动其容，

书迹其情”的文学艺术表现规律。颜真卿作

为中国历史上著名忠臣义士，一生爱国爱民，

鞠躬尽瘁，其忠烈之节、凛然正气，真正实现

了人品与艺品的高度统一，令后世高山仰止，

与“二王”同为千古书圣。

七、留名青史的绘画艺术

古代善书者多长于绘画，故有书画家之

称。在颜氏家族，除了有众多的书法家之外，

还有不少擅长绘画艺术的名家大师，为祖国

绘画艺术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颜氏后裔在绘画创作方面名家很多。

如颜真卿之子颜頵“书画端庄，殊有父风”；

颜直之工画人物；颜博文以诗画擅名京师。

他长于水墨画，人物花卉皆臻妙境。喜作墨

梅，所画山水亦颇有情致；颜晖善画道释人

物，画鬼奇绝，兼工画猿；颜宗善画山水，为

世人所推重；颜仪凤工书画，然不多作，或

得其片纸，珍若拱壁；颜明远书画俱佳，于陶

瓷绘画和装饰设计尤精，其作品麟凤龙虎、

百鸟飞鸣、双鱼击水、八仙耕织之类为后人

所珍藏；颜元是现代油画大师颜文樑之父，

所作山水、人物、花鸟画精妙，尤其擅长画

人物，落笔苍劲，线条挺拔，衣褶飘逸自然，

深得任氏笔法的精髓；颜世清擅长画花卉，

又善于鉴赏，收藏之富为当时北京之最，曾任

东方绘画协会干事；油画大师颜文樑于20世

纪初创办苏州美术专科学校，是中国著名的

画家和美术教育家，他的绘画作品丰富了中

国艺术宝库。桃李满天下，中国许多有成就的

美术工作者，都出自他的门下。

颜氏家族相聚孝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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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姓先贤在历史上表现

杰出者，春秋时代有

复圣颜回公，敏而好学；其后

颜髦则以孝行感天；唐代常山

太守颜杲卿，忠君爱国。这些

常有人提及，无需赘述。笔者

囿於范围，只好就记忆所及，

写一则：‘桃陵先生’颜廷榘故

事。

永春上场城附近，有一

座魁星山，叠嶂崔巍，林壑

雅秀。山中有巨石，刻有‘文

曲华世’四个篆字。过此，即是‘魁星岩’，

又名‘詹岩’，为永春名刹；风景冠於全永；

有‘迎云幔绿’、‘广庭秋月’、‘吟台’、‘石

佛’、‘佛泉’、‘佛跡’。稍远，更有‘梅盘鸟

道’、‘曲涧禊跡’、‘巢鹤’、‘斗石洞天’诸胜

景。岩后石崖顶，有一座‘桃陵先生祠’，祠

里有‘桃陵先生’塑像。这位‘桃陵先生’，就

是明朝嘉靖年间的颜廷榘。

颜廷榘字范卿，永春上场城人。嘉靖三

十七岁贡生。为人重孝弟，笃伦常，守礼法，安

贫乐道，持正不阿。自号‘陋巷生’永春人都

目为‘圣人’，称之为‘桃陵先生’，或‘桃陵

公’。晚年又号‘赘翁’，卒年九十有三。

他年青时为邻乡垫师，其地离家十多

里，夜归叩门，妻穿睡衣出启扉，氏见之，

竟怒不顾，遂即转身回垫。抵垫后，又由垫

回家，到家时再叩门，妻知其意，立穿衣著

裙出迎，始怡然入房。往返二

十余里，不以为苦。母李氏，

食梅病酸，先生遂终生不食

梅。弟廷棐为父晚年再得子，

父欲折产，廷榘悉将产归弟。

师事莆田吴石渠，石渠客死

永春，为舁遗体入门殓之，

设奠，哭数日，具厚赙送归。

曾任九江通判，耽风雅，公

余即与二三知友，往来匡卢

彭蠡，探幽寻胜，人皆以白居

易比之。与吾野山人黄克晦

最称莫逆，每偕廷榘游卢山，辄互唱和。会

兵民交 ，当道欲罪民以媚兵，廷榘坚执不

可，遂忤当道，左迁太甯都司。寻调岷府长

史，辅道匡正，王甚重之。告归年已七十余

矣，犹矍铄轻健，举步如飞。纵情山水，遍

游蓟燕吴越。著有〈杜律意笺〉、〈丛桂堂

诗集〉、〈燕南寓稿〉，及与吾野山人合著之 

〈匡庐唱和集〉等。

廷榘幼年，就读於五里街学垫，来往须

经过一座神庙。庙里的神像，俗称‘舍人公’。

每当他经过该庙，‘舍人公’神像即起立迎

接。有一天，他与垫里同学闲谈，说起‘舍人

公’时，他说‘舍人公’是站立的。但众同学都

说是坐着的。由是，引起剧烈的争辩，继而口

角，终至动武。廷榘被打得头破血流，便向

塾仰哭诉。老师问明原委，反而责他道：‘舍

人公’的神像明明是坐在交椅上的，你硬说

“桃陵先生”颜廷榘
（马来西亚麻坡）

◆颜辉闻

颜辉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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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站立的，被打算是活该！接着，便把廷榘

逐回课室。廷榘心有不甘，不等放学，就回

家去；途经神庙，再向神龛视察，却见‘舍人

公’明明是站立的。回到家里，便哭着向父亲

撒娇。父问何故早退，廷榘即将与同学们剧

烈争辩的经过诉说一番。父亲不等他说完，

便赏他一记耳光，恨恨说：“先生没打你，

算是宽容”，‘舍人公’明明是坐着的，你为

什么硬说是站立的？他尝了耳光后，不哭了，

硬拉父亲到庙里去看个究竟再说，又急急忙

忙地跑到塾里，把塾师也拖来庙。塾师问他

干么？他只说：“到庙里看‘舍人公’去”！塾

里同学们见状，便成群结队，跟着去看。廷

榘与塾师拉拉扯扯，好容易到庙里看‘舍人

公’。大夥儿定睛一看，‘舍人公’果然站立起

来了。廷榘於是指舍人公道：“你可不能再坐

下去了”。因此，现今闽南崇奉的‘舍人公’多

数是站立的，据说，原因是被廷榘说了这么

一句话，所以才不能坐下去了。

颜廷榘凭什么使得‘舍人公’偶像站起

来迎接他呢？原来，他乃是天上文曲星转世

的。

魁星岩距离颜桃陵家不远，是以桃陵

每於夜间前往该岩读书，不论如何黑暗，皆

未尝持灯笼而能拾级而上。但某一夜，行至

魁星山麓时，竟然伸手不见五指，无路可上，

乃折返家中。其母问他是否有过不正当行

为。桃陵先生答日：“只有日间为某人卖妻字

上添写一字，或由此而起”。其母即命他设法

将该纸上所添之字拈回，由是夜起，又如常

可上魁星岩了。

永春卿园乡黄氏重建祖厝，特请泉州金

吊桶择日上梁。据云该日为‘大恶不赦日’，

极不合进行上梁。金吊桶则云：“虽系大恶不

赦日，但有大贵人在，反而变成大吉，将来子

孙代代皆富贵”。黄氏父老相信其言，便于该

日上梁，并依金吊桶吩咐，聚众齐声喊“起，

起！”时适颜桃陵在离卿园黄氏祖厝不远之

后鼓乡课蒙，正在手持红朱笔改字，闻喊叫

声，知为黄氏祖厝上梁，颜桃陵亦精通择日

法，乃自言自语：“大恶不赦日岂可上梁”？乃

手执红朱笔走出塾外一观，时适正午，太阳

射眼，于是以执红朱笔的右手举遮额前，另

一脚跷起，不禁同声喊“起”。于是黄氏祖厝

上梁大功告成。据父老云：“颜桃陵乃文曲星

转世，其看上梁的姿势，有如魁星踢斗，金吊

桶所指之贵人，即颜桃陵也。”

又据传说：当年有二太平乡大官人，是

兄弟俩，在朝居官。兄拜太仆寺卿，弟拜太常

寺卿。兄弟俩致仕在家，同往海潮巷（乐山）

进香，巷内老和尚把他俩招待在禅堂里，

品茗清谈。谈了一会，老和尚忽然命令小沙

弥：“你往山外看看，若碰到一位秀才，可问

他可是姓颜的？他若说是，快来报我”！小沙

弥去不久，回报颜秀才快要进山门了。慌得

老和尚急命小沙弥往殿上撞钟擂鼓，集合

全寺僧众。老和尚向二位大官说：“文曲星

君驾到，老衲理当出迎，告罪了！”说罢，便

起身到大雄宝殿，率领众僧，披袈裟，执法

颜廷榘神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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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到山门外把那位姓颜的秀才迎接进来。

这位秀才就是颜廷榘。那两位大官，心里不

平，便把老和尚叫来一边，问道：“你对一个

秀才为什么如此恭敬？”“大人，你有所不

知，论身份，颜秀才万万不及二位大人。但

若论来历，颜秀才可就高高在上了！”大官

人问故？老和尚道：“待会拜佛时，即能知

晓。”

老和尚令火工道人，到香积厨装了一

畚箕的火灰，把火灰撒在大雄宝殿上，然后

覆上草席，即请颜廷榘拈香拜佛。颜廷榘站

在草席上躬身下拜。老和尚接过香，插在炉

内。颜廷榘即退一边。老和尚再请那二位官

人，也上前拈香。大官拜过佛后，老和尚把草

席揭开，请他们和廷榘一齐来看。原来颜廷

榘留在火灰上的烙印，是朝廷官靴迹；而二

位大官留下的，却是狗脚印跡。老和尚对二

位大官说：“颜先生乃天顶星，二位大人却

是地下精。所以，论来历二位万万不及颜先

生的”。二位大官听了，不说什么。而颜廷榘

至此，才知老和尚隆重迎接他的原因乃在於

此。当下一笑置之，不与辩是真是假的了。

颜廷榘写得一手好大字，但平素绝对

不愿轻易为人挥毫，以致流传至今的墨蹟甚

稀，收藏者视为珍宝。据说他写的字，蛀虫

也未敢光顾，还能避免瘟疫与火灾。

当时，曾有一位泉州大财主，酷爱他的

字，千方百计，兼 人情，送大礼，求他写一

对联。但他总是不肯。后来，财主侦知廷榘

对母亲非常孝顺。其母嗜食生蚝，于是便买

通蚝贩，每天清晨由泉州挑生蚝到永春五里

街，沿街叫卖。廷榘见有人卖蚝，便想买些

孝敬母亲。但蚝贩开价过高，廷榘买不起，

却又舍不得给蚝贩回去。议价大半天，结果

蚝贩向他建议，只要他写一个字，便可换回

一筐蚝。廷榘致意孝敬母亲，就这么一言为

定。蚝贩天天来，以一筐蚝换一个字。这些

字，都是由财主主使，嘱蚝贩向廷榘求写的。

写到最后，他才发觉上当。原来那些字凑合

起来，刚好是一篇向财主母亲祝寿的‘寿屏

联’。廷榘无法向蚝贩追回那些字，索性连上

下款也写好了，交给蚝贩转给财主。大财主

福建永春古迹魁星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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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后，特备丰厚酬金，造府奉赠，他却分毫

不收。

颜廷榘曾与吾野山人黄克晦，德化县

令张大纲，仝游戴云山。三人都有书呆子的

脾气，一说到游山，便连夜起程。到了山下

休息。读书人聚在一起，便要吟诗，廷榘先

吟云：“传呼林外火，来渡岭头天。”黄克晦

云：“鸟惊移树火，僧渡桥头人。”张大纲

云：“佛寂留空塚，僧贫已种田。”原来山上

有‘佛塚’古跡，那时却被寺僧开辟为田了。

天明三人登巅峰，却被大雨所阻。黄乃就寺

中壁上绘‘须菩提达摩折芦渡江图’。绘毕雨

止。游兴已失，便相偕回永。据说该幅图画，

至今尚存，未知确否？

魁星岩下有泉一泓，颜廷榘出世，即告

涸竭。卒前三日，忽再涌出，人咸异之。

相传廷榘逝世之日，他的一位学生，正

由泉州回永。到东关侨，忽遇廷榘，纱帽圆

领，坐八人大轿迎面而来。学生急忙闪在道

旁，躬身高喊道：“老师高升了，恭喜！但不

知欲往何处上任”？廷榘欠身道：“汝来得

好，我因行色匆匆，忘记归还隔壁屠户二十四

文肉钱。那二十四文钱，我藏在蓆底下，你回

去可告知舍下，把它还给屠户便了！”学生受

命，还要问扶役，却被叱喊避开。学生还是

直追，只见廷榘探首轿窗外说道：“我是要

往太甯上任的，汝速回，毋再纠缠。”学生见

其面有怒容，不敢再追。及后抵家，才知廷

榘已死。询之屠户，果然尚欠他二十四文，搜

之蓆下，刚好有二十四文。於是取还屠户。学

生将颜廷榘最后所说要到太甯去上任的话说

出，大家都说：“颜老先生是到太甯府任城

隍爷去了。”

末了，敬录一首颜廷榘赠吾野山人黄克

晦的诗，以作本文的结束。诗曰：“寄诗山中

客，归时好卜邻。宦情今梦觉，交态野人真。

门巷宜相值，壶觞莫计贫。谁能同尺蠖，偃仰

在泥尘？”

再录已故苍师郑翘松先生谒桃陵先生

祠一诗，以见后人对廷榘的追怀景仰。郑诗

云：“与公分占一山住，公往南山我北山。惆怅

无因亲謦欬，风流犹似在人寰。江湖归兴斜阳

外，泉石神交翠壁间。几度清秋拜遗像，孤峰

片玉自孱颜。”以上所辑的民间传说，当然是

我姓氏的光荣。而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历代的

后人，都能继承先人所创的光辉，并且不断地

加以发扬光大，使得颜氏的门庭愈来愈显得光

荣。

永春东山颜氏宗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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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台先王颜公思齐
史略

明朝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八月二十

三日，台湾笨港（今北港）溪口徐徐

驶进来十三艘外国的商船，顿时使得平时并

不太繁忙的港口热闹起来！许多原住民竞相

传告，都在岸边驻足观赏，究竟这些商船来自

何处？何事而来？载耒什么货物？

原来，这十三艘商船是由日本驶耒的，

但船上的人并非日本人，而是二十八位侨居

日本的堂堂福建青年。他们乘坐的小商船在

海上航行了八天，这才抵达笨港－这个台湾

中部偏南的港口！

二十八位青年都是豪杰之士，抵台之前

刚在日本举行过结盟仪式，成为患难与共的

拜把兄弟。他们以颜思齐为首，另二十七人

为：杨天生，原任大赤般号财副，字人英，年

三十，泉州晋江人，精数字，且言语便捷，桀

黠多智；陈德，字衷纪，海澄人，猛悍迈众；

张弘，字子大，泉州惠安人，能举五百斤青

石，号「铁骨张弘」；洪升，字杲卿，年廿六，

兴化府莆田县人；陈勋，泉州晋江人，年卅，

算法精敏，最熟大刀；林福，字振祖，手足便

利，浑号「深山猴」；李俊臣，漳州南靖人，

风流洒脱，甚精钯头；郑一官(即郑芝龙)，以

及李英、庄桂、杨经、林翼、黄碧、张辉、王

平、黄昭、何锦、高贯、余祖、方胜、许妈、黄

瑞郎、唐公、傅春、刘宗赵、郑玉。

颜思齐（公元1589－1625），字振泉，

福建海澄县青礁村（现属厦门海沧区）人。

青少年时代受过良好的教育，明书知礼，嫉

恶如仇；身体雄健，武艺精熟。明万历四十年

（公元1612年），因为遭受宦家巨室的欺凌，

愤杀其仆，只好流亡于海上，约在万历晚年，

辗转到日本，初以裁缝为生，同时在中日之

间从事货物贩运，数年后积蓄渐富，并与经

常到长崎贸易的晋江船主杨天生结为莫逆之

交，结识了一批流寓日本，从事海外冒险的闽

南志士。由于他广结豪杰，闻名遐迩，日本平

户当局任命他为甲螺（头目）。其后，颜思齐

与上述二十七人拜盟为兄弟，立下誓言：“生

不同日，死必同时”，众推颜思齐为大哥。

颜思齐身怀大志，尝言：“人生如朝露

颜思齐开拓台湾登陆纪念碑

08-S10.indd new   378 4/17/08   12:02:59 PM



379

奇文共欣赏

耳，若不能扬眉吐气，虚度岁月，羞作肮脏丈

夫！”。明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颜思齐等

因不满日本德州幕府的统治，密谋起事造反，

参与日本人民的反抗斗争，但事机泄漏，幸好

郑芝龙的岳父及时通知，他们不得已只好率众

分乘13艘船逃离日本。陈德建言：“吾闻琉球

(即今台湾）为海上荒岛，势控东南，地肥饶可

霸，今当先取其地，然后侵略四方，则扶余之

业可成也。”经商议，决定到台湾落足并建立

基地。船行了八天，终于到达台湾北港，开始了

对台湾的早期开发。 

郑芝龙，字飞黄，小名一官，福建泉州南

安人，他身材魁梧奇伟，胆智材略超人。其

父郑绍祖任职于泉州太守府，其母为澳门商

人之女。郑芝龙自幼不喜读书，却喜欢舞枪

弄刀，所以不为其父喜爱，被迫离家，东渡日

本。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十八岁的郑

芝龙到达日本，后居住在肥前平户，从事贸

易。1618年娶日本女子为妻，几年后，这位田

川氏为他生了一子，起名郑森，也就是民族

英雄郑成功。

颜思齐等一行人到达台湾后，见岛上

地肥水美、大片荒野未辟，决意在此开疆拓

土，乃率众伐木辟土，构筑寮寨。是时，原住

民以为外敌侵犯，聚族攻击。颜思齐遣人加

以安抚，商定疆界，互不侵扰。在笨港东南

岸的平野（今新港），颜思齐规划建筑了井字

型营寨，中间为大高台，使之成为组织指挥垦

荒的中枢。与此同时，派杨天生率船队赴漳、

泉故里招募移民，前后计三千余众。这时，郑

芝龙的父辛已去世，他的几个兄弟和堂兄弟

也从家乡过来相聚，势力逐渐扩大。颜思齐

将部下分为十寨，郑芝龙为其中一个寨主；

发给银两和耕牛、农具等，开始了台湾最早的

大规模拓垦活动。垦荒需要资金投入，颜思

齐挑选了一批有航海经验的漳、泉人士，以

原有的十三艘大船，利用海上交通之便，开

展和大陆的海上贸易；同时组织海上捕鱼和

岛上捕猎，发展山海经济，以解决移民生产

和生活的物质需要。在这之前，来台湾者以

商贩过客为多，此后则留居者增多，所以后人

的记载上说，台湾之有中国居民自颜思齐开

始。他们除组织耕猎，还率众到海上劫掠或

贸易，但对原住民却多予以安抚。

一年后，即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九

月，颜思齐和部众到诸罗山捕猎，不幸染伤

寒病。他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遂召集郑

芝龙等人说：“不佞与公等共事二载，本期

颜思齐墓

思齐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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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功业，扬中国声名。今壮志未遂，中道夭

折，公等其继起。”颜思齐死后，众推郑芝龙

为盟主，继续拓垦大业。颜思齐英年早逝，

年仅三十七岁，死后安葬于今嘉义县水上乡与

中埔乡交界处的尖山山巅，其墓犹存。颜思

齐短暂而传奇的一生，在台湾发展史上写下

了璀灿而亮丽的史页。他的开台业绩，受到后

人世代缅怀。

颜思齐是大规模有组织地移民台湾进

行开发的第一人，台湾人民尊称其为“开台圣

王”。他很注意与人和睦相处，凡属下与原住

民发生冲突，他都要亲自处理，予以适当安

抚或保护。连横著《台湾通史》，在为台湾历

史人物所立传中，列颜思齐为首。为表达对

这位开台英雄的敬仰之情，人们在云林县北

港镇兴建了“颜思齐先生开拓台湾登陆纪念

碑”。

建沿海居民，多奉妈祖为神明。颜思齐

所统率和移垦的人民也不例外，敬信妈祖保

佑平安。因此，北港妈祖经考据被尊为“开

台妈祖”。台湾现有妈祖庙三百多座，都和

北港妈祖祖妈有分灵交香关系就是一个铁

证。在嘉义县新港乡妈祖宫前，兴建了“思齐

阁”和“怀笨楼”。高达五层的“思齐阁”，金

碧辉煌，游人不绝。妈祖宫内，当年颜思齐建

筑营寨的蓝图，依然珍存，供人凭吊。

颜思齐死后，郑芝龙进一步树旗招兵，

势力更加强大。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福

建大旱，郑芝龙截劫粮船以救济灾民，饥民

多来相投，兵源益盛，当时他已拥有数百艘

船只。由于他禁止焚掠奸淫，勒迫富人助饷，

颇得人心。当时有人说他：“礼贤下士，劫富

而施贫，来者不拒，而去者不追”，“一人作

贼，一家自喜无恙；一姓从贼，一方可保无

虞。族属亲故，击楫相访”，“偶或上岸，则

附近戚里牵羊载酒，束帛承筐，惟恐后也。真

耳目未经之奇文，古今旷见之元凶。”所以他

能屡败官军，纵横沿海，并通市琉球朝鲜南

海诸国。在这样的情况下，沿海大批的破产

农民纷纷加入，他的队伍迅速扩大到3万余

人，其中一部分人可能移民台湾本上，成为

开发台湾的生力军。 

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郑芝龙接受

了“招抚”，明政府授他以“海防游击”的官

职。而郑芝龙的条件是船只武器和部众仍

归他统领，在行动上仍保持很大的独立性。

降明后，他也屡屡击败闽粤海盗和荷兰人

的入侵，由此明政府升任他为都督。其实，

郑芝龙降明有自己的目的，并非志在建立功

名、光宗耀祖，而是为了商业上的利益，名

正言顺地进行并控制海上贸易。郑芝龙归抚

之后，衣锦荣归，生活趋于奢华，对于台湾

似渐不重视。加之清兵入关，国事大变，公

元1646年，郑芝龙不听其子郑成功的苦苦相

劝，执意降清，致使父子关系破灭，郑芝龙随

之北上京城。不仅他个人从此和台湾的关系

断绝，明政府无力顾及台湾，清廷一时不了

解台湾的地位，台湾方真正为荷兰人全部占

据；而郑芝龙也于1661年被清廷斩杀。
笨港妈祖祖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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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氏先人繁衍华南地方
的经过

我颜姓宗人播迁华南一带，以定居于

福建、广东、台湾三省为最众。中国

历史上较为有名之华南颜姓人士，亦以出生

此三省者为多；至于华西南之广西、云南、贵

州诸省，我姓聚族而居，则极罕见。如以新加

坡颜氏公会会员之祖籍而论，亦以来自闽粤

二省为最多。

华北之黄河流域，原为我华族之起源

地。周、秦以还，中原人士，渐向华中之长江

流域拓殖，后又南迁于华南之东南丘陵地，

以及粤流域。良以华北黄河水旱频仍，且辄

遭塞北游牧民族之入侵，华人于是相率南

移，蔚成风气。我姓祖先，先自山东移往河

南，唐末五季，又移居华中长江流域，后更由

华中南行而达华南。

根据各县我姓族谱之记载，我姓华南

祖先，最初定居于福建德化山区（德化县之

设置，颜文郁功绩最伟，我姓在华南之发祥

地区）。以后，乃又南至广东，东渡台湾。

我先人入闽之最早者，文献可稽，当自

景茂公（颜景茂）开其端。按德化旧谱：景茂

公为鲁国公（颜真卿）之孙，庀公（颜庀）之

子，先居河南温县（地在黄河以北，接近新

乡，南渡黄河则为郑州、洛阳），景茂初试左

率府兵曹参军，后迁福州候官县令。生四子：

长为两浙湖杭通判；次为淮南卢州县令；四

为潮州潮阳县主簿，而其第三子讳芳（颜芳）

字教先，“嗜宦途，乐山水游，结纳名流，道

义相高，声名籍籍。金员外聘为西宾，留寓

归德场（今德化）之归义乡。三年中。春风化

雨，桃李咸沾。旋奉严谕，挈眷赴垣，至则王

父乘舆驾矣。复南下，遂卜筑居焉”。

教先公（颜芳）当为福建我姓之始祖，

德化硕磔泗滨，华南我姓之发源地也。

我姓之起源，已略叙于前，据东鲁颜氏

世谱记载，唐代名臣真卿公，为复圣公（颜

回）之四十世孙，世系分明，文献足征。真卿

公生庀公，仕唐为礼部郎，庀公生景茂公，

而教先公则为景茂公之第三子。德化旧谱，

载教先公生卒，谓出生于唐德宗贞三年丁卯

（公元787年），卒于唐懿宗咸通元年（公元

860年），可知其生于唐末，即第八、九世纪

之间。

教先公妣郑氏，杭州南街荣阳大夫之女

（据德化旧谱）。生七男七女。长男浣，复归

西京；次男润，往南剑州；三男瀚，四男裴，五

男雅，六男巍，七男仁郁。

但据芗城颜氏入闽谱序，则谓：“鲁公

后传至弘式，为同州参军，真卿公四孙也。其

子翊，登唐进士第，居江右之永新（在江西

西部，近湖南），生三子。普，洎，粼，洎登后

唐之武第，平定闽粤，封为建德侯，食邑归德

场，后改为德化县，第颜氏第一始祖。”

突山公（颜 ）上场谱不同意此说，谓：

原吾宗所由来，亦未必非出自鲁公，顾无的确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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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据，乌可冒昧而祖之？阅各处宗家

谱，其世系上潮鲁公者不少，率多附

会。最荒唐者，莫如泉南传抄之谱，

直以普、洎、粼三公，为鲁公四世或

五世孙翊之子。且云翊入闽寻子，遂

家居泉之双乳峰下，腹生二子：曰焜

曰 分派南安及泉州北门外。余（突

山）考朱子芗城谱跋言：“翊五代间受

永新令，任满，乐其风土之美，寄居双

乳峰下，子侄二十余人，皆业明经。结

户庐阜白鹿书院进修者数人，后卒寓

所，据此，则翊之子孙，俱在永新。其

所谓双乳山者，乃永新之双乳峰也。

抄谱竟移为泉州之双孔山峰，谬甚

矣”。又云：“洎公平定闽粤，封建德

侯，食邑归德场。余（突山）按仁郁公为县德

场长官，已在后唐长兴之前，洎公居归德时，

回气之亲不少，有颜橹者，为贡元，则其来也

已旧，非自后唐来也，故而，来自永新之说，

诚不甚可靠。”

洎公平定闽粤之旧传，突山亦以为非

是，其言曰：“闽自唐以来，历梁、后唐、晋，

长为王氏所据，粤则为刘氏所据，何平定之可

言？当时王审知兄弟父子据闽，留从效分据泉

漳，其事凿凿，载在史记。若洎公领兵17万平

定闽粤，如许大事，不特史传中从未之见，吾

古谱亦毫无言及，则其诬也，岂待智者而后

知哉？是谱盖出于青礁武官之手，妄为杜撰，

错谬甚多。”

第八、九世纪间之地方史实，日后记

载，每多舛误。左史公（颜廷榘）叙世发

录：“一以洎公为普公之子，一以普公为洎公

之兄。洎公三子，长仁郁，次仁贤，三仁贵。

尚书公称九世孙，直以仁贵公为一世祖，而

不及普公洎公者，岂疑于为父为兄之文，难

以世次定也？又按宗法，别子为弥，弥者为小

宗，仁郁公以长，当继洎公之宗，而仁贤仁贵

为支子，不得宗洎公而自为祖，其以仁贵公为

一世祖，礼固宜也。”

叙述我姓南迁福建经过，当以教先公

子仁郁公一生之事迹最为可靠。

教 先 公为 景茂 公 之子，仁 郁 公 之

父，各宗谱所载，大略相同。惟其讳为“芳

公”或“洎公”乃各有异。至其传代，或谓有

七男七女，而以仁郁公居末；或谓有三子，

而以仁郁公居长。二说殊不易稽考。意其子

辈，留闽者或有三人，馀则北归、或开外籍

矣。年代久远，文献多失，固不宜据传闻为信

史也。

福建省

德化县及大田县

左史公（颜廷榘）谱序，尝云：“上世在

归德者，传闻异辞，世次莫办。惟长官公（颜

仁郁）之惠政在归德，遗庙俨然，血食至今，

则有不可泯者。”其语良是。

三山王元炽滨颜氏第一次修谱序，

曰：“后唐长兴三年”（公元932年）闽王延钧

改归德场为德化县，归义乡为归德乡，山亭里

为归化里。宋乾德年间（宋太祖年号，公元

964至968年），增置龙浔驿，教先府君肇基

于此，娶杭州荣阳大夫之女，生七男，多开外

籍，惟文丽君（颜雅）守居故土”。第二次修

谱，三赐公序亦云：“雅公承父业，恢父绪，

颜氏族人迁徙华南的繁衍与支派，都可在族谱里寻根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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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敬本天真，而绵昌厥后宜也。”

然开基德化者不只文丽公（颜雅）一

人，其弟仁郁公（颜仁郁）亦为“守故土”之

祖先。清雍正三年重修族谱序：“守故土者，

文丽公也，与仁郁公树勋归德，立业泗滨，

载谱以垂不朽。”

德化族谱，唐明经博士文丽公传：“文

丽公讳雅，号品藻，唐太常寺奉礼部郎庀公

曾孙，兵曹参军候官县令景茂公之孙，诰赠

候爵教先公第五子也。⋯⋯守住泗滨，恢先

人绪范。”由此可见，吾姓定居德化之第二

代祖先，为文丽公与文郁公诸人。

文郁公功绩最著，史乖多可稽考，且有

遗作诗文传世，实为我颜姓在德化立基之最

重要祖先。

德化族谱，唐归德长官忠应候乡贤文杰

公传“讳文郁：号品俊，诰赠候爵明经教先

公七子也。竹马之年有大志，膺归德长官，隶

永泰所属，时政荒民散，公抚绥有道，一年

襁负至，二年田菜辟，三年民用足，化行人，

遂乐以大治，其谕民诗百首，盖寓其尤时，之

乐之忱，为叔性陶情之徼，开德化县之所由

来也，先居涂坑立业，后归本里西山，我公

之惠爱在人，随在皆绘肖像事之。及公没，

又为之立祠祀之。一在本里浔山麓。凡有祈

求，应如响焉。”

仁郁公为德化首祀乡贤，有诗百篇，计

分十门，各十首，为农桑、朱门、客路、边

庭、城市、贫女、负薪、空门、山居、渔家。今

人作中国文学史，多有采入者。

由是可知，我颜氏繁行华南，实肇始于

德化。旧谱载文丽公（颜雅）生卒；生于唐元

和十三年戊戍（公元818年），卒中和二年壬

寅（公元882年）。妣林氏，玉娘，谥淑德，永

春人。

雅公子讳纹（颜纹）字化彩，生于唐咸

通五年甲申，（公元864年），卒长兴四年癸己

（公元884年），（是年实为甲辰，按化采公

享寿七十六，若卒于长兴四年，则仅二十一岁

而已。旧谱当有误）为唐末明经博士，大学生

徒也。其后人多居德化硕磔泗滨一带。

旧谱又约略记载，教先公七子，长浣（

颜浣）即文洁公，复归河南，承桃以奉宗祀。

次子润（颜润）即文德公，开往大田粹溪，后

移荇坑，聚族于丰山。三子瀚（颜瀚）则往永

春达埔，四字裴（颜裴）即文质公，开基德化

东山上厅，六字岿（即文莪公）开基住德化溪

口南宅，而泗滨一地，仍由文丽公（颜雅）一

支聚居焉。

福建省

永春县

吾姓人士繁衍于华南者，以福建省永

春一县最为兴旺，支分派衍，亦最繁荣。闽粤

台颜姓人士，多数自永春分出。

永春与泉属五县，风习语言，大致相

近，但清代之永春，自成一州，不属泉漳二

府管辖。其地距海蛟德化最近，且在晋江流

域（晋江东源，即出自永春之桃溪）。唐末以

至两宋，泉州逐渐形成中国对外交通之大海

港，吾宗于是由内地丘陵区域，向海展布，其

第一站即永春。

永春我姓之来源，颇多异说，左史公 

（颜廷榘）尝谓：“尝从先君至石磔谒长官

公墓，见石磔谱，有竹下芳者，生有九子，仁

郁公居其九世。其八俱不以仁字立行，又无

仁贵、仁贤二公名字。且云其先自候官而来，

与吾谱不符，慕长官（仁郁公）而牵合也。”

另据芗城旧谱谓：“洎公来自江石永

新，蕃衍德化⋯⋯洎公三子：仁郁、仁贤、仁

贵。”

仁郁公为吾族人闽后最著名之人物，德

化谱载公为教先公（颜芳）之第七子，但芗城

谱则载仁郁公为洎公（颜洎）之长子。同为一

人，诸谱参差，不特来处不同，即父讳亦异。

年代久远，复遭世变，上世播迁，文献佚失，

且华人习惯，正名之外，再冠以字，外更加号，

而又不止一号，其难确定为一人也明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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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春毗邻德化，吾族既先繁衍于德化，

尔后即迁至永春，理之常也。且依旧谱所志

年代，亦颇接近（俱在五代），（仁郁公继妣

姚氏），永春桃溪人，宋景定甲子年（公元

年）附葬公侧。是改葬也。因仁郁公生于五

代，有史可稽，距南宋已三百年矣，其为改葬

明甚）。

按旧谱：仁郁公长子蕃（颜蕃），“妣郑

氏出，庶妣姚氏养成，至长，移居永春，至其

六世孙讳慥（颜慥），蔡襄荐为泉州教授，后

改教漳州，至青礁，遂住居焉。”

是仁郁公一支，亦尝迁居永春矣。

然永春吾姓，以仁贵公派下一系，子孙

最盛。永春有大姓十，吾姓居其一，多数出自

仁贵公。

左史公（颜廷榘）：“尚书公（颜棫）

称九世孙，直以仁贵公业世祖。⋯⋯仁郁公

以长，当继洎公之宗，而仁贤、仁贵为支子，

不得宗洎公而自为祖，其以仁贵公为一世

祖，礼固宜也。今普公以疑不叙，列洎公为

上世，作为归德世系，亦大宗之义也。以仁贵

公为大宗，为一世祖，传至九世，皆居永春。

⋯⋯又自十世传至今（明代）二十三世，皆居

上场。”

其所述，盖上场一系之肇始也。

然永春尚有东山一系，据东山谱，始祖

粼公（颜粼）秉字行，号四十二郎，子元清，又

字秉清。硕磔泗滨八世祖邦宁公之次子也。

移往永春县十九都清白里东山乡，为东山开

基始祖。以其支派之生卒考之，约为北宋问

人（十一世纪），距今近千年矣。

粼公妣公郑氏，生一男，号四十八郎。

至于永春桃场一系，据晋江尚书公（颜

棫）谱序：“鲁公之后，家于永嘉者，族党繁

甚。若凫释之子孙，尚有居于闽之合沙，浙之

吴兴。近世龙学尚书师鲁，则又家闽之青漳，

皆县之固始来也。谱系既广，有漠焉不知派别

所由分者。惟泉之永春（早期永春为泉属），

为族凡四十五位，其齿名仕版，虽未卓然闻

于时者，而人自箕裘，家自诗礼”。

左史公（颜廷榘）谱序：“五代凡五十四

年，洎公生当其间，诸子分仕时，未尝卜迁。

宋兴，始自德化迁居永春达埔，则公已老

矣。仁贵公自达埔迁始安里居住焉。公卒，边

氏（祖妣）复引五子，入黄龙迳，寻觅洎公旧

谱，而仁贵之派，亦迁溪西矣。

至于永春县蓬壶江田孔里一系，清乾隆

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年突山公（颜 ）

重修江田族谱序：“江田颜氏，盖必正公（仁

贵公三子）之裔也。必正公原居达埔东村下

崖，即下彦。其后永成公乃迁亭头。永成公之

去必正公，不知几何世，其迁亦不知在何时，

而亭头之居，日下崖新庄，则又带旧地以为

名。嗣又自亭头徒留坑江田，江田与亭头，地

名虽异，实邻近也。永成公后有显公，相去亦

不知几世。愿公以下有曰文宗者，有曰应元，

应厚者，文宗仍居亭头，自为一派。应元一名

应仁，于洪武年间（公元1368—1398年）赘孔

里吴家，迁居孔里。而应厚公顶代应元公当

军，同为一派。万历戊子（公元1588年）潘万

里为孔里修谱，叙应元，应厚二公之派，越

丙午，都昌尹王公天策，为亭头修谱，亦仅叙

文宗公之派，尚未合而为一也。至本朝（清

朝）乾隆（1736—1795年）中亭头孔里二支，

合建宗祠于江田，而永成公之派，于是有所

统矣。”

福建省

安溪县及南安县

旧泉州府属之安溪及南安二县，悉在晋

江流域。晋江西源蓝溪（又名清溪）自安溪而

入南安。而东桃源溪（自永春来）合流，又东

入晋江县境。

我族既发轫于德化，且延布于永春。丁

口渐旺，于是更南向而至安溪、南安一带，此

数县境界毗连，播迁较易。以是，安溪、南安

二县遂多吾族聚居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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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郁公裔，有迁安溪者，更支分而至龙

溪，海澄（今日台湾吾宗多其后代）。

旧谱战：“仁贤公二字希圣，行六，洎公

次子。五代时为安溪“三卿”，左史公青礁谱

序谓：“仁贤公之后迁安溪乌涂”，而泾县公

（颜 ）谓“乌涂宗谱不甚明悉，且其人鲜

有知书者”。二说不同。 

万历三十三年（公元1605年）廷道公 

（颜廷道）重修族谱序：“窃我宗肇基永春

达埔，世族族众，已不可悉而录矣。然文昌乌

泥世系，乃户部尚书颜荣公第三郎择地而居，

来于清溪金田片额，地号乌泥，师鲁公为吏部

尚书，荣公系鲁公玄孙，朝夕孝谨，御赐户部

尚书，生三郎，讳璇瑛，居乌泥（文字显有舛

误）。”

又清嘉庆八年（公元1804年）仁郁公二

十八世宗竭抄录之乌涂旧纪事：“始祖神像，

一曰师鲁公，一曰颐仲公，一曰荣公⋯⋯五代

三尚书⋯⋯昔年兵锋扰攘，书契烬于秦火。

始乾隆年间，族叔天玉修录族谱，载荣公为

一世祖，当然以仁郁公为一世祖，叔侄方相

同不紊也”。

至于衍派于南安一带者，则为仁贵公第

五子必闻公之后。（九世孙棫迁居泉城，权

江部尚书，即所称“尚书公”者）。槦公亦徒

居晋江，第进士，历官梅州太守）突山公尝

云：“必闻公派下在宋最盛，其后多不可考，

惟宜义郎植（颜植）之裔，今犹蕃昌衍，为晋

江秦亨南林诸派是也，又有南安许岭一支，

为六一公后”。

是则，南安吾族，必闻公所分支之后裔

也。

福建省

晋江县

晋江之 得名，有谓始于晋人之南渡

者，然早期地属南安，至唐贞无六年（公元

790年），方置系，其地濒海，唐末渐形发达，

为中国古代大海港之一，自南宋以至元朝，

不特为中国之大港，即在当日欧、亚、非三洲

中，亦为最大海港。

我颜姓先人之移居晋江县者，为时甚

早。旧谱称仁贤仁贵仁公，为安溪晋江卿贰。

左史公（颜挺榘）则谓：“县而置卿，古无是

制：三卿通号，亦非专名，考唐人称“承”（或

作丞）曰“少府”或“少卿”，即主簿即也。”大

约五代时期，我族即移居晋江矣。

据旧谱：“必闻公行八，少卿仁贵公第五

子，原居永春达埔山下埔尾，至九世孙棫（

颜棫）迁居泉城，官至礼部侍郎，权江部尚

书，致仕后赠少师，首修宗谱，俾我后人有所

溯源。”

“又有槦者（颜槦），徒居晋江，以太学

生登进士第，历官至梅州太守，祀泉州并永

春乡贤祠，入郡志良吏传。”

尚书公（颜棫）卒葬晋江三十一都萧山

岭，有碑碣，可据为证明资料。

吾姓在晋江一县，以钞坑（在石狮镇附

近）一乡为最著名。其始祖，传自永春。地

有宋墓在焉，称为“大夫墓”。钞坑乡迭经变

迁，屡废屡兴，其分支传至后蔡、坑边、山

前、新埔、下泽⋯⋯等乡。据乡人云：钞坑有

四桃，长房迁金门，渡海而入台湾；三房亦开

往台湾，分布基隆一带。二房与四房，则仍居

钞坑。今日旅菲吾姓侨胞，以原籍钞坑者为

最盛，故有“菲律宾钞坑颜氏同乡会”之组

织。

晋江另一支为安平（即安海）西埯及型

厝两乡，一世祖为29处土讳德谅均安公，系

出南安攀麟里田中村，原为甫实张公次子，

入赘颜八郎之女（讳乙泰，谥闰璋），子孙因

姓颜，占籍晋江县八都水陆坊尚贤里（即贤

庄，今型厝乡）寝昌分居聚有奎坊（即今西

埯乡）世世为颜氏。一世祖考及祖妣，生卒

皆莫考，有二子，二世祖长师圆公，字景哲（

三九处士），生于元大，德九年乙巳年（公

元1305年），卒元至正十年，庚寅年（公元

13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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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安海一系，实自元代初年，即定居

是地。其后支分派衍，人丁渐旺，分上下两

乡，今日两乡合计，人口已超过三千，而播迁

海外如菲岛、印尼、台湾、马来西亚、新加坡、

越南、缅甸、泰国诸地者，数亦达千人以上。

菲律宾有“河源张颜同宗总会”，即由

此而组成。

福建省

金门县及同安县

同安县北界安溪与南安，亦泉属五邑之

一也。其地南濒海湾，有金门、厦门诸岛，隔

海相望，昔皆同安辖境（今则以同安划入厦

门市矣）。

吾姓之移居其地，为时甚早，约言之，

大约先至浯江岛上（金门旧称），然后繁衍而

至县城诸地。按同安浯江颜氏谱序（颜振凤

撰）：“自唐真卿公玄孙讳普洎公入闽，居德

化，徒永春。同安浯江，派出永春仁贵公之

裔⋯⋯同之始祖，系仁贵公之六季子，必和

公是也。宋世携子讳禧（颜禧，即四郎公）自

永春达埔洋头，迁同之浯江，复举丈夫子柳

州同知讳若佐（颜若佐，即五郎公），俱于贤

厝乡前居住焉，嗣而支分衍派，族属繁衍，代

有闻人，翔风十九都十甲占其七，⋯⋯四郎

公派裔，多迁居散处，五郎公派德泰公，遂

自浯择居县南，名卿桥溢前街。未几，同元

公，即五郎公派也，复自浯再卜迁后塘荷炉。

生齿日繁，星罗棋布，叔兄弟侄，有亲睹面亦

不能识者。⋯⋯顺自浯而之澎（澎湖），而之

台，复有迁埔头，坂头，又自荷炉而去广东，

自居唐而回永春，自前街而迁出山窑，所居不

一，谱序颇繁。”

金门同安，奉必和公为一世祖。

另：齿序录（不著撰人）亦有资料可以补

充：“有自前街、后塘，而散居漳之巩溪、凤

塘、泉之安溪、坂头，回于永春之祖居者，逾

于广之惠来者。”若是，可知同安吾宗传播之

远矣。

福建省

海澄，龙溪，漳浦诸县

自同安县而南，即漳属诸县。吾姓之由

泉属向南方衍展，似先至海澄青礁，立基

后，再西迁龙溪（今更更龙海）南至漳浦诸

地。

漳属各县，往昔吾姓人士科甲最盛，

人才辈出，青礁一地，丁众族旺，分支南入广

东，东渡台湾，率以是地为起点。

最早迁居海澄之祖先，为教授公（颜

慥），据始祖教授公行实：“公字汶实，号朴

庵。先居泉郡之德化县，为归德场长官仁

郁公之五世孙，德化硕磔巨族世，公少时，

与蔡襄同窗读书白蓬书院，不求仕进，以文

章德行相高。宋仁宗庆历年间（公元1041－

1048年）襄为泉郡守，辟公为漳州教授。

⋯⋯襄行异政，公力居多焉。及襄擢端明学

士，公遂纳履，卜居于岐山青礁，自号“八遁

老翁”，时漳属文教未兴，公倡道讲学，漳郡

悉尽教化⋯⋯”。

教授公实为我姓定居海澄青礁之起

基。

再 据明万历年间之青 漳颜氏 族谱

序：“出派青礁以来，开基鼎峙，一居府前坊

之西桥也；一居本处青礁西桥也；一居龙溪

南门外凤塘也；一居漳浦三十三都之白沙也；

四者科甲并兴，气节齐明”记内称：“青礁慥

公为四世，生饶实，而实（颜实）生师鲁，师

邹乔居西桥，为妈祖，派术青溪，金田，还

集文昌乌泥，越九世，希孔又出继西桥，越

十一世，乌陆公又从青礁移白沙。迨十四世，

伯乾、伯旭，皆福清公派，迁居凤塘、瀛店，

继而至渐山、水龙、港头、浅店、潭尾、颜厝

前、峙后、塘边、浅宅、鼎尾及田寮。漳浦、

南靖、福州、长乐、连江、古田⋯⋯龙岩、云霄

⋯⋯俱系清礁公出。之后，西桥移居清溪乌

泥（又返安溪）而西桥当中叶时，非希孔公，

孰为之后？白沙当立祖之元，非鸣陆公孰为

之始？而凤塘，双店，继祖传芳，无伯乾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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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出？则师鲁，师郑，希孔，鸣陆，伯乾，明属

共派。此时以科绍科，以甲踵甲，师鲁，师邹

居西桥，师义，师干，师孟在青礁，而西桥继

有希孔，青礁继有希明、希周、希禹、希哲、希

圣、希贤、希悯、希胃、正自不少，呜陆之在白

沙，伯乾之在凤塘，希孔之继西桥，诸派子

孙，众星朗朗而耀灿也。”

广东省

东部诸县

广东省之东部，与福建南部密迩。从自

然区域言之，属于中国之东南沿海丘陵地。

吾族已分布于福建漳属各县。

以朝阳县、洋乌都、黄陇郡、桂梓林、

山柄、浮洋、横溪、赵厝围⋯⋯等乡世系谱观

之：“始祖为濂溪公，属青礁派十六世后裔，

迁居潮阳以后，为一世祖。”

濂溪公有二子，即平川公、才艺公，其生

卒无资料可考。故不易断言其迁居之年代。

按台湾出版之永春文献第七期，有“颜

氏起源谱系及其南迁分布概述”一文：

九条：“潮州姓颜，由永春仁贵公子孙

移住。”

又十一条：“按潮州有颜、连、邢三姓

合一宗祠。据故老相传，潮属姓颜，由闽南

移住后，至无代时，因反元抗暴，兄弟三人

改姓为颜、连、邢。颜仍宗复圣鲁国，连奉

上党，邢尊河间。为民族而奋斗，大义凛然，

虽然改姓，实由通权达变，时势使然也。其

后颜、连衍播潮属各地。邢则于海南地带发

展。前越南有颜，连，邢宗亲总会，揭阳东门

外有颜、连、邢合一宗祠，堂号鲁国”。香港

亦有三姓联合组织，盖由是而起者。

定居潮阳以后（据云潮阳第九区桂梓林

俗称“树脚”，我姓人口达五、六千，无他姓

杂居），人丁复渐繁衍，更事播迁，自在意中。

因之，粤东揭阳、惠来⋯⋯诸县，咸有我姓落

籍焉。

至于海南琼州旧属一带，因以邢氏一系

人数为最多，然颜、连二姓，为数亦复不少。

本会会员，其祖籍出自琼州者多有之，近代海

南大学校长颜任光博士，即海南人士也。

粤北五岭南麓，旧梅州及连平诸地，我

姓生息其间，亦不乏人。是区名人夥颐，清

代颜检一家，两代三总督，即其实例也。惜乏

资料可考，未悉是地之吾宗，是否自福建移

殖耳。

惟 据 ：芗 城 谱 云 ：“ 洎 公 从 弟 橹 

（颜橹）贡元，为海丰知县，派衍海丰及普

宁。“继谓”有碧（似为 之误）颜溪大和，登

明永乐丙戌，（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科进

士，居四会，今为岭南第一人。

福建政和县专家考察颜氏家谱，
了解颜氏播迁华南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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濂溪公世系

濂溪为福建省漳州海澄县青礁慥公十

六世孙，分派广东潮州、潮阳县、洋乌都、桂

梓林（俗称树脚乡）、山柄、供侨、沟尾、林

徽山、浮洋、横溪、赵厝围等乡，濂溪公系痒

生，居树脚乡称一世。长子平川，亦居于此，

后世建有祠堂一座，设木主奉祀。其吉穴在

普宁县属汤坑塔陵山右畔，地名博地虎；外

有祖围一片。祖妣姓袁，吉穴在潮阳县属玉

峡山腰，临田见水，坐东南向西北，平川生玉

峰（痒生），长子东业，次子东流，三子东道，

四子东升（庠生）。东业生淳怀、淳礼；淳怀

生静湖，端庄生桂侨、仰轩、达轩、省轩；达

轩生维吉、仁纪；仁纪生君评、允元；君评生

时可；时可生庭绿、廷用、廷会、廷雄；廷雄

生仕材、仕仁；仕材生存善、存厚、存通；存

善生德厚、德泽、德瑟、德宁；德瑟生世得、

世强、世远、世 、世喜、世平；世喜生荣坤、

荣根、荣政、荣征、荣梅、荣塘；荣坤生昌

泉、昌水、昌淡、昌禧；昌禧生经瑞、经祥、经

瑞生子二女二，经祥亦生子二女三，濂溪公次

子才艺，居住潮阳属供桥沟尾乡，亦建有祠

堂奉祀。濂溪公来潮，原有族表书号，传至

九世，排行将完，有福建温陵安海宗贤颜文

远，奉祖命到桂梓林，新修书号族表，其书

号三十辈序，邦、仲、继、廷、仕、存、德、世、

荣、昌、经、纶、昭、烈、武、晋、爵、承、国、

恩、克、复、崇、先，训、家、学、有、本、源。

又族表三十辈序：鸣、凤、起、奕、立、建、

章、程、永、成、敦、仁、绵、庆、厚、衍、泽、

垂、芳、宏、上、朝、隆、登、俊、显、达、振、

宗、声。后代子孙世系，其至亲知明延续，此

系濂溪公十九世孙颜昌禧，照族谱查出记录

者。

颜姓人士对台湾之拓殖

台湾岛与福建省隔海互望，相距不远，

海峡中又有澎湖列岛屹立，为两地来往之中

继站。我宗已分布于福建南部诸地，于是更

向东拓殖岛上。

大陆与台湾之交通，起源甚早。三国时

代，吴国即作大规模之经营。但大量移民岛

上，则始于明末清初。福建沿海居民，相率

东渡，关洪流为锦绣。清初属福建省，其后又

改为行省。甲午战后，割予日本，迨第二次世

界大战结束，始重归中国。

关于我宗拓殖台湾之经过，台北市颜氏

宗亲会出版之“复圣颜子2493周年诞辰纪念

集”，有“台湾颜氏世系考”一文，所叙颇明，

兹转录如下：

“我颜姓之莅台湾也，当以思齐公为第

一人。时在万历年间（公元1573－1620年）。

其发源地，为嘉南一带。然其子孙后代，流

传情形，史乘均无记载。逮至明末清初，清

泉民众，始陆续移民台澎，盖郑氏开拓东宁，

义民跟随来台，为数甚众。我颜氏之东渡，

大有其人。然系统复杂，难以考证。据有谱

乘可稽者，以台湾县下营乡颜氏，为海澄青礁

慥公之裔，始祖世贤公于明末东渡来台，至

今传十四世，在红毛厝建有宗祠。次为澎湖

颜氏，明末崇祯年间，昌公由金门挈侄晋周、

晋仲两公，肇始白沙、西屿，距今有十二世。

近来子裔多迁高雄、台南。清初有悌公者，由

同安迁高雄县茄萣，至今传十一世。公轮公

者，清初由海澄迁居台南县六甲一带，至今

传有九世；君佑公者，清初自同安江头迁彰

化埔盐，至今亦有九世。文炳公者，亦于清

初由晋江迁台南一带，至今约传八世，在台最

大一族为尚书荣公一系，其二十七世孙侯绵

公，于清初自安溪迁台，入居台中梧栖，龙中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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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子孙繁殖，至今约有十世；荣公二十八

世孙玉兰、玉赐兄弟，于嘉庆年间，东迁来台，

几经迁徙，安居基隆六堵以北，距今约七八

世。道公一系，亦自安溪迁台，居台北松山一

带，约传有八世。北部颜荣公一系，在台北松

山上塔悠建有宗祠。至全省各地颜氏，不下

百十支，无从考其世系，皆由祖考口述，或

私乘记载，不过可追溯三、五代已耳，殊为

遗憾！盖当道咸年间，祖先只身来台，或为军

夫，或为商贩，因定居焉。迫台湾割与日本统

治，50年来，与中国断绝；加之日治时代，强

迫改姓，使台湾同胞，与其同化，在此阶段，

各族支系，破坏基钜，各姓子裔，数典忘祖，

良可叹也”！

叙述简明，且多有可证，可作吾繁衍台

湾之历史，饶有价值之资料也。

台北市复圣颜子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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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周小邾子讳友，肇基鲁国，为颜氏之始祖。

2. 春秋战国，齐鲁之间，颜为盛族，孔子弟子达者72，颜8人马，而以复圣公为最。

3. 三国魏晋徐二州刺史关内侯盛公，迁临沂孝梯里居焉。

4-5. 晋西半诸侯含公（公元二六五－三五七年）随元帝遇江，居丹阳颜家巷，以下七世考

妣，葬在上元（今江宁）。

6. 北齐黄门侍郎之推公，（公元五三一－五九一年）西迁京兆（今陕西长安）。

7. 历唐于三百年，世居长安，高官显爵，盛极一时，其后子孙播迁川、豫、鄂、湘、皖、苏各

省、我世祖翊公五代时任江西永新令，遂家焉。

8-9. 开闽始祖洎公于五代间，由永新迁闽德化，后徒永春。

10. 开浯始祖必和公于宋初由永春迁居浯州。（即今金门）

11. 必和公十一世孙德泰公、同元公于明初迁同安、廿五世孙子綮公子照公兄弟于道光年

间迁回金门，则今存德堂一系。

12. 开澎始祖昌公，晋仲、晋周公于清康熙年间由金迁澎湖西屿、白礁、马公等地。

13. 仁贤公一系迁安溪晋江。其后有迁龙溪、海澄者。

14-15. 仁郁子孙，有迁龙溪，海澄者。

16. 海澄颜慥公一派明末迁台南。

桃源颜氏迁徙图

海南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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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上

10 昌

11 盛

12 世

13 玉

14 振

15 金

16 声

17 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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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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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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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
紫
泥
黄
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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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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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乡
万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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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十
三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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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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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代

同
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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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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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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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
下

成
其
祖
武
万
年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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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
谋
以
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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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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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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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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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显
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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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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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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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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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四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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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
南
墘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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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武
晋
爵
锡
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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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
庭
广
孝
虽
恩
报
国
至
邻
显
亲

广
东
连
州
官
坑
乡 

 
 

广
东
台
山
海
宴
那
陵
村
昭
穆

兴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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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希
汝
祖
孙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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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
显
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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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仪
恒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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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
盛
时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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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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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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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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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则

18 永

19 昌

20 经

21 邦

22 登

23 学

24 仕

25 干

26 桂

27 万

28 年

29 春

福
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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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
昆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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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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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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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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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经

21 纶

22 昭

23 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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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晋

26 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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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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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奕

14 立

15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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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程

18 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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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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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芳

28 宏

29 上

30 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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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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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漳
衍
派
潮
州
阳
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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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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倚
公
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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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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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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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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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衍
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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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仲

12 继

13 廷

14 仕

15 存

16 德

17 十

18 荣

19 昌

20 经

21 纶

22 昭

23 烈

24 武

25 晋

26 爵

27 承

28 国

29 恩

30 克

31 复

32 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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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家

36 学

37 有

38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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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超　

 

怀
士
锡
振
承
景
世
廷
培

八
十
一
世
超　
　

 

克
建
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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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昌

2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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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大

26 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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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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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壳

16 诒

17 庆

18 匡

19 邻

20 卿

21 平

22 显

23 承

24 谟

25 烈

26 垂

27 裕

28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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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颜氏族人在东南亚
的成长：

以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为实例

◆颜清湟博士

1、早期颜氏族人的移民和定居（1912年以

前）

大部分东南亚颜氏族人来自福建省闽

南数县，也有少许来自闽北、广东和海南。颜

氏族人最早移入东南亚已无史籍可考。不过，

可以肯定的就是颜氏族人移居东南亚地区

与华族移民东南亚的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

1842年自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的大门被打

开了。同时，由于天灾和战乱，造成农村破

产，大量农民流离失所，出洋谋生变成一个重

要的抉择。虽然清朝政府在1893年以前严禁

自由移民，但因契约华工被大量贩卖出洋，其

中也有被卖到东南亚各地。1893年清政府取

消移民禁令，华族移民向东南亚源源移入。

在这个时候，以英荷为首的欧洲列强深化它

们对东南亚地区的控制，并大力开辟资源，

发展商品农作物如甘密、木薯和树胶等的生

产，以及矿产品如锡和金的开采。因此制造

许多就业和发财的机会，吸引了华族商人和

大批劳工流入东南亚。颜氏族人像其他华族

移民一样，受土地稀少和农村破产的逼迫，

不得已要离乡背井到东南亚来谋生，他们散

居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泰国、缅甸、

菲律宾和印尼等地。

19世纪下半叶及20世纪初，颜氏族人

在东南亚的人数不多，由于缺乏史料，无法

作出统计。但我们可以肯定的，这少许族人

当中，大部分从事商业活动，其中也有些佼佼

者，如新加坡的颜麟和颜永成（锡坤），槟城

的颜金水和颜伍美（Gan Ngoh Bee）等。他

们长袖善舞，从事商业贸易，承包鸦片酒饷，

投资地产和锡矿业开采。他们也秉承了华人

的优良传统，乐施好善，捐助庙宇和医院，捐

建学校，献地建公冢等。他们的善举颇受当

地政府和清政府所重视。

19世纪下半叶新加坡最著名的颜氏族

人要推颜永成。颜氏祖籍福建海澄，1844年

出生于马六甲。幼时家境贫寒而失学。但他

作者简介：

颜清湟博士，著名海外华人史研究学者、教授、博士生导

师。历任香港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兼系主任。2000年8月受邀为

首任南洋理工大学陈六使基金访问教授，现任阿德雷德大学历

史系兼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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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奋好学靠自修学习英文。年17岁时前往

新加坡找寻创业的机会。初在牙直利洋行 

（Guthrie & Company）仓库当学徒。由于

他勤奋好学和工作认真，颇受洋行经理史

库特氏（Mr.Scott）的赏识，并给他鼓励和机

会。颜永成遂逐步高升，成为该行的首席买

办（Chief Compradore）。他在该行任职共

达25年之久，成绩斐然。颜永成除任职洋行

外，也醉心自己的创业。他利用洋行的关系，

广结商缘，成为劳工承包商，供应丹戎巴葛船

坞（Tanjong Pagar Dock Co.Ltd.）大量劳工，

获利颇丰。后又大量投资地产和其他商业活

动，成为巨富。颜氏乐施好善。他慷慨捐助医

院和其他公益事业。最令人称道者就是独资

创办新加坡的英华义学（Anglo-Chinese Free 

School）。他本身深受失学之苦，了解贫苦儿

童的困境，所以在1893年4月独捐巨款，创办

该校于直洛亚逸街（Telok Ayer Street）。该

校教授英文和中文，培育不少英才，对早期

新加坡教育的发展作出贡献。

与颜永成差不多同一时期的另一位颜氏

富商是槟城的颜伍美。颜氏祖籍福建海澄，

1850年出生于槟城。他的父亲颜源德（Gan 

Guan Teat，译音）原是缅甸仰光的一名米

商，家道富裕，所以颜伍美从小就受良好的

英文教育。他曾就读于槟城圣查

维亚书院（St. Xavier's Institute），

后更在印度加尔各答的多闻吞学院

（Doventon College）求学。学业

完成后与弟弟颜鸿基（Gan Hong 

Kee，译音）和叔父颜金水共同经

商，从事买卖胡椒和锡米等。他们

的公司永裕是一间大规模的贸易

公司，设有分行在仰光和加尔各

答。颜伍美从跨区域的土产和锡

米贸易获取丰厚的利润。他累积巨

资，从事更大型的企业活动，那就

是税收饷码（Tax Farming）。税

收饷码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东

南亚的一种大企业。当时东南亚的西方殖民

地政府由于征收华社税收非常困难，且耗

费颇高，所以把一些税收如鸦片、饮酒、赌

博和典当等征收权力以投标方式拍卖给华

籍富商。租期普遍为两年到三年，而租金贵

昂。但税收承包商如能善于利用这权力，扩

大市场和妥善管理，则可获得丰厚的利润。

尤其是鸦片饷码，因吸食鸦片者日益增多，每

年的利润可达数万元或一、二十万元以上。

但资本也要雄厚，利润丰厚的鸦片饷常达

100万元以上。1901到1903年，颜伍美集合

一批华籍富商投得槟城的鸦片和卖酒饷码，

由于市场扩大和管理得当，3年内获利70万

元，他拥有25%股份，所以摊分17万5千元，

平均每年获利5万8千3百元。除此之外，颜

伍美又投资槟城的地产和锡矿业。他在19世

纪末和20世纪初可算是新马区的一名富商巨

贾。

2、民国建立后颜氏族人的组织与发展 

（1912年－1965年）

1912年满清王朝覆亡与民国的建立开

创了中国近代史的一个新纪元，它对东南亚

华族的移民史深具影响。民国创建后，由于

东南亚华侨对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贡献很

本文作者颜清湟博士（左二）全家福。颜博士祖籍永春，父辈
在四十年代由福建永春南下马来亚柔佛的麻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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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所以民国政府与东南亚华侨建立密切关

系，保护他们在海外的权益。但民国时期，

军阀横行，国家四分五裂，福建广东一带因

政治分裂而置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军阀横

征暴敛，且土匪横行，所以民不聊生。这促

使大量的华族移民在1920年和1930年移入

东南亚，这包括颜氏族人在内。由于颜氏族

人在新马地区人数的增加，他们除了定居在

大商阜如新加坡、马六甲和槟城外，也慢慢

散布到马来半岛其他小市镇。其中族人聚集

较多的地方包括柔佛的麻坡、雪兰莪的巴生

和彭亨的文德甲等。大商阜固然商机较多，发

财机会较大，但竞争也激烈，所以族人渐移

居小商埠。颜氏族人移居新马地区的模式与

华族的移民模式相同，那就是选中族人或同

乡人较多的地方定居下来，这可说是“亲族移

民”（Kinship Migration）模式运作的结果。

所谓“亲族移民”模式就是当东南亚地区需

要更多劳工时，华族移民就由闽南或广东引进

亲人在商店或工场服务。因此，同族人就源

源不断地移入东南亚。这时期大部分颜氏族

人在新马从事商业活动，如树胶和其他土产

的买卖，树胶的种植和园丘的经营，杂货店、

汽油、香烟和其他入口商品的代理。颜氏族

人在这时期也秉承华人的优良传统，热心公

益，或资助庙宇、医院或开办学校。1922年马

来亚彭亨州文德甲中华小学的创立就是一个

很好的例子。该校是由文德甲族人颜宸祜倡

先发起。颜宸祜为文德加大街建裕兴号东

主，该号经营入口香烟和汽油。因鉴于文德甲

区华人人口增多，育儿生子，而子弟失学，所

以提倡办该校以教育华人子弟。该校初设在

河边旧街场（即亚务峇加英校运动场），首任

校长为族人颜江祜。初时学生不多，设备简

陋。至1925年该校始迁至新街场大街门牌

1号，并组织董事会，正式命名为“文德甲公立

中华学校”，而颜宸祜被选为首任董事长。

二次世界大战前虽然新马颜氏族人的

人数与日俱增，但无健全的组织来团结族

人。据报道在1920年代槟城已有颜氏鲁国

堂和新加坡的鲁国堂颜氏公会的存在，前者

可能创立于1923年，但详细历史已无可考。后

者于1928年已存在。该堂的董事们是新加坡

麟记山颜氏公冢的信托人，每年清明节负责

扫祭公墓，但该堂组织未尽完善，不能达到

团结新加坡颜氏族人和维护族人权益的目

的。这时期颜氏族人缺乏健全的组织或许是

因为族人刚移居海外，经济基础薄弱，加上

1930年代世界经济不景气，袭击新马，而靠

港口贸易和出口树胶与锡米为主要经济命脉

的新马遭受惨重的打击。因此商业萧条，族

人经商或从事小本生意者深受影响。

二次世界大战后，新马华社惨遭日军蹂

躏与破坏后获得重生，经济开始复苏。颜氏

族人像其他华族人士一样经过惨痛的经历

后，了解团结和互助的重要，开始组织宗亲

团体。加之，战后英殖民地政府重返新马，

为了要笼络华人而放宽社团的注册条例。因

此，新马华人的会馆和宗亲会如雨后春笋般

地组织起来。自1945年到1964年的20年间，

新马颜氏族人创办和重组的组织有槟城的颜

氏鲁国堂（1946年，重组）、马六甲的永春桃

场颜氏宗祠（1947年），及新加坡的鲁国堂

颜氏公会（1948年，重组）。其中以马六甲永

春桃场颜氏宗祠的创立最为重要。1947年，

旅居马六甲（包括住在马六甲附近的野新）

的颜氏族人颜诒宗、颜鸿祜和颜金年等发

起组织旅甲桃场鲁国家族委员会。当时颜诒

宗被选为主任，颜鸿祜为财政，颜金年为总

务，初时该组织有会员百余人。1949年，颜

鸿祜把属下的一间店铺献给宗祠作为会址。

颜鸿祜是当地的富商，拥有大片树胶园和地

产。他慷慨解囊，使宗祠的发展得以积极展

开。同年，该宗祠的组织改为族长制，依照祖

国的旧制实行，颜鸿祜众望所归被选为第一

任族长，副族长则由颜金年担任。宗祠遂向

政府申请注册以奠定其法律地位，1951年

4月获得政府正式批准注册。后颜鸿祜又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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慨捐出神主龛一座，冢山15英亩，6英亩的地

皮一块并大厦一座作为宗祠资产。颜氏宗祠

由于经济稳固，所以得到快速发展。会员人

数日益增多，遍及新马各地，而所有仁贵公属

下的裔孙都可参加为会员。在众多的会员当

中，除永春桃场属下外，还有来自大田，泉州

和安溪等地的族人。宗祠除每年例行春秋

二祭并举行族亲联欢宴会外，还负责收集颜

氏族人名册，和登记在马出生的会员子弟。

1964年7月29日，宗祠举行晋主及开幕典礼，

盛况空前。1965年，宗祠设立福利组向逝世

的组员赠送帛金。1970年9月为配合新马分

家的政治新形势，改名为马来西亚仁贵颜氏

宗祠。1972年冬，宗祠为顺应时代潮流，重

视教育而设立奖助学金，每年限定44名，款

额为2,020元。该宗祠的成就除了祭祀祖先

和联络族人感情外，更能打破极狭隘的地域

观念，即把原来限于永春桃场属下地区，扩

展到包括大田，泉州和安溪等地仁贵公的裔

孙。这使以后马来西亚颜氏公会的打破省籍

和方言藩篱奠下基础。另外一方面，宗祠也

能与时俱进，把原限于马六甲区扩展到新马，

并随1963年马来西亚的成立而改名。同时，

宗祠又能随时代潮流设立奖助学金，鼓励族

人子弟好学向上力争上游，并协助贫苦族人

子弟完成学业。

3、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颜氏公会的创立及

发展（1965年—1990年）

1965在新马颜氏宗亲史上是不平凡的

一年，该年见证了马来西亚颜氏公会和新加

坡颜氏公会的筹备和成立。这两个公会的

成立直接受到永春桃场颜氏宗祠开幕的影

响。1964年当该宗祠筹备开幕时，一些非仁

贵公派下的颜氏族人要求该宗祠开放门户，

因不得要领而发起组织马来西亚颜氏公会，

于1965年3、4月间召开两次筹备会议并选出

职员。当时由颜金年任主席，颜金钩和颜声

玉分任副主席，颜国业为总务，颜培 为财

政等。除主要职员外，更推举多名执委和新马

区（当时新马尚未分家）代表73人。该会成立

后即着手起草章程并译成英文以向政府申请

注册。成立初借用永春桃场宗祠为会址，而

初时费用也由宗祠负责。该会经两年多的延

缓，于1967年7月方获准注册为合法社团。

差不多同一个时候，新加坡的颜氏族

人也着手筹备建立一个公会。以颜有政为首

的宗亲于1965年6月21日在源崇美茶庄二楼

举行第一次筹备委员会，出席会议者有颜有

政、颜辉宗、颜松旭、颜光辉、颜国华、颜挺

节、颜其成和颜增培等28人。会议除决定创

办公会外，授权颜挺节和颜松旭二位负责向

社团注册官询问有关申请注册的手续。接着

在10月29日的第4次筹备委员会会议上选出

职员，颜有政众望所归被选为会长，其他当

选者有副会长颜其巢，总务颜国华，副总务

颜挺节，财政颜辉宗，副财政颜文玄等11人。

该会于1966年4月6日获社团注册官批准为

合法团体，于是新加坡颜氏公会正式成立。

推动建立该会的创始人是颜有政，他是当时

新马的富商，丰美集团的东主。他祖籍福建

永春县石鼓乡，于1922年出生在吉隆坡。由

于他是仁贵公派下的裔孙，所以在1964年永

春桃场颜氏宗祠筹备开幕时，曾经被邀参与

宗祠事务。但他认为新加坡离马六甲路途遥

远，难以兼顾，所以复函婉拒。同时，颜有政

也鉴于新加坡华人会馆和宗亲会林立，而颜

氏宗亲独付阙如，如能创立公会团结族人和

照顾宗亲的利益，则是一件为族人谋福利的

莫大善举，所以他毅然发起创办新加坡颜氏

公会。

马来西亚颜氏公会和新加坡颜氏公会

的创办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第一，这两个

组织都以“公会”的名称出现，表明他们已

经抛弃较狭隘的“宗祠”的观念。凡是颜姓

的族人，不分祖先派别，不分籍贯，都可以

参加这两个组织为会员，而讲不同方言的颜

氏宗亲可以共坐一堂，团结互助。第二，公

08-S10.indd new   401 4/17/08   12:04:47 PM



402

新加坡颜氏公会四十周年纪念特刊

会的组织配合当时的政治新形势。自1957年

8月起，马来亚（后于1963年改为马来西亚）

已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而新加坡也于

1965年8月起脱离马来西亚独立。在这两个

新兴的国家中，华人的地位提升了，他们也是

国家的主人翁。以后华人在这两个国家的权

益尚待争取，而宗亲会就是争取权益的一个

渠道。第三，战后新马华人社团的成立风起

云涌，它们大部分都是朝向整合而非分化，

颜氏公会的创立顺应社会新潮流。第四，马

来西亚颜氏公会和新加坡颜氏公会先后的

创立直接影响其他地区的颜氏宗亲，他们也

纷纷着手建立公会，这包括1968年成立的雪

兰莪颜氏公会和彭亨颜氏宗祠，及1970年在

麻坡成立的柔属颜氏公会。

1967年7月，马来西亚颜氏公会成功获

得注册，它的法律地位正式受到承认。同时，

由于宗亲踊跃参加，经济基础日渐稳固，所

以能够得到平稳的发展。1972年，该会拥有

会员448名，1972年增至500名，公会的组织

严密和现代化。理事会设有会长、副会长、

财政、秘书、监察和稽查等职位，下又设有组

织部、福利部、文教部、体育部、娱乐部和妇

女部，以展开多方面的社会，文化与体育活

动。理事会底下又设各区代表72人，涵盖面

很广，包括柔佛州的麻坡、峇都巴辖、居銮、

永平、古来、笨珍和龙引、雪兰莪的吉隆坡和

巴生、森美兰的芙蓉、庇劳和马口、彭亨的文

德甲、淡马鲁、直凉、金马扬和明加叻等。

新加坡颜氏公会创办后的发展比马来

西亚颜氏公会的发展还来得迅速。创立后

首要的任务有二：如何广招会员以团结颜氏

族人，及筹建会所以奠定稳固发展的基石。

虽然颜氏公会是以“公会”的旗帜出现，强

调不分祖先派别、省籍和方言，所有颜姓族

人都可参加，但还是有很多族人抱着怀疑

或持反对的态度。经过以颜国华和颜挺节为

首等理事们的努力，成绩斐然。新加坡颜氏

公会的领导人很早就意识到会所对一个组

织的重要。一个没有固定会所的组织就像一

个没有自己屋子的家庭，随时会被迫搬迁。

同时，会所是团结的象征，可以显示颜氏族人

的凝聚力和财力。1966年4月24日当公会获

得法定地位后，议决筹建会所，并成立以颜

有政和颜辉宗为首的27人委员会，从事筹款

和物色购买会所事宜。许多颜氏宗亲，对购

买会所的倡议反应热烈，慷慨解囊，终于在

1966年12月成功购得武吉巴梳路18与20号

大厦为会所。除二楼和三楼留下自用外，其

余的店面租出，使公会有固定的收入。购置

会所是新加坡颜氏公会发展史上的一件大

事。由于有固定的收入，经济基础稳固了，公

会才可以顺利展开各种不同的活动。公会对

内的活动侧重于会员的福利、教育和康乐三

方面，而对外活动重视联络各地宗亲组织，

加强全球颜姓宗亲的联系以走向团结的道

路。福利是公会首要的功能，创会的宗旨就

很明显地指出在于“联络宗谊，谋求宗亲的

福利”。所以，福利股的工作主要在协助会

员办理婚丧喜庆之事，资助贫苦宗亲医药费

或丧费，资助会员重振商务。1975年公会出

资特制棺屏一套以供会员借用。公会每逢

华人佳节如春节、元宵、端午节和中秋节等主

办联欢宴会，以联络宗亲感情并促进团结。

第二，教育是立国之本，百年大计，加之，社

会变化迅速，竞争激烈。任何一个民族或宗

族要求生存与发展，必须教育后人使他们具

有高深学识，以应付时代的挑战。颜氏公会

领导人有鉴于此，于1973年设立奖学金，奖

励品学兼优的族人子弟。最初，奖学金只设

大学组和中学组。前者名额10位，奖学金每

人新币2,000元；后者名额50位，奖学金新币

200元。1976年，公会设立“教育基金”以取

代原有的“奖学金”。教育基金分设“奖励

金”和“助学金”两种。而范围则扩大，包括

大学、专科学院、后期中学、普通中学和小学

等组。“奖励金”的目的在于鼓励品学兼优的

族人子弟，不论家庭贫困或富裕都可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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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金额不多。而后者“助学金”的金额较多，

目的在于协助那些品学兼优和家境贫寒的

族人子弟完成学业。第三，康乐方面的表现

出色。所谓“康乐”就是“健康”与“娱乐”的

意思。这包括运动、音乐、美术、郊游和电影

观摩等。新加坡是一个国际商业大都会，竞

争激烈，生活节奏快速而紧张。要使到心身

能平衡发展，健康的娱乐和运动是颜氏宗

亲和他们的子女所需要者。除此之外，运动

与健康的娱乐可以吸引青少年，使他们对公

会有一种认同感。了解康乐的重要，公会于

1970年设立“康乐股”专门策划和推动会员

和他们子女的康乐活动。初时最重要的康

乐活动是青少年郊游和乒乓球比赛。1974年

11月成功地主办第一届青少年宗亲乒乓球

赛，参加者踊跃。后来，在康乐方面有突破

性的是1988年8月提倡的卡拉OK活动。卡拉

OK源自日本，1970年代在日本兴起，是一种

较健康的娱乐。1980年代末风行于台湾、香

港和大陆。鉴于新潮流和新时尚，颜氏公会

决定设立卡拉OK组以带动家庭式的康乐活

动。每逢星期五和星期六晚上在公会大堂

举行。甜美的歌声和笑声打成一片，而亲情和

友情洋溢一堂。除例常的活动外，卡拉OK组

更进一步扩展到与外界交流，成功地联系晋

江、同安、安溪、厦门、永春、宁阳和张氏公

会的卡拉OK组进行歌唱观摩。除切磋歌艺

外，又增进宗亲会会馆之间的感情和联系。

颜氏公会的卡拉OK组带动了新加坡宗乡会

馆的卡拉OK活动。该组并于1992年联合全

新加坡20间宗乡会馆主办有史以来最大型的

民间“卡拉OK晚会”，参加者非常踊跃，并筹

得义款新币十万元以捐助新加坡华社自助会

发展基金。

新加坡颜氏公会对外方面也有非凡的

成绩。在颜有政、颜辉宗和颜文祥等会长的

领导下，宗亲精诚团结，会务蒸蒸日上，颜氏

公会成为新马区颜氏宗亲组织的领袖。而颜

氏公会会长也屡被马来西亚宗亲组织邀请

主持会所奠基或会所开幕典礼。公会也慷慨

解囊，资助其他宗亲组织购买会所或设立教

育基金。1972年，颜有政代表公会捐献柔属

颜氏公会建所基金，1974年6月又捐献柔属

颜氏公会的教育基金。同年7月，他又代表公

会捐献彭亨颜氏宗祠建所基金马币5,000元。

1979年10月，颜有政又受邀主持槟城的北

马颜氏鲁国堂新会所奠基，以新加坡颜氏公

会的名义捐献该堂建所基金马币20,000元，

而他本人又慨捐马币12,000元。除此之外，

颜有政又率领代表团访台北和大陆，与该地

颜氏宗亲建立联系。1974年他率领代表团

出席在台北召开的世界颜氏联合会会议及

复圣公诞辰祭典，并受邀为主祭官。1986年

11月，他曾率领颜氏公会观光团前往中国山

东省曲阜市颜庙拜祭复圣公并在颜庙内竖立

纪念碑。这时，他又结识颜氏79代宗主颜秉

刚，奠定了以后在新加坡成立首届世界颜氏

宗亲联谊会的基础。

4、第一和第二届世界颜氏宗亲联谊会在新

马的召开（1991—1993）

1991年4月6日和7日，第一届世界颜氏

宗亲联谊会在新加坡的召开是颜氏宗亲史上

的旅程碑。它不仅是海内外颜姓宗亲大团结

的开端，它也是顺应经济环球化的潮流，促

进世界颜氏族人在商业和其他经济领域的

合作。同时，它也带动了东南亚地区以血缘

为基础的宗亲会大团结。这联谊会的召开有

着重要的经济与政治背景。1970年代以台湾

为首的经济四小龙（包括台湾、南韩、香港和

新加坡）在亚洲的崛起，其中海外华人扮演

着重要的角色。19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经

济迅速发展。中国、台湾、香港和东南亚各地

的华人必须携手合作，以达到共惠共利的目

的。同时，1980年代末苏联逐步解体，主宰

着世界40多年的冷战即将结束，接下来的是

国际间的经济角力，经济环球化。在这经济

环球化口号响彻云霄的时候，世界华人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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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应精诚合作，以应付新局势和新潮流的挑

战。自1980年代起，一些有远见的海外华人

领袖，纷纷发起组织世界性的华人组织，如

世界客家联谊会、国际潮团联谊会，和世界

海南联谊会等。这些组织除了联络乡谊和保

留中国传统文化外，又可利用这些集会建立

商业网络，以维持华人在东南亚和东亚的经

济地位。在这样的背景和新潮流的影响下，

一些有远见的颜氏宗亲领袖，也认为有创立

世界性颜氏宗亲组织的必要。1988年12月，

新加坡颜氏公会会长颜文祥率代表出席在

槟城召开的北马颜氏公会成立20周年暨大

厦落成庆典，目睹世界各地颜姓宗亲踊跃组

团前来参加观礼，心中茗起组织世界颜氏宗

亲联谊会的念头。他在会上向宗亲们提出这

个建议，反应不见热烈。但颜文祥认为机会

不可失，所以在会议后组织临时的筹委会，

彻夜商议并拟定初步计划书。返新加坡后，

他以会长的身份大力推动，获得其他理事的

支持，遂决定于1991年4月当公会庆祝25周

年纪念时一并主办第一届世界颜氏宗亲联 

谊会。

大会于1991年4月6日和7日在新加坡乌

节路国宾酒店鱼尾狮厅举行，出席的颜氏宗

亲达375名，广泛地代表世界各地颜姓宗亲

的组织，包括在台北的世界颜氏宗亲总会、

台北市颜氏宗亲会、菲律宾河源张颜同宗总

会、菲律宾钞坑颜氏同乡会、马来西亚颜氏

公会、雪兰莪颜氏公会、北马颜氏公会、柔

属颜氏公会、马来西亚仁贵颜氏宗祠、彭亨

颜氏宗祠和主办的新加坡颜氏公会。列席的

团体代表有中国山东曲阜的颜子研究会，而

大会的贵宾是复圣公第79代嫡长孙颜秉刚宗

主，济济一堂，盛况空前。大会由颜清湟教

授和颜诗琴博士共同主持。大会的两大议题

是“世界颜氏文化教育发展方案”和“宗亲

会现代化问题”。颜教授主持第一议题的讨

论，他指出这集会是一个历史性和开创性的

会议。他强调宗亲会要面对时代的挑战，必

须具有健全的组织，内部和谐团结并有进取

心。同时应具有献身精神的领导层，他们以

高瞻远瞩的眼光，领导宗亲会朝着正确的目

标迈进。颜教授又强调宗亲会应重视传统文

化，培养人才和接班人，并提出设立“世界

颜氏文化教育发展基金”的计划，以基金的

利息提供及促进颜氏族人文化教育事业的

发展。这方案提出后得到与会的宗亲热烈支

持，并当场进行认捐筹款。第二议题的讨论

由颜诗琴博士主持。她指出“现代化”对宗亲

会的重大意义，强调宗亲会必须与时俱进。

她提出讨论这课题的4个要点：如何招纳新

会员和接班人，如何配合国家的发展，现代

化过程中宗亲会应具备的条件，和设立颜氏

世界联络网。宗亲会的现代化问题是所有

与会宗亲关注的一个课题，以后宗亲会的延

续与发展都与现代化有关，所以讨论非常热

烈。大会议决世联会每两年召开一次，由不

同地区的宗亲会轮流主办，同时也议决第二

届世界颜氏宗亲联谊会由菲律宾河源张颜同

宗总会主办，将于1993年举行。此次大会获

得丰硕的果实，大会筹得新币20万元为世界

颜氏文化教育发展基金，并通过设立颜氏世

界联络网以促进各地宗亲在经济和社会领

域的交流与合作。

第二届世界颜氏宗亲联谊会于1993年

10月24至26日在马来西亚马六甲美华大酒店

举行。原本该集会应由菲律宾河源张颜同宗

总会承办，但由于当时菲律宾社会不安定，

代表们的安全受威胁，所以这次大会由马来

西亚的6个颜氏宗亲团体联合主办，他们是马

来西亚颜氏公会、马六甲仁贵颜氏宗祠、柔

属颜氏公会、雪兰莪颜氏公会、北马颜氏公

会和彭亨颜氏宗祠。出席此次会议的世界各

地颜氏宗亲代表来自中国、台湾、金门、菲律

宾、新加坡、美国和马来西亚各宗亲组织，济

济一堂。大会主席颜培 除热烈欢迎各地代

表参加外，重申世联会的重要和意义，它在于

促进各地颜氏宗亲联系，并精诚团结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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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氏宗亲们在世界各国的政经文教等领域的

角色。接着各地宗亲会代表陆续发言并提出

建议。大会经热烈讨论后决定设立世联会的

秘书处，加强各地宗亲会的联络包括传达商

业信息和提供投资机会，协助各地成立更多

的颜氏宗亲组织。大会又议决第三届世联会

将于1995年在菲律宾举行，由菲律宾河源张

颜同宗总会主办，并通过“世界颜氏文化教

育基金章程简则”。第二届世界颜氏宗亲联

谊会的成绩主要在于落实第一届的决议，世

联会秘书处的设立成为沟通各地宗亲组织的

桥梁，该处可以着手收集各地宗亲的有关资

料，传达讯息，反映众情，并将发挥极大的协

调作用。

新马颜氏族人回乡拜访77代颜世镛宗主遗孀（持拐杖者）。前排左起颜清水、颜荣源、颜锡其。
前排右起颜华誉、颜进明博士、颜章湖

08-S10.indd new   405 4/17/08   12:04:54 PM



406

新加坡颜氏公会四十周年纪念特刊

History of the Gan(Yan, or Yen) 
Clansmen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1850-1993)
 

By Dr. Yen Ching-hwang, School of History & Politics,
The University of Adelaide, Adelaide, Australia. 

Migration and Settlement of the early Gan Clansmen (before 1912) 

The majority of the Gan (Yan or Yen) 
clansmen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came from few districts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Fujian province such as Zhang Zhou, Jin 
Jiang, Yong Chun, Tong An and Nan An; while 
few of them are derived from northern Fujian, 
Guangdong and Hainan provinces. Shortage 
of reliable historical records prevent us from 
identifying the earliest Gan clansmen in the 
region. However, what is certain is that the early 
migration of Gan clansmen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hinese immigration to Southeast Asia 
in general. The opening of China after 1842 
following the defeat of China in the infamous 
Opium War coincided with the scourge of natural 
calamities in South China. The result of which 
was the creation in vast rural areas of roaming 
unemployed peasants who were prepared to 
emigrate overseas for earning a livelihood. 
Before the lifting of the ban on emigration in 
1893, there witnessed an exodus of Chinese 
coolie labourers from South China following 
the opening of the Treaty Ports in 1840s, some 
of these coolie emigrants were shipped to 
Southeast Asia. The lifting of the traditional 
restrictive policy on free movement of Chinese 
emigrants in 1893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a new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China’s relations with 
its overseas subjects, and the result of the lifting 
was the outflow of large number of Chinese free 
emigrants to Southeast Asia after this period. 
At about this time, Western control of Southeast 
Asia led by the British and the Dutch who had 
undertaken large-scale development of cash crop 
and tin mining industries deepened. The creation 
of new economic opportunities attracted the 
Chinese emigrants to the region that included the 

early Gan clansmen. Like many other Chinese 
emigrants, the Gan clansmen were forced 
partly by the shortage of land for cultivation 
in search of economic opportunities overseas.  
They spread widely in British Malaya, Burma, 
Thailand, French Indochina, the Philippines 
and Dutch East Indies.

Due to the dearth of reliable records, we 
are unable to estimate how many Gan clansmen 
resided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at that time, 
except that we know that Gan clansmen were 
relatively small because Gan was a small 
surname group in China. The majority of them 
appeared to have engaged in commerce, and 
some had become prosperous businessmen.  
This included Gan Lin (Yan Lin) and Gan Eng 
Seng (Yan Yongcheng, or known as Yan Xikun) 
in Singapore and Gan Kim Swee (Yan Jinsui) 
and Gan Ngoh Bee (Yan Wumei) in Penang. 
These successful Gan businessmen were actively 
involved in domestic and trans-regional trade, 
in opium and spirit farming, and in real estate 
and tin mining etc. Influenced by the Chinese 
tradition, they were involved in philanthropy by 
giving generously to temples and hospitals, to 
schools and cemetery. Their philanthropic works 
were much appreciated by the local colonial 
authorities and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The best known Gan clansmen in Singapore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was Gan 
Eng Seng who was born in a poor family in 
Malacca in 1844. His struggle for education led 
him to learn English by self education.  He left 
Malacca for Singapore in quest of opportunity 
at the age of 17. He first became a store keeper 
apprentice with the Guthrie & Company. His 
diligence and hardwork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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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Mr. Scott, the manager, who gave him 
encouragement and opportunity. As a result, Gan 
Eng Seng was promoted to the chief comprador 
of that position he occupied for 25 years. In 
addition to his primary work as a comprador, he 
was also involved in private business, becoming 
a labour contractor for Tanjong Pagar Gock Co. 
Ltd. Investing in real estate and other business 
activity, he made a huge fortune for himself. 
Following Chinese philanthropic tradition, he 
donated money to hospital and built the famous 
Anglo-Chinese Free school in 1893 to educate 
poor students. The school used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 as medium of instruction, and it had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in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early Singapore.

At about same time with Gan Eng Seng, 
another prominent Gan Clansman in British 
Malaya was Gan Ngoh Bee (Yan Wumei) who 
was born in Penang in 1850. In contrast with 
Gan Eng Seng, he came from a rich family. His 
father, Gan Guan Teat was a rice merchant in 
Rangoon, Burma. His wealthy family background 
enabled him to receive good English education 
in Penang and India. He was first educated at 
St. Xavier’s Institute in Penang, and further his 
education in the Doventon College in Calcutta, 
India. After having completed his education, 
he joined in business with his younger brother, 
Gan Hong Kee and his uncle, Gan Kim Swee, 
to found a trading company, Eng Joo, dealing 
in pepper and tin. Eng Joo was a large trading 
company involving in trans-regional trade, and it 
had branches in Rangoon and Calcutta. Having 
accumulated huge profit from domestic and 
trans-regional trade, Gan Ngoh Bee undertook 
tax-farming, a kind of big business at that time 
in Southeast Asia. Unable to collect certain 
taxes in the Chinese communities effectively, 
the Colonial governments in the region sold 
collection rights to rich Chinese merchants of 
certain taxes such as opium, spirit, gambling 
and pawnshop etc. The sale of revenue farms 
was usually through auction, and the term 
was restricted to 2 or 3 years. Rental for the 
forms was determined by supply and demand, 
more bidders for a certain farms would beat 
up the prices. Those farmers who could best 
use their power, their management skill and 
marketing techniques would yield enormous 

profit, especially on opium and spirit farms. 
Due to increasing numbers of Chinese addicts, 
opium farm was most lucrative that could yield 
tens of thousands of dollars a year, but the cost 
of the rent for the opium farm could reach a 
million dollar or more. From 1901 to 1903, Gan 
Ngoh Bee had obtained the Penang opium and 
spirit farms with a syndicate formed under his 
leadership, the profit for the farms amounted to 
$700,000 (Straits dollars). With a 25% share in 
the syndicate, his profit amounted to S$175,000 
for 3 years, averagely S$58,000 per year. Gan 
Ngoh Bee also invested other profitable business 
such as real estate in Penang and tin-mining 
in Perak. Indeed, he was one of the wealthiest 
Chinese businessmen in British Malaya. 

The Growth of Gan Clansmen in 
Singapore and Malaya(1912-1965) 

The collapse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Chinese Republic in 1912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a new era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It also had profound impact 
on the migration history of the Chinese to 
Southeast Asia. The Republic sealed an  
intimate relationship with the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because the Southeast Asian 
Chinese had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 the 
revolutionary movement led by Dr. Sun Yat-sen.  
But the early Republican period was plagued by 
political division and military chaos caused by 
the rapacious warlords.  The people of Fujian 
and Guangdong, like their compatriots in other 
provinces were thrown into abyss of misery.  
Further, these two provinces were savaged 
by avaricious taxes and marauding bandits. 
The result of these was the migration of large 
number of Chinese from Fujian and Guangdong 
to Southeast Asia in 1920s and 1930s. Gan 
clansmen were among these new immigrants to 
the region. Owing to the increase of numbers of 
Gan clansmen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many of 
them had gradually moved from big commercial 
centres like Singapore, Penang and Malacca to 
the towns in the Malay Peninsula such as Muar 
in Johore, Klang in Selangor and Mentakab in 
Pahang. This was the result of kinship migration 
that characterised the Chinese migration during 
this period. When the Chinese immigrants sett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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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seas and prospered in business, they began 
to recruit their kinsmen or relatives from home 
districts in China to meet the growing demand of 
labour. These new recruits were offered jobs as 
apprentices in shops or labourers in the factories 
owned by the immigrants. Indeed, this pattern 
of migration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 the 
growth of the Chinese population in Southeast 
Asia. 

The majority of the Gan clansmen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were involved in business: 
trading in rubber and other commodities, planting 
rubber and managing rubber estates, running 
grocery shops and becoming  agents for patrol 
and cigarettes and other imported goods. During 
this period, the Gan clansmen also adhered to the 
Chinese philanthropic tradition by donating to 
temples, hospitals or schools. The founding of a 
Chinese primary school in Mentakab, Pahang is a 
case in point.  The Mentakab Zhong Hua primary 
school was founded in 1922 to meet the needs for  
education by the local Chinese children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Gan Sin Hor (Yan Chenhu). He 
was the proprietor of Chop Kian Joo Hing that 
dealed in patrol and cigarettes. The school was 
located near the old township near the river (the 
football field of the Abu Bakar School), and the 
first principal was Gan Kang Hor (Yan Jianghu).  
It was later shifted to no.1 of the new township, 
and a management committee (dongshihui) was 
established with  Gan Sin Hor being elected the 
first director of the committee.  

Although the numbers of Gan clansmen 
in pre-war Singapore and Malaya increased 
substantially, there was a lack of well-managed 
organisations looking after the interest of the 
Gan clansmen and coordinating their activities. 
Reports suggest that there was in existence of 
two Gan clansmen associations in both Penang 
and Singapore. The former, Yanshi Luguo 
Tang (The Hall of the Gan Clansmen of the Lu 
Kingdom) could have existed in 1923, but it left 
no written record  except an old square wooden 
table trace-able to that date. While the latter, 
Luguo Tang Yanshi Gonghui (The Association 
of Gan Clansmen from Ancient Lu Kingdom), 
did exist at least in 1928. The directors of this 
association were also the trustees of the Gan 
clansmen cemetery at Linchi mount responsible 
for public worship at the cemetery during the 

Ching Ming festival. The association was 
poorly managed, and failed to unite the Gan 
clansmen and to protect their common interest.  
Two reasons may account for weak organization 
of the Gan clansmen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during this period. First, many of them were new 
immigrants who had to cope with their problems 
of earning a living, and their financial positions 
were weak. Second, the impact of the World 
Depression in 1930s on Singapore and Malaya 
was severe. The slide in prices for rubber and 
tin during the Depression greatly reduced the 
income of many Chinese that included the Gan 
clansmen.

The Chinese communities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revived after the scourge of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Realising the importance of unity and 
cooperation, an experience gained during the 
occupation, the Gan clansmen, like many other 
Chinese kin groups, began to organize or reform 
their associations. At the same time, the British 
Colonial government also relaxed its control 
over the registration of Chinese organizations in 
an attempt to gain Chinese support. As a result, 
many Chinese dialect and kinship organizations 
were established during the post-war period. In 
the two decades from 1945 to 1964, three Gan 
clansmen associations were either established 
or revived from the past. They were the Yanshi 
Luguo Tang in Penang (revived in 1946), the 
Yanshi Zongci of Yong Chun Taochang (The 
Gan Clan Temple of Taochang of Yong Chun) 
in Malacca (founded in 1947) and the Luguo 
Yanshi Gonghui in Singapore (revived in 1948). 
The Gan Clan Temple of Taochang of Yong 
Chun was most important among them. In 
1947, vividly remembering the days of misery 
under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and realising 
the importance of unity and mutual assistance 
among the kinsmen, a group of Gan clansmen in 
Malacca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Gan Ee Chong 
(Yan Yizong), Gan Hong Hor (Yan Honghu) 
and Gan Kim Lian (Yan Jinlian) founded this 
organization. Gan Ee Chong was elected the 
chairman, Gan Hong Hor treasurer, and Gan 
Kim Lian, zongwu (general service manager).  
Since many of the Gan clansmen in Malacca 
were originated from the Taochang of Yong 
Chun district in Fujian, regional solida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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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ed the basis for their grouping, and it had 
no difficulty to recruit more than a hundred 
members. In 1949, the generosity of Gan 
Hong Hor laid the solid foundation for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clan temple by donating a 
property as its temple building for the housing 
of ancestral tablets. Gan Hong Hor was a 
wealthy businessman with financial interest in 
real estate and rubber plantations. In the same 
year, the clan temple was restructured into a 
cla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radition practised 
in China. A clan management committee was 
established, and Gan Hong Hor was elected the 
first clan head (zuzhang) of the Gan clan of Ren 
Gui branch, and Gan Kim Lian his deputy. It 
is interesting to note that this restructured Gan 
clan temple had conformed to the pattern of  
the traditional clan organizations in Southern 
China as what Maurice Freeman had termed 
“localised lineage” that was characterised by its 
exclusiveness and narrow geographical focus, 
and these Chinese localised lineages did exist 
in Singapore and Malaya.

In April 1951, the Gan Clan Temple was 
registered with the government as a legal body 
that further consolidated its status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The generosity of Gan Hong Hor 
was extended to include a 15 acres of hilly land 
as Gan clansmen’s cemetery, a block of land of 
6 acres, and a building as assets of the temple. 
The income derived from these assets supported 
the operation of the temple that included the 
worship of Gan ancestors and the dead dur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festivals, the organizing 
of festivities and the collection of information 
relating to the birth and death of Gan clansmen 
from Taochang of Yong Chun. As members 
increased, the door of the clan temple was open 
to include Gan clansmen of Ren Gui branch not 
just originating from Taochang of Yong Chun, 
but also from Da Tian, Quanzhou and An Xi 
districts. On 29 July 1964, the Gan Clan temple 
was officially inaugurated, many Gan clansmen 
from other parts of Malaysia and Singapore as 
well as overseas attended the solemn ceremony, 
a huge interest was created among the Gan 
clansmen in the region. In 1965, a welfare 
department was created in the temple to help 
to the clansmen to bury the dead. In September 
1970, to meet the changing political situation 

in the region, the temple changed its name to 
Malaixiya Ren Gui Yanshi Zongci (The Gan 
Clan Temple of Ren Gui Branch of Malaysia). 
In 1972, it established education department 
offering scholarship (jiang xuejin) and bursary 
(zu xuejin) for promising Gan children. Both 
were restricted to 44 students a year with an 
amount of M$2,020 distributed among them.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Gan Clan temple are in 
three areas. First, it united the Gan clansmen in 
Malacca and later in other parts in Malaysia for 
the worship of the common ancestor, Gan Nin Kui 
(Yan Ren Gui), a founder of a Gan (Yan) branch 
in Fujian province, as well as promoting common 
interests among the Gan clansmen.  Second, the 
temple had abandoned its geographical narrow 
focus on the Taochang of Yong Chun district in 
China, instead, it had gradually embraced the 
other Gan clansmen of Ren Gui branch resided 
in other parts of Malaysia. The removal of 
geographical restriction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Gan Clan Association 
of Malaysia, an organisation embracing all Gan 
clansmen regardless of geographical and dialect 
differences. Third, the temple was able to 
modernize its aims and activities by establishing 
welfare and education departments that were 
in conformity with the changing political and 
economic environments in Malaysia. 

The Foundin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an Clan Associations of Malaysia 
and Singapore(1965-1990) 

1965 was a memorable year and a landmark 
in the history of Gan clansmen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It witnessed the founding of the 
Gan Clan Association of Malaysia and the Gan 
Clan Association of Singapore.  The founding of 
these two organizations was partly the result of 
the activity of the Gan Clan temple of Taochang 
of Yong Chun in Malacca. In 1964, when the 
preparation for the inauguration of the temple 
was on its way, a group of Gan clansmen of non 
Ren Gui branch requested the temple to open its 
door, but due to the restriction on the beneficiaries 
to the Gan clansmen of the Ren Gui branch, the 
request was turned down. This prompted the 
group from Johore with the support of some of 
those from Malacca area to found the Gan C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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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ion of Malaysia. After two consecutive 
preparatory meetings in March and April 1965, 
the association came into being. Gan Kim Lian, 
a leader of the Gan Clan temple was elected 
chairman, Gan Kim Kao (Yan Jingou) and Gan 
Sheng Yeok (Yan Shengyu) were elected deputy 
chairmen, Gan Pui Jee (Yan Peijing) was elected 
treasuer, and Gan Kok Giap (Yan Kuoye) as the 
general affairs manager. In addition to these 
office-bearers, 73 members were nominated 
to represent Gan clansmen in various cities 
and towns in Malaysia and in Singapore. The 
organization first used the Gan Clan temple’s 
building in Malacca as its temporary office, 
and the expenses of the association in its early 
period was also borne by the temple.  With the 
delay for more than two years, its application for 
registration as a legal society was approved in 
July 1967.

About the same time, the Gan clansmen in 
Singapore also began to found the Gan Clan 
Association of Singapore.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Gan Yue Cheng (Yan Yuzheng), they held 
the first meeting on the 2nd floor of the Guan 
Chong Bee tea company. 28 people were present 
in this crucial meeting, they included Gan Yue 
Cheng, Gan Hui Chong (Yan Huizhong), Gan 
Song Hock (Yan Songshu), Gan Kong Hwee 
(Yan Guanghui), Gan Kok Hua (Yan Guohua), 
Gan Teng Chek (Yan Tingjie), Gan Kee Seng 
(Yan Qicheng), Gan Jing Poi (Yan Zengpei) 
and others. The meeting resolved to found the 
association as well as to enquire the procedures 
for registering the association as a legal body. 
In its 4th preparatory meeting on 29th October 
1965, a management committee was born 
with Gan Yue Cheng elected as the president 
(huizhang), Gan Kee Cheow (Yan Qichao) as 
vice-president, Gan Kok Hua as general affairs 
manager (zongwu), Gan Teng Chek as deputy 
general affairs manager, Gan Hui Chong as 
treasurer, and Gan Boon Hean (Yan Wenxian) as 
deputy treasurer. The Gan Clan Association of 
Singapore officially came into existence on 6th 
April ,1966 after the association was approved by 
the Registrar of Societies as a legal organization 
in Singapore. The founder and the inaugural 
president of the association was Gan Yue Cheng, 
a wealthy businessman, and the proprietor of the 
Hong Bee Group of companies. He was born in 

Kuala Lumpur in 1922, but his parents came 
from the Shigu county of Yong Chun district 
of Fujian province. As a descendant of the Ren 
Gui branch, he was invited in 1964 by the Gan 
Clan temple in Malacca to be involved in its 
management committee, but due to geographical 
distance between Singapore and Malacca, he 
declined the invitation. However, Gan Yue Cheng 
perceived the need for an all embracing and non-
discriminatory organization in Singapore for all 
the Gan clansmen.  His perception of the need 
for uniting the Gan clansmen led him  actively 
canvassing for the founding of the Gan Clan 
Association in Singapore.

The founding of these two Gan clan 
associations were of great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history of Gan clansmen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First, both organizations carried 
the name of “gonghui” (association) rather 
than “zongci” (clan temple) that signified the 
adoption of a non-discriminatory name which 
would be able to cut across geographical and 
dialect lines to embrace all Gan clansmen. A 
name symbolized its modernity in ideas and 
organization. In reality, the name “gonghui” 
was a more appealing title than “zongci” that 
was seen to have a archaic appearance and 
tone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This could 
mean the organizations would be in a better 
position to recruit younger and better educated 
members.  Second, the clan associations were 
to meet the changing political environments in 
both Singapore and Malaysia.  The separation of 
Singapore from Malaysia in August 1965 as an 
independent nation aroused certain awareness 
among the Chinese that they had to play a role in 
these two new nations, and clan association was 
one of the channels with which the Chinese could 
unite and protect their common interests. Third, 
the social trend in the Chinese communities in 
the region in post-war era was convergence rather 
than diverge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se two 
associations conformed with the social trend. 
Fourth, The founding of these two associations 
stimulated the Gan clansmen in other parts of 
Malaysia to establish their own organizations.  
This included the formation of the Selangor Gan 
Clan Association (Xuelane Yanshi gonghui) and 
the Pahang Gan Clan Temple (Pengheng Yanshi 
zongci) in 1968, and the Johore Gan C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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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ion (Roushu Yanshi gonghui) in Muar 
in 1970. 

The development of both Gan Clan 
Associations of Malaysia and Singapore was 
steady and impressive firmly leaning towards 
modernization in their structure and functions. 
Since official registration in July 1967, the Gan 
Clan Association of Malaysia grew in in leaps 
and bounds. The legal recognition improved its 
image and raised its status in the society, and 
in turn attracted more members to join, and 
the result of which was the strengthening of 
its financial position. In 1972, the association 
had 448 members, and the numbers increased 
to 500 in 1976. The structure of the association 
was elaborate and democratic.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was led by a president, a vice 
president, a treasurer and deputy, a general 
affairs manager and deputy, a secretary and 
deputy, a supervisor and deputy, and a auditor 
and deputy. Under these chief office-bearers 
were the heads of various departments including 
organization, welfare, culture and education, 
sports, recreation and women. Under the 
executive committees were 72 representatives of 
various regions, consisting the representatives 
of Johore state (including Muar, Batu Pahat, 
Kluang, Yong Peng, Kulai, pontian And Rengit), 
of state of Selangor (including Kuala Lumpur and 
Klang), the state of Negri Sembilan (including 
Seremban, Pilah and Bahau), and the state of 
Pahang (including Mentakab, Temerloh, Triang, 
Kemayan and Mengkarak).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an Clan 
Association of Singapore was even more rapid. 
The two prime tasks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the leadership were the recruitment of members 
and the purchase of a club house. Although the 
association adopted a modern title of “gonghui” 
that was open to all Gan clansmen without 
discrimination of age, sex, geographical origins 
and dialects spoken, still there were clansmen 
who were suspicious of the motives of the 
leaders and the aims of the association, and they 
were either indifferent or hostile. In an attempt 
to recruit as many clansmen as possible into the 
association, Gan Kok Hua and Gan Teng Chek 
were most enthusiastic. They visited clansmen 
house by house, and managed to persuade many 
of them to join. The purchase of a property 

as association’s permanent home was equally 
urgent. An organization without a proper 
clubhouse would be equivalent to a family without 
its own house drifting from here to there. This 
was why that the leadership started to look for 
a property to purchase soon after its legal status 
was confirmed in April 1966. A sub-committee 
was established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Gan Yue 
Cheng and Gan Hui Chong, president and vice-
president of the association. The proposal for 
buying a clubhouse received strong support from 
members.  In December 1966, a 3 story building 
located at 18 to 20b of the Bukit Pasoh Road 
was acquired. With 2nd and 3rd floors reserved 
for the use of the association, the rest were let 
out for collecting rental C a stable income for 
the association. With this fixed income, the 
association was able to carry out its activities.  
The centrepieces of the activity were in the 
areas of welfare, education and recreation. First, 
being a kinship organisation, the association’s 
main focus was to unite Gan clansmen and to 
take care of their welfare as what the aims of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association has specified 
that “to cultivate good relationship among 
Gan clansmen and to look after their welfare”.  
Thus, a welfare department was established 
and it concentrated its attention on members’ 
welfare such as helping to arrange weddings and 
funerals, offering financial assistance to meet 
medical and funeral expenses, as well as helping 
members to restart their business. In 1975, the 
association purchased a set of Chinese funeral 
dressings for loan to members. In addition, the 
association organised feasts to celebrate Chinese 
festivities such as Chinese New Year festival, the 
‘Yuan Xiao’ festival (on the 15th day of the New 
Year period), Qing Ming festival (the festival 
for laying sacrifices to the ancestors), Dragon 
Boat festival (Duan Wu jie) and the Moon 
festival (Zhong Qiu jie) etc. These feasts were 
well-attended by members, and promoted close 
relationship among Gan clansmen. Second, the 
association established an education department 
responsible for coordinating educational 
activities. The awareness of the importance of 
education for young clansmen in a competitive 
world led the leaders to take such an action. 
In 1973, the association offered scholarship to 
bright Gan students who were good in both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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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behaviour. The scholarship was granted 
to 10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50 high school 
students, the former received S$2,000 each and 
latter S$200 per person. In 1976, an ‘Education 
Fund’ was established to replace the scholarship 
scheme. Under this new scheme, the scholarship 
was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Award’ (Jiangli 
jin) and ‘Bursary’ (Zuxue jin). The former was 
granted to outstanding students regardless of 
their family financial status; while the latter 
was conferred on outstanding students from 
needy families and they received more money 
than the former that enabled them to complete 
their study. The ‘Education Fund’ was a better 
scheme than the scholarship scheme, not only it 
had widened its scope to include more recipients, 
but was also fairer in recognising both academic 
achievements and needs of the students. Under 
the old scheme, outstanding students from rich 
or well-to-do families were excluded because 
they did not need the financial help. 

The third area that the Gan Clan Association 
of Singapore had scored a great success was 
recreation. The Chinese term for recreation, 
Kang Le, is meant ‘healthy entertainment’ that 
included sports, music, painting, excursion and 
cinema viewing. Singapore is an international 
port hustling and bustling with all kinds of 
activity, and the life was extremely competitive 
and tense, healthy recreation was needed by 
Gan clansmen and their children if they were to 
maintain a balanced lifestyle. Besides, it would 
attract the young clansmen and give them a 
social identity. A department of recreation was 
established in 1970 to promote and coordinate its 
activities and its initial focus was on youth table 
tennis and excursion. In November 1974, the 
association sponsored the first Gan youth table 
tennis tournament that was well-supported.

The Karaoke singing was the pitch of the 
recreation activity started in August 1988.
Karaoke is a form of entertainment invented by 
the Japanese in 1970s for night clubs. It began 
to spread to Taiwan, Hong Kong and mainland 
China in 1980s, and it had special appeal to 
young people. It can be turned into a form 
of ‘healthy entertainment’ if it is performed 
in social clubs for members. To catch on this 
new tide of entertainment, the association 
promoted it as family entertainment for Gan 

clansmen. Karaoke sessions were regularly held 
in the association’s hall on every Friday and 
Saturday nights. They were well-attended by the 
members. Besides, Karaoke was also used as a 
medium of social contacts among young people.  
The association’s karaoke group extended its 
contacts with Karaoke groups of other dialect 
and clan associations such as Jin Jiang, Tong 
An, An Xi, Xiamen, Yong Chun, Ling Yang and 
Teo (Zhang) Clan associations for performance 
and interaction.  Not only they improved their 
singing techniques, but also forged a closer 
relationship among members of Chinese social 
organisations in Singapore. The Gan Clan 
Karaoke group also led the Karaoke movement 
in Singapore by organising the first large-scale 
Karaoke performance night held in 1992 with 
the support of other 20 organisations. The event 
was very successful, attracting thousands of  
people and raising S$100,000 for charity.

The Gan Clan Association of Singapore was 
also successful on its external front.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Gan Yue Cheng, Gan Hui Chong 
and Gan Boon Siong, the association became 
the leader of the Gan clan associations in the 
region. The leaders had been frequently invited 
by the Gan clan associations in Malaysia to lay 
foundation stones or to initiate inauguration 
ceremonies. In 1972, Gan Yue Cheng, 
representing the association, donated a sum of 
money to the building funds of the Gan Clan 
Association of Johore.  In June 1974, he donated 
another sum of money to the Johore association’s 
education funds. In July of the same year, he 
donated on behalf of the association a sum of 
M$5,000 to the building funds of the Gan Clan 
Temple of Pahang. In October 1979, Gan Yue 
Cheng was invited to initiate the stone-laying 
ceremony for the new building of the Yanshi 
Luguo Tang of Penang and he, on behalf of the 
Singapore Gan Clan Association, donated a sum 
of M$20,000, and he himself donated another 
M$12,000 to the building funds. In addition, 
Gan Yue Cheng also led delegations to visit 
Taiwan and China to establish contacts with 
Gan (Yan or Yen) clansmen there. In 1974, he 
led a delegation to Taipei to attend the local Gan 
Association’s convention and concurrently the 
birday celebration of Fu Sheng Gong, the first-
known Yan (Gan or Yen) ancestor i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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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 Gan Yue Cheng was invited to be the chief 
worshipper to conduct the solemn ceremony, an 
honour conferred on a prominent clan leader. 
In November 1986, after having stepped down 
as the president of the Gan Clan Association of 
Singapore, he led a group of clansmen to visit 
Qi Fu city of Shandong province, China, and 
laid sacrifice to the Fu Sheng Gong as well as 
erecting a memorial stone tablet. At the same 
time, he extended his contact with the 79th 
direct descendant of the Fu Sheng Gong, Yan 
Pinggang (Gan Pin Gang) that helped lay the 
foundation for the organisation of the first world 
Gan Clansmen convention in Singapore in April 
1991. 

The Opening of the 1st and 2nd World 
Gan Clansmen Conventions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1991-1993)

The opening of the 1st world Gan clan 
convention in Singapore on 6th and 7th April 
1991 was a landmark in the history of the Gan 
clansmen in the world. Not only it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a greater unity among Gan 
clansmen worldwide, but also it kept abreast 
with changing time and changing world, and 
promoted cooperation among Gan clansmen in 
the areas of cultural and economic activities. 
The opening of this historical event had its 
important economic and political background.  
1970s witnessed the rise of the Four Asian Little 
Dragons: Taiwan, South Korea,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and the important role played by 
ethnic Chinese in this phenomenon. 1980s also 
witnessed the reform and opening of China that 
led to the rise of China as a future great economic 
dragon in East Asia.  With this rapid change of 
economic landscape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there was a need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mong the Chinese for their common good 
and well-being. Politically, the end of 1980s 
saw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that dominated 
world politics for more than 4 decades, and it 
was followed by intense economic competition 
among the nations. The ethnic Chinese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together with the Chinese 
in mainland China shared the common need 
of closer cooperation under the impact of 
economic globalisation. Since 1980, those far-

sighted ethnic Chinese leaders began to organise 
world-wide dialect and kinship organisations to 
facilitate cultural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s, 
this included the formations of the World Hakka 
Friendship Association (Shijie Kejia Lianyi Hui), 
the World Federation of Teochew (Chaozhou) 
Associations (Guoji Chaotuan Lianyi Hui), and 
the World Hainanese Friendship Association 
(Shijie Hainan Tongxian Lianyi Hui) etc. These 
organisations served the purpose of promoting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friendship and of 
creating business networks, so as to maintain 
the significant role played by the ethnic Chinese 
in the economic life in the regions. 

Some of the far-sighted Gan clan leaders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observed the trend and 
were prepared to take lead to form a world-wide 
Gan clansmen body. One of these leaders was 
Gan Boon Siong, then the president of the Gan 
Clan Association of Singapore, who in December 
1988, led a delegation to attend 20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of the opening of the building of the 
Gan Clan Association of Northern Malaya in 
Penang. He was greatly impressed by the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the event by the representatives 
of Gan clan associations world-wide, and it 
prompted him to take the opportunity to raise the 
issue of forming a world body. The proposal met 
a cold response.  But due to Gan Boon Siong’s 
persistence in pursuing his aims, a provisional 
preparatory committee was established with a 
draft for forming a world Gan body drawn. After 
his return to Singapore, Gan Boon Siong pushed 
the issue among the executives and obtained 
their firm support. A resolution for hosting the 
1st world Gan clansmen convention to coincide 
with the celebration of 25th anniversary of  Gan 
Clan Association of Singapore in April 1991 was 
adopted by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The 1st World Gan Clansmen Convention 
was inaugurated on 6th and 7th April, 1991 
at the hall of the Ambassador Hotel (Guobin 
jiudian), Orchid Road, Singapore. It was 
attended by 375 Gan clansmen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representing Gan clan associations from 
Taiwan, the Philippines, Malacca, Selangor, 
Penang, Johore, Pahang and Singapore.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Yan Zi Yanjiu Hui (The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Yan Zi) from Shandong 
province, China were also present. Yan Pingg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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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79th direct descendant of  Fu Sheng Gong 
(Yan Hui), was made the guest of honour of 
the convention. The convention was co-chaired 
by Professor Yen Ching-hwang of Adelaide 
University and Dr. Gan See Khem of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Professor Yen chaired 
the 1st session that focused on the issue of  
clan’s education and culture. In his speech to the 
convention, Professor Yen pointed out that the 
convention had its great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He emphasised that Chinese clans have to face 
the challenge of time, and to make themselves 
relevant in a rapid changing world. To face this 
challenge, Chinese clans must possess sound 
structure, united and harmonious in looking 
forwards to the future. He stressed Chinese 
clans must have aspiring and hard-working 
leaders that would lead the organisations to keep 
abreast with time. He further emphasised that 
Chinese clans must pay attention to modernis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values, and 
to groom talents for the associations. He thus 
proposed to establish a World Gan Clansmen’s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Fund that received a 
strong support from the participants. A round of 
fund-raising for the Fund followed. Enthusiastic 
response was reflected in the raising of a sum of 
S$200,000 within an hour.  

The 2nd session that focused on 
modernis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was 
chaired by Dr. Gan See Khem who pointed out 
that modernisation was crucial for the survival 
and growth for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She 
listed 4 major areas for discussion: how to 
recruit new members and groom clan successors, 
how to make clan associations relevant to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s, the prerequisites that 
clan associations have to have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sat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Gan clansmen networks. Most participants 
were well aware of the issue, and participated 
in the discussion fervently. The convention 
agreed to hold a biennial conference to be held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and resolved 
that the 2nd World Gan Clansmen Convention 
to be hosted by the Zhang and Yan Clansmen 
Association in the Philippines in 1993. The 
convention was closed with concrete results 
that a substantial amount of money was raised 

for the Gan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Fund, 
and a resolution for establishing a ‘World Gan 
Clansmen Network’ that to promote closer 
contacts and cooperation among Gan clansmen 
throughout the world. 

The 2nd World Gan Clansmen Convention 
took place on 24th to 26th October, 1993 in 
the Mei Hua Hotel, Malacca, Malaysia. The 
convention that was originally planned to be 
held in the Philippines was thwarted by social 
unrest in that country, and thus the hosting of 
the convention was taken over by the 6 Gan clan 
associations in Malaysia. It was attended by 
many representatives of Gan clan associations 
throughout the world. In addition to the 
representatives from Malaysia, Singapore and 
Taiwan, Gan clansmen from China, Quemoy 
(Jinmen)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ere 
also present. The president of the Gan Clan 
Association of Malaysia, Gan Pui Jee (Yan 
Peijing) chaired and the convention. He welcomed 
the delegates and called upon Gan clansmen to 
unite and cooperate in order to make greater 
contributions to the countries they resided. 
His speech was echoed by the representatives 
who emphasised unity and cooperation. The 
convention resolved to set up a secretariat to 
be located temporarily in Singpore, to enhance 
contacts among Gan clansmen  in relation to 
commercial news and investment opportunity, 
and to assist Gan clansmen in smaller cities 
to establish their associations. It officially 
approved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World 
Gan Clansmen’s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Fund. It also resolved that the 3rd convention 
was to be hosted again by the Zhang and Yan 
Clansmen Association  in the Philippines in 
1995.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2nd convention 
were to put into practice the resolutions of 
the 1st convention, and the setting up of the 
temporary secretariat in Singapore that served 
effectively as a bridge to bring Gan clansmen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closer together. The 
secretariat was charged to collect and channel 
information among Gan clan associations, and 
to reflect views from below. It also played an 
important part in coordinating works of various 
Gan associations in time of organising future 
world Gan clansmen conventions.  

08-S10.indd new   414 4/17/08   12:05:11 PM



415

奇文共欣赏

Conclusion: 
Kinship and Organisation 

Being one of the two pillars of Chinese 
social structure, kinship was a major principle 
of how Chinese organised themselves in 
th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y Singapore 
and Malaya. As the region underwent rapid 
political and socio-economic changes in the 
post World War II period, and the termination 
of  migration from China following the victory 
of Communism in October 1949, it was widely 
assumed that kinship as a principle for social 
organisation would no longer be able to 
withstand the test of time, and would fade away 
in oblivion. However, history has proven this 
assumption wrong, and kinship is still relevant 
in the second half of 20th century and beyond. 
This study on the history of Gan (Yan or Yen) 
clansmen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shows that 
the Chinese clan organisations can survive and 
even prosper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having an 
aspiring  and far-sighted leadership, a reform in 
their traditional functions, and a changing role 
in an ever changing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s. An aspiring and far-sighted  

leadership is important because it can observe 
the trend of change, chart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the organisations, and dedicate itself to the 
realisation of the lofty goals. A reform was 
needed because the circumstances change, and 
their functions have to be changed accordingly. 
For instance, the welfare function of the kinship 
organisations before the war was focused on 
providing accommodation and assistance to new 
immigrants from China, but the dry-up of fresh 
immigrants from China after 1949 saw a shift of 
the clan’s focus on the local members, including 
their welfare, education and recrea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inship and organisation 
is not static but dynamic. Although kinship 
organisations are being perceived by members of 
younger generation, especially those who are not 
Chinese-educated, to be archaic and irrelevant 
in a modern world, they still can be resurrected 
and reactivated for the purpose of improving the 
well-being of a social group, and their negative 
image can be radically altered if they are proven 
to be pragmatic and useful socio-economic 
organisations in an economically globalised 
world.

Karaoke Singing Contest jointly organised by Chinese Cl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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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正确方向 
促进健康发展

◆颜春龙副教授

世界颜氏总商会秘书长

同祖同宗血肉相连，优秀

文化一脉相承。颜氏后

裔不论天南地北，海内海外，都

是相见恨晚，一见如故，倍感亲

切。幸遇盛世，政策宽容，环境

合适，联谊之势，自觉自发，热情

空前，发展蓬勃，如雨后春笋，

似星火燎原，形势十分喜人。天

下族人，空前活跃，联谊活动，

色彩纷呈，世人瞩目。世界大会，

时至九届；文化研究，成果频

出；商会活动，初显活力。然而，大浪滔滔，泥

沙俱下。历史造成隔阂，地域形成差异，观念

存在区别，认识也分先后，百俊难免一疵。随

着活动的广泛和深入，新情况、新问题、新矛

盾层出不穷，诸多苗头渐露水面，犹如在优美

的旋律中偶有一二不和谐音符，令人忧心。古

人云：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以愚之见，防范未

然乃上策。思想统一，方有步调一致，目标明

确，才能殊途同归。余试列举联谊诸关系，以

图与族人达成共识。

一、 局部与全局

颜氏是全体颜氏人的颜

氏，全族的整体利益高于一

切，不允许任何局部地区、团

体或个人凌驾于全局之上。这

是我们需要坚持的重要原则，

也是我们开展一切宗亲联谊工

作的出发点、着眼点和归宿点。

从发展顺序上讲，可能是先有

各地的局部发展方有全局的形

成。活动的初期，不宜过多限制

和约束，以更好地调动各地方、各方面的积

极性，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每一次局部的

活动都会或多或少带局部的色彩。任何地方

团体和个人都难以代表全局的整体利益。

而每一个以颜氏名义进行的局部活动又都

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全局的行动和整体

形象。目前，我们已经发展到了世界联谊的

新阶段，因此，我们应该也有条件确立一个

总的目标，这个总目标应该是：“加强宗亲联

谊，弘扬祖德风范，促进共同发展。”(可以

作者简介： 

颜春龙副教授，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学院南京分院政治

理论教研室副师职教员，大校军衔，世界颜氏总商会秘书长，

江苏颜子研究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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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斟酌)。所有的局部和个人都从全局出发，

站在全局的高度，围绕这个总目标来考虑问

题和开展工作。反过来，还要拿这个总目标

来检验具体的工作。凡是符合总目标要求

的，就是对的，就要坚持去做；凡是违背总目

标要求的，就是错的，就要反对。同时还应

该有一个能够代表整体颜氏全局利益的日常

机构，来统一全族人的思想和指导各个局部

的行动。这个机构暂时可以叫做执行委员会

或者叫指导委员会。候选人由各地区推荐有

热心有能力的代表，由世界联谊大会选举产

生，负责调整全局与局部以及各个局部之间

的关系，确保联谊会健康发展的大方向。当

然，还应该确定一个原则，就是在处理全局

与局部以及局部之间的原则，就是局部服从

大局，少数服从多数，一切非原则问题应遵

循颜子宽容和善的行为准则。

二、 历史与现实

在颜氏联谊和颜氏文化研究过程中，

必然会大量涉及历史事件和历史结论，有些

历史问题对我们当今以及今后会有重大影

响。有些可能会直接涉及某些宗亲或某个宗

亲的名和利。因此，如何对待历史，摆正历史

与现实的关系，我们必须有一个科学的正确

的态度。简而言之，就是要尊重历史，立足

现实，面向未来，这也是我们需要坚持的重

要原则。首先应该是尊重历史。所有的历史

事件和历史结论都离不开当时特定的历史条

件，既然是已经成为历史史实或者已经成了

定论，作为后人我们没有权利根据现在的需

要，做出任何的修改，否则就是不负责任的

态度，轻者影响团结，重者误导后人。对一

时有争议的事情只能作为学术问题来研究，

在学术界没有新的结论之前都只能尊重历史

现状，不能闹无原则的争论。即使是学术研

究也只能是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而决不能

允许篡改历史，这也是颜子诚实诚信思想的

重要体现和客观要求；其次是要厚今薄古

向前看。在古与今的问题上我们要把重心放

在“今”上。我们要研究历史、了解历史，不

忘祖宗，但我们有别于历史学家，不是为历

史而学历史，是为现在和以后而学历史。学习

前人优秀文化和传统美德，是为了促进今天

和今后的工作。因此除了专门进行的学术研

究以外，我们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现实的研

究上，力求把当代的工作做好，历史是非功

过是前人留下的，而我们能留给自己和后人

的是现实和未来。正确的态度也就是立足现

实，传承历史，面向未来。第三是正确地“古

为今用”。古为今用没有问题，关键是如何古

为今用。有一种是学习和弘扬先人的优秀思

想、优秀品德，用优秀的文化激励自己，激励

后人；激励族人，激励世人。这是正确的，

也是我们所提倡的。如果是借古“封”今，在

历史史料中寻找有利于本地区或有利于本人

的东西，加以渲染扩大，甚至不惜歪曲史实，

达到抬高自己，贬低别人的目的，这种做法

本身就与颜子文化相违背，是会遭到所有族

人反对的。

三、 继承与发展

颜氏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博大精深。作为颜子后裔学习继承

颜子文化有不同寻常的意义。面对创立于两

千五百多年前文化，我们为其超强的生命力

而惊叹，她的生命力首先在于她的科学性，

她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客观规律。其次应该是

在于她的发展性，用现有的话讲就是与时俱

进。因此我们在学习研究传统文化时首先应

该注重学习其精髓，研究其核心，坚持和继

承其科学性。同时，我们有责任结合当代的

科学成果，赋予其新的内容，注入新的生命

力，即发扬光大。而不是用静止的形而上学的

观点，机械地照抄照搬。学习研究如此，联

谊活动也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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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联谊与经济

联谊活动需要经济的支持，经济又通过

联谊活动获取回报，这似乎是近年来各种文

化活动的基本模式，屡试不爽。单独的联谊

活动难以维继，过多的商业色彩，联谊的纯

洁性也难以保证，这是当前联谊实践中遇到

的困惑。如何处理此问题关键是如何把握好

度的问题。首先，我们提倡奉献精神。我们

主张宗亲联谊重在参与，鼓励自愿者有钱出

钱，有力出力，有人出人，有知识出知识。以

前很多宗亲都这样做了，他们这种奉献的精

神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族人的赞赏和崇尚。我

们这里同时要强调指出是这种奉献也是每个

宗亲的义务。我们不能允许以贡献的大小作

为砝码，提出不合理的要求，索取任何不恰

当的名利的做法。其次，在商品经济条件下，

我们不排斥围绕联谊活动所进行的经济活

动。经济与联谊的结合点允许探索，一方面

我们的联谊活动离不开经济的支持，另一方

面我们的联谊活动也应有促进地方经济发

展的功能。我们可以解放思想，拓宽思路，

尊重市场规律，开展丰富多彩的经济联谊活

动，不反对单位和个人通过支持联谊获取应

得的回报，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而且，我

们每到一地开展活动也都希望给当地经济

带来促进。但重要的是，联谊与经济的主次

不能颠倒。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也好，市场化

运作也罢，经济只是手段，联谊才是我们的目

的。我们不能让手段冲淡了主题，更不能因为

经济上给我们予以支持，便迁就他，让其左

右我们的形势，改变联谊的性质和方向。再

次，对联谊中的经济活动还要加以宏观制约

和监督。特别是要防止个别人士利用我们联

谊的平台，进行诈骗等非法活动以及为了达

到个人目的所进行的一切不良活动：对宗亲

间的经济往来也要加以必要的提醒和引导，

以避免因经济上发生问题和矛盾，而影响到

宗亲间的团结、联谊的大局和颜氏的整体形

象。利用政府招商引资的政策也应慎重，不

可滥用，要切实下功夫做些实事，不能失信

于政，失信于民。那种以破坏颜氏整体形象

为代价，饮鸩止渴的做法得不偿失。

五、 主支与旁系

时值二十一世纪，宗亲联谊应该与时代

同步，应该有别于以前所有历史阶段。平等、

民主、自由，公平、公开、公正是当今社会活

动的基本原则。颜氏内部，不论你出生在何

地，也不论你走到何方，只要是姓颜都是颜

氏子孙，宗亲间没有尊卑贵贱之分，在政治上

一律平等。废除封建性质的等级制度，当然

不与发扬传统美德相矛盾，而是与时俱进。

我们研究支系辈分是为了了解颜氏家族的迁

徙和繁衍的过程。不再是封建社会时代用

来区分等级尊贵之用了；我们设立宗主只是

向世人昭示我们颜家历代一脉相承，辈分不

乱，保留他的尊称相当于君主立宪制中保留

的君主，只作为我们的形象代表，旨在为增

强族人的自豪感和凝聚力。我们不搞个人迷

信，没有赋予他至高无上权力，甚至没有什

么特权，而更多的是责任和义务。然而，所有

这些，并不影响我们对颜氏发源地曲阜的向

往，对我们的翰博府的景仰，对秉刚宗主的

尊敬。

我们不论走到哪里，我们都大声告诉别

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祖籍山东曲阜，并引

以为荣。

我们之所以提倡这样做，是因为这是

新的时代赋予宗亲联谊的新特征、新内容，

也只有这样，才能最广泛地团结世界各地

的宗亲，才能使联谊活动健康发展。事实也

证明，加强宗亲的团结是当前宗亲联谊的重

要任务。凡是有利于宗亲团结的事我们就坚

持，凡是不利于加强宗亲团结的事我们就反

对。这也是我们需要坚持的又一重要原则。

六、 家谱与通谱

谱碟、谱序作为历史的产物，在历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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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历史上受交通通

讯等客观原因的限制，虽然天下颜氏是一

家，实际历史上颜家的族谱并未真正的统一

过。据说不完全统计，目前流传在世的颜氏

谱序有三百余种之多，所幸的是，有许多地

方的家谱乃至支谱都保留完好。现在有人提

议并着手编纂颜氏世界通谱。首先，这是历

史文化的进步，其积极意义应该予以充分肯

定。其次，是需要慎重。谱序变化关系到分

支系列延用与否等问题，谁都希望自己原来

的系列能被全族人认可，而这事实上又是不

可能的。任何家谱、支谱都不能代替通谱，

都不能强加于人。这种事弄不好很容易伤害

感情，影响团结。而且，就算是世联会，好也

非行政机构，强制推行可能得不到大家的认

可，取不到好的效果。第三，建议要循序渐

进，历史文化的问题用历史文化的方法来解

决。即用协商的办法、用倡导的办法、用渐进

的办法解决。比如可以站在全族人的高度，

草拟一个方案，广泛听取大家的意见取得认

可，从一个确定的日子开始，那怕是从现在

开始也无妨，形成一个独立的公(通)谱系列，

短期内实行多种谱序并存，互相可以参照换

算。如同公斤市斤、公里华里一般，久而久之

大家弃繁从简，弃旧图新，大事成矣。成百上

千年形成的问题，无捷径可走，用几代人甚

至十几代人的努力来完成，不亦乐乎。当然，

假如我们没有能力和智慧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就留给我们的子孙后代来解决，我们有理

由相信一代胜过一代。

七、 广泛性与多样性

广泛的群众性是联谊活动的典型特征。

颜无二姓，天下颜氏是一家，这是无争的事

实。颜氏的联谊应是天下颜氏子孙的联谊。

所有颜氏子孙后代都有权利和义务参加联谊

活动。让所有的颜氏族人都来参加联谊，相

信这是我们颜氏联谊活动倡导者的初衷，因

此，凡联谊活动均应考虑其广泛的代表性。

不应人为设置门槛儿，而应该创造条件尽可

能地让有意者参加活动；参加者还应尽可能

有代表性，代表颜氏形象的方方面面杰出人

物应积极参加活动。当然，在广泛开展联谊

的基础上，可以开展形式多种多样、内容丰

富多彩多层次的活动。比如可以组织有条件

的宗亲开展文化研究；还可以利用联谊平台

组织颜氏企业家开展商会活动，搞好互助合

作；还可以尝试开展经济、文化、信息等方面

的交流、协作和联合，促进共同发展。通过

联谊活动建立起相互关心，相互爱护和相互

帮助的新型关系。先进的帮助后进的，先富

的帮助后富。有条件的宗亲应积极参加联谊

会组织的各种公益活动。但各种捐助活动都

应建立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任何摊派和变

相的摊派以及名目繁多的化缘捐赠都会影

响到会者的积极性。

八、 理论与实践

我们的联谊活动是通过学习颜子文化

从而进一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树立良好的

思想道德观念；激发族人爱家，爱族，爱国

的热情；促进家庭团结，家族团结达到国家

团结；促进家族和谐达到社会和谐。联谊活

动不再是封建的宗族活动，而是新型的社会

民间活动的重要形式。

颜氏文化是颜氏祖先对中国传统文化

的重大贡献，也是全体颜氏后裔的骄傲，千

百年来也是凝聚颜氏族人团结奋进的重大

精神力量。开展颜氏文化理论研究，进行研

究性学习，抢救性挖掘，批判性继承，创造

性光大，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代人的责任和义

务，是深化颜氏联谊活动的重要内容，也是

我们颜氏联谊与一般联谊的重要区别和意

义所在。凡有条件的地方都应重视文化理论

研究，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组织研讨和交流，提高理论水平，争取多出

成果。同时，还要加强联谊本身的理论研究，

总结联谊经验，探索联谊规律，指导联谊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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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引导联谊活动健康发展。

我们理论研究不是纯粹的理论研究，

而是要通过学习理论研究理论来实践理论。

我们着重强调的实践就是要号召全体族人带

头实践颜子思想，效仿颜子品德，用颜子思

想来指导我们工作和一言一行。众所周知，

颜子的品行天下第一、千古名扬，颜子思想的

核心是仁德，颜子仁德的重要特征是实践。

他对老师的思想身体力行。在以德治国的今

天，他更是我们的楷模。实践他思想是我们

进行研究乃至开展联谊的实质。首先应该落

实在联谊活动本身，我们不应离开颜子思想

而空谈“颜子文化研究”，背离颜子思想进行

所谓“颜氏联谊”。实践颜子思想，用颜子思

想来规范和衡量我们的言行，这还是我们需

要坚持的另一个重要原则。坚持了这一原则，

颜氏联谊活动中出现的许多问题都会迎刃而

解。

以上是本人对联谊相关问题的一孔之

见，纯属个人观点，毛病多多，有望各位宗亲

批评指正。

曲阜陋巷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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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学生三千，颜回是他的得意弟子，居圣门四配之首，后世儒家称颜子卓冠贤科，德行

超凡；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循礼行仁，尊师重道。孔子悟道而立言，颜回则是悟道而立德。世

人都知道孔子以言传其道，建立了以“仁”为核心的价值观；颜回却是付诸行动，把孔子之道

化为自身行为的准则，体现了“德”之崇高境界！

作为圣人颜回的后裔，我们无不以此为己任。四十余年来，新加坡颜氏公会积极推动会

务向前发展，与时并进。不久后，公会即将展开扩建工程，装置电梯及其他现代化设备，不仅

方便年长的宗亲前来活动，也鼓励年轻的颜姓族人以公会为第二个家，当着消闲活动和敦睦宗

谊的场所。

然而，光有硬件是不够的。会所的堂皇富丽还需软件的配搭。我们需要丰富的活动内容，

以突显公会在各个领域所取得的辉煌成绩！

新加坡颜氏公会自1966年成立以来，先后在庆祝10周年与30周年纪念时推出纪念特刊。

2005年底，配合庆祝成立40周年庆典，我们成立编委会，为第三回出版纪念特刊作好准备，旨

在对过去，尤其是近10年来的会务发展和活动概况，向关心我公会的海内外宗亲和社会人士

汇报。

经过一年半的辛勤努力，厚达四百余页的四十周年纪念特刊终于完成。虽然开初道路崎

岖难行，一路走来踉踉跄跄，但我们毕竟走完这段路程。如今回首，仿佛在昨天......

简而言之，本刊内容，大致可分为下列几个部份：

献词：荷蒙我国人力部代部长金勇宗长、国会议员来章宗长、秉刚宗主，孔、曾、孟奉祀官

及世界各地宗亲的献词与贺词，语多勋勉，不胜铭感。

历史：除了本公会的创立、发展、会务与活动外，也包括历届世界颜氏宗亲联谊大会的概

况。今人固然得以了解本公会的发展，相信后人也会视此为宝贵资料！

人物：新加坡颜氏先贤的介绍，以及16位当代我国颜氏宗亲的专访，都有助于我们了解颜

氏杰出族人的创业及其成功的因素。这些在各行各业的翘楚人物，是今日华社领导层的缩影。

专文：我们着重文献素材，洋洋洒洒二十来篇，大多是博学多才的我族宗长撰写；也有他姓

有心人士的参与笔耕。范围既广，资料的翔实和情真意切，使本刊成为一本不仅是新加坡颜氏

族人的刊物，也是世界颜氏宗亲必备的文献参考资料！

颜清湟教授尝言：即使历届会务简报和执委名单，也都是会馆发展不可或缺的资料。颜

教授说得一点也没错，过去的资料始终那么令人珍惜与回味。基于此，我们也略加整理和修

饰，收录在本刊里！

我们宁慢不滥，多方嵬集资料，堪称图文并茂。编纂过程中，一些稿件的整理，例如先贤系

列，更是经过廿多次的座谈会后，才得以整理定稿的，其困难与耗时可见一斑！

特刊的编纂工作，在颜章湖与颜清水两位顾问，以及众编委的齐心合力下，终于顺利完

成。在此，我也要向所有提供珍贵资料和照片的宗亲们致以万二分谢意！

诸宗亲工商硕彦惠登广告，以及素来支持公会的执委和会员们的关心，我们也要在此一并

致谢！惟因编纂者力所不逮，或有纰漏及不尽完美之处，尚希各位宗亲和读者不吝指正！

主编 颜荣源
2008年4月2日

编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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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左起：顾问颜章湖、主编颜荣源、顾问颜清水

后排（编委）左起：颜兆雄、颜允进、谢景松、颜万成、颜京民

四十周年特刊编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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