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年一度的清明节又悠然而过，它是华族重要传统节日之一。今

年(2011)的3月30日，本祠理事长伯丰宗长率领不分宗教信仰

的50多位祠员，回到海南文昌锦山祭祖，个个肃穆起敬。俗云：百行

孝为先。华人最重视“崇本思源”观念，个人和家庭皆以伦理为首，

大家怀着对先辈的追忆，让彼此深切地体会到生命的意义，同时，更

好地体现人生的价值。

据史料有载，祭祖扫墓这项节日文化经有2500多年的历史。因此

慎终追远，祀拜祖先乃不可免——所谓“生是共敬爱，死是共哀戚”。

祭祖典仪可凝聚家族血脉情缘，为中华传统文化沉淀和精神文明的象

征。我们一定要一生守住。并且得齐心努力开启追忆，更好地体现人

生不忘本源的价值观。清明祭祖文化乃是华人世世代代相传的坚固理

念和信仰，因此携老带幼上山或到祠堂敬拜，不只表达无限的思念，

也祈盼祖先能庇佑子孙四季平安。

■ 仁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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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祠文教部颁发2010年度
                    祠员子女奖学金

伯丰理事长鼓励宗亲学子

发奋图强　饮水思源

伯
丰理事长在致勉励词中指出：获得本祠2010年度

中小学及初院工院的祠员子女共有59名。每位或

男或女获奖的宗亲学子，看来个个的体格都很健壮。这是

今日丰实的物质生活所赐的结果。大家有了美好的物质生

活，也要致力寻求丰富的精神生活。读报和听赏音乐也是

其中一种。

伯丰理事长同时激励宗亲学子，处在黄金时代，得努

力向学，吸取更多新知识与掌握新科技，亦应自我培养高

尚的人格——懂得饮水思源，随时回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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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2010年度勤学奖学金名单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性别 家长姓名

一年级 韩凯畴 Han Kai Chou 男 韩永光
韩宗勋 Han Zong Xun 男 韩焕畴
韩慧琦 Han Hui Qi 女 韩瑞光
韩伟畴 Han Wei Chou 男 韩介光
韩佳亲 Han Kai Xian 女 韩雄畴

二年级 龙毅恒 Loong Yi Heng 男 韩雅忆
韩叡定 Han Ray Ding 男 韩繁畴

Han Hui Xin 女 韩喜元
韩昀倩 Han Yun Qian 女 韩爵光

三年级 韩宇光 Han Yu Guang 男 韩进元

韩宗 Han Zong Xun 男 韩钰光

韩　颖 Han Yin 女 韩鸿畴
粱毅轩 Leong Yi Xuan 男 韩莉君
韩　玉 Han Yu 女 韩广元

四年级 郑有轩 Chen Yew Yen 男 韩慧娜
 韩颖浩 Han Ying Jie 女 韩振光

韩姗容 Han Shan Rong 女 韩韬光
韩佳君 Han Kai Kun 女 韩雄畴
韩湖定 Han Png Ting 男 韩平畴

五年级 韩玮恬 Han Wei Tian 女 韩祯元
韩玉鸾 Han Yu Luan 女 韩学元
韩荣畴 Han Rong Zhou 男 韩瑞光
龙毅欣 Long YI Xin 女 韩雅忆

六年级 韩协伶 Shirlene Raymundo Han 女 Han Teck Cho
韩思颖 Han Sze Ying 女 Han Yoke Siew
韩梓定 Han Zi Ding 男 韩 畴
郑咏芳 Tay Yong Feng 女 韩玉萍
韩励扬 Han Li Yang 男 韩邡畴
韩宗运 Han Tong Joon 男 韩韬元
韩欣芸 Han Xin Yun 女 韩泽元

中一 韩沁恩 Han Qin En 女 韩民畴
韩荔卉 Han Li Hui 女 韩永光
韩锐畴 Han Rui Zhou 男 韩瑞光

中二 韩欣穗 Han Yuen Wei 女 Han Puay Siew
韩宇光 Han Yu Guang 男 韩欣元
韩宇恒 Han Yu Heng 男 韩泽元

韩碧 Han Bi Zhen 女 韩广元

中三 郑有智 Chen Yew Jee 男 韩慧娜
韩佳光 Han Jia Guang 男 韩江元
郑永和 Tay Yong Ho 男 韩玉萍
韩凯琳 Han Kai Lin 女 韩祺元
王俊伟 Ong Jun Wei 男 韩卓娥
韩承恩 Han Cheng En 男 韩祯元

中四 韩信畴 Han Xin Chou 男 韩珍光
韩慧贤 Han Hui Xian 女 韩益元
韩明俦 Han Ming Chou 男 韩健光
韩洁莹 Han Jie Ying 女 韩 畴
韩欣妤 Han Yuen Sze 女 Han Puay Siew

韩秉 Hung Bing Shen 男 韩耀光

韩宇辉 Han Yu Hui 男 韩泽元
Han Min Guang 男 韩喜元

JC1 韩依育 Han Ee Jiog 女 韩 光
JC2 韩或定 Han Yuh Ding 男 韩铮畴

韩俐芳 Han Li Fang 女 韩邡畴
韩建畴 Han Jian Chou 男 韩景光
韩馨宁 Han Xin Ning 女 韩珊元

Poly Han Kai Kwang 男 韩喜元
韩儒畴 Han Ru Chou 男 韩珍光

韩沅庭 HanYuan Ting 男 韩学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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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3月底，我和母亲参加了韩氏祠的回乡

祭祖活动，终于有机会展开一次难忘的

寻根之旅。

小时候，常听先父本元提起在中国海南岛的亲戚。

对于在新加坡土生土长的我的而言，海南岛是一个遥远

而陌生的地方。

但是，清楚记得，先父总是很关心远在异乡的亲属。

那时我们的家境尽管清寒，但是先父每当知道海南

岛亲戚有金钱上的需要时，还是会尽力把钱寄到乡下。

先父不时告诉我们，我们的祖籍是“海南岛——文昌

市——探榜村”，语气铿锵有力。

先父50岁英年早逝，生前不曾踏上海南岛，从来没

有机会跟他千里之外的叔叔家人见上一次面。

先祖父在年轻时就背井离乡，大半辈子都在印尼峇来

岛度过。他和祖母育有三男三女，先父是他们的次子。

先祖父从离开海南岛，到他93岁寿终于新加坡，同

样没能再重返那令他魂牵梦萦的故居。

先父和先祖父过世后，我以为海南岛从此将只成为

我在跟亲友谈到我的祖籍时才会谈到的地名。

命运的安排总是奇特的，2008年3月底，我终于有

海南岛寻根之旅

笔者和母亲(第二排中间两人)跟海南岛的乡亲合影。

■ 韩宝镇

机会参与新加坡韩氏祠的海南岛清明祭祖活动，走了一

趟难忘的寻根之旅。

下榻于文昌的维嘉酒店当晚，我在海南岛的三个堂

叔和堂姑及堂姑丈就专程到那里跟我和母亲见面。虽然

是第一次跟他们相会，但亲戚们的热情和关切立即拉近

了我们彼此的距离。

4月1日，我们在堂叔和堂姑的陪同下，一起回到先

父生前向往的探榜村。许多乡亲已经在那里等候，堂叔

把长长的爆竹吊在树上，一点燃啪啪声响彻云霄。接着，

满地“落红”，煞是好看。

六叔公和当时尚健在的四叔公上前迎接。四叔公见到

我，挽着我的手，顿时老泪纵横，让我感觉相当震撼。

当天，他们准备了丰富的食物祭祖，堂叔等还带我们

到祖坟上香。之后，大家一起愉快地享受丰盛的晚餐，

并且拍照留念。

过去两年，我因为在工余时间到南洋理工大学修读

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无法陪同母亲跟韩氏祠回乡祭祖。

但是，母亲和姐姐这两年参加祭祖活动回返本地后都

传达海南岛亲友对我的挂念。今年，我又有机缘可以再次

前往海南岛，期盼到时候又能跟那里的亲友好好聚一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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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家福同纳丹总统

合影留念。

吾
祠祠员雅忆于去年(2010)十一月八日获得新加坡“杰出社工奖”，并从纳

丹总统手中接受这份服务优异奖项。和雅忆宗亲同时获得此项最佳社工奖

项，是服务于竹脚妇幼医院医疗社工部门主管文美钻女士(42岁)，另一名荣获潜

力社区奖为蔡再发(31岁)，他是传希家庭和睦中心主任。这项社工最佳奖项颁奖

仪式是于总统府举行。

雅忆(38岁)宗亲目前服务于〈马林百列家庭服务中心〉并任总经理职。她于

1994年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社工系之后，就投入社工领域服务，至今已逾16

年。

在逾16年的社工生涯中，她处理过很多非常棘手的家庭难题案例，这包括：

妻子、孩童遭虐待和遗弃的问题；因丈夫失业，妻子出走造成孩子失去母爱与失

学的课题；因丈夫吸毒或好赌造成家变的问题；因病魔缠身而又面对经济困难造

成情绪不稳、精神欠佳的难题⋯⋯

雅忆宗亲凭多年的工作经验指出：新加坡社区，其实是有很多机构和关怀团

体，是乐意协助有困难的人士，只是，这些遇困者不知往哪里寻求帮助。

雅忆宗亲在过去的日子里，不只是为〈马林百列家庭服务中心〉，还不时参

与进修而提升及丰富自己的专业知识。除此，她也曾利用剩余的时间，到芽笼第

16巷红灯区接触站街的妓女，传达安全性常识，派发免费避孕套，告诉她们哪里

有免费且定期为妓女们进行身体检查，以维持健康与安全。

她认为：身为社

工应走进不同社区，

接触社会各阶层的

人，才能真正见到社

会上各种不同的社会

问题。

上述这项社工奖

项，系由新加坡社会

工作者协会和国家福

利理事会联合颁发。

获得埃克森美孚亚太

区私人有限公司给予

赞助。

韩雅忆宗亲 荣获2010年“杰出社工奖”

 认为：身为社工应走进不同社区了解不同问题
■ 芳平

韩雅忆宗亲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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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祠员大会已于3月20日成功举行
                本祠现有财力能为祠员做更多贡献

海南韩氏宗祠10人代表团
      5月9日访问本祠促进乡谊

海
南韩氏大宗祠一行10人，自2011年5月9日至

11日，莅临新加坡韩氏祠进行访问，并下榻于

Balestier路的酒店(Quality Hotel)。

该团是于5月9日下午三时抵达樟宜Budget终站机

场。本祠伯丰理事长和多位理事依时前往迎迓和接待。

5月10日下午二时，该团由团长杨光率领。九名团

员包括：财畴、健元、 光、礼光、俊畴、健平、山

元、伟畴及月芳等宗亲到本祠访问并进行交流。及后在

酒楼宴请。欢聚一堂。

伯丰理事长感谢10位宗亲不辞劳碌盛情到访，给吾

祠员带来无限鼓舞。他向海外宗亲指出：新加坡是多元

种族社会，华族人口占多数。不过姓韩族人占数不多。

可是，在不同领域里的成功人士，都有姓韩族亲。希望

新、中两地族人，能通过访问促进文化与经济交流。

杨光团长除了感谢吾祠的同时，也表扬吾祠理事会

同仁，为促进两地族人乡谊做出极大贡献。杨团长希望

藉着眼前的良好趋势，鼓励族人“常常回家看看”，并

协助海南族人开发经济。

2011
年祠员大会，已于2011年3月20日(星期日)中午前

成功举行。

是日祠员出席热烈。伯丰理事长首先向祠员问好和感激一路

来给予支持与合作。

伯丰理事长慎重指出：本祠自1900年成立，今天已经晋入第

111周年的历史了。对一个会馆来说，这是不算短的里程。为配

合21世纪时代，历届理事们在这些年来，并无闲着，大家都一直

且一致地为祠努力转型，把前辈在半个世纪前的产业，另以积极

的商业眼光进行置业，经过翻了一翻，我们已使本祠有足够的财

力了。当然，也就有更多的能力，为祠员做出更多贡献。

伯丰理事长也进一步呼吁宗亲们要加强团结，希望有更多年轻宗亲踊跃加入行列。齐心协力，通过无私、透明、

分担、感恩、求新的大我新精神，一起参与，一起往前发展。

本祠总务逐项不漏，报告2010年的全年活动，获得祠员的掌声。回忆对过去一年的大事，包括：印尼 淡家庭

日和捐助海南省灾民人民币两万元等等事项。

大会也通过2010年度财务报告。大会也讨论多项运作与管理课题，其中包括：今后如何培训掌祠人才、本祠购

买保险以及某些提案涉及修改章程等等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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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30日至4月6日
   伯丰理事长率团51宗亲赴文昌、
三亚及海口旅游

吾
祠伯丰理事长于2011年3月30日至4月6日，率团一行51位

宗亲，赴海南文昌、三亚及海口旅游观光，满载‘快乐’

和‘乡谊’回返狮城。

该团包括：理事、祠员和家眷。理事当中，计包括：玉瑜、

大光、诰格、振光、宝 、焕元、雄元、钵元、东元、诗定和炳

元等宗亲。

3月30日，该团乘搭捷星航班直飞海口，接往文昌市下榻维

嘉大酒店。

接着，该团前往文昌市锦山祖祠祭祖。先后到过兴隆市品尝

兴隆咖啡、游览兴隆植物园、黎村寨苗、鹿回头山顶公园、亚龙

湾海底世界以及东泳胜地——大东海等等。钵元宗亲向未参与者

说：这趟旅游不论是参观景点，还是回乡 探亲和用餐，都一一表

示非常满意。他对三亚市的：海滩、海鲜、阳光、人情和绿色世

界充满美好的回忆。

海南鹿回头山

顶公园一隅。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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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文昌锦山镇祭祖盛会

上显卿公墓地祭拜
      2011年3月31日登山祭拜祖墓

地不老
根永在
香火源源
千子千孙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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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韩氏一行人

赴中国海南省文昌市拜祭谢氏婆
伯丰理事长·朱袖祭辈亲

            山长水远　代代思量

      高风万里　永远相传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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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40位祠员宗亲
       赴古来向韩何宗亲拜年
   祝愿双方：健康、旺盛

新
加坡韩氏祠一行40人于2月6日(正月初四)由理事长伯丰率领到古

来韩何宗亲会拜年，受到古来当地宗亲会主席家源宗长及宗亲们

的热烈欢迎。

这40位祠员宗亲，包括：玉瑜、国荣、大光、业保、雄元及保镇等

宗亲。

伯丰宗亲代表韩氏祠全体宗亲向古来宗亲祝愿：兔年行好运，家家

户户吉祥如意。理事长说：今日资讯虽然发达，不出门可知天下事。但

是，如果闭门不相往来，知和不知也是一样。希望大家通过拜年，在互

相问好声中，可以巩固双方的乡情乡谊。

家源主席感谢吾祠在佳节好日子到访，带来声声的祝福，令古来宗

亲倍觉亲切和感动。他祝愿吾祠：兴旺、光明。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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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祠于2011年2月20日——农历正月十八日(星期日)上午11时举

行春祭盛会。吾祠大光宗长主持祭祀仪式，伯丰宗亲主祭，

陪祭：应民、国荣以及全体理事和祠员。

礼毕，备有春祭午餐招待。入晚，特别设宴40席。

2010年度会员子女奖励金，也在是晚颁发。同时，也设卡拉OK

演唱节目和幸运抽奖。各大小奖悉由诰格、大光、业保、应民、鹤

元、文华、林元、国荣等宗亲报效。

奖品种类包括：电视机、照相机、手机、DVD放影机、饭锅和

礼券，全场充满快乐的气氛。

韩氏祠举行春祭盛会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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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青

学生园地
我们的会讯，欢迎你来投稿

为
了鼓励学生们把母语学好和保留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的根，也为了使我们的

会讯的内容更加的丰富和多姿多彩，欢迎你们的投稿。请把你们对韩氏祠的感

想，期望，生活的点滴，专题讨论，分享心得和有意义的照片，旅游和祭祖的感想等

等都可以写来投稿。来稿的文字请限以500字内，如果被采用，我们会发给奖励金(稿

费)和刊登在韩氏祠会讯上。

要保留我们的根，懂得我们的文化，那就得掌握好母语。我们鼓励来稿用华文

书写。但是也为了韩氏祠的未来的发展我们也会考虑录用以英文书写的投稿。 

欢迎你们来投稿。 

投稿事项详情请和我们秘书处联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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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发扬同心同德精神以及激发爱国爱乡情怀。

泰国韩氏祖祠理事长泰畴宗长在大会上表示：泰国宗亲能组团出席此届恳亲会感到格外喜悦。同时，希望通过恳亲会加强各地宗
亲的友爱，共同致力
提高韩氏宗亲的社
会地位。

泰国韩氏
祠名誉理事长
大丰宗长更
期望世界各
地韩氏宗亲，
共同弘扬先祖
美德，在不同
地域发扬光大，
做到“天下韩氏一
家亲”，合力发展族群
的事业，为繁荣经济和促进文化做出新的贡献。

吾祠理事长伯丰宗长             率团一行48人       出席海南文昌第4届世恳会               赞助大会经费人民币11万7千元

第4届世界韩氏恳亲大会已于
2010年3月31日至4月1日假祖卿公发祥地海南文昌市成功圆满举行。吾氏祠理事长伯丰宗长率团一行74人依时赴会。

伯丰宗长在大会上感谢主办单位给予热情款待，并祝贺及表扬大会为韩氏子孙的复兴事业做出伟大的贡献。

大会以“自强不息”为发展主题和内容在海南祖地召开，伯丰宗长指出：“它是标志着韩氏子孙在敦宗睦族，精诚团结的道路上越走越宽”。

海南韩氏大宗祠理事长杨光宗长指出：“寻根问祖追本溯源，乃是中华民族传承文化最主要的习俗之一”。

杨光理事长亦同时指出：“文昌为海南韩氏族亲先贤卿公故里，历史悠久。同时，呼吁韩氏子孙宗

据悉：此届获得世界各地韩氏宗亲热烈捐献大会经费，吾氏祠捐献人民币五万元，本祠副理事长国荣宗长、副理事长炳光(大光)上卿道长、副理事长振光宗长、副理事长诰格宗
长及本祠名誉顾问应民

宗长等均分别捐助
人民币一万元，
副理事长业保
宗长、副理
事长玉瑜宗

姐各捐献

人民币五

千 元 ， 炳
元宗长、霖

光宗长、爱卿
宗姐各捐助人

民币二千元，以
及永光宗长捐献人民

币一千元合共人民币11万7千元正。（核兑新币两万余元）。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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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个人都担心自己会变老，头脑会变迟钝。或者忧虑自己患病，生活失常。

医药界虽然指出：人到老年，身体上某些部位，开始变得脆弱，但

是，大脑却是越老越聪明呀！美国一家研究机构于1956年开始的一项有关寿命

的研究，它对6000人的智力进行长达40年的调查。从中发现60岁的人士，在认

知能力方面，其表现最为出色，而对思维归纳与推理等方面表现亦奇佳。

研究也发觉，男人最佳表现的年龄为60岁，女性最佳表现时期，是自63岁开

始。人到中年，也有着更多年轻人无法比拟的优势。对人际对工作和理财，拥有

更准确的判断力，同时更善于在同一时候利用左右脑解决诸多问题以及心情更容

易乐观和看待各种事物。

因此，我们不宜怕老，更不宜担心变老。只要勤加用脑，心情自然会更好。

健康短讯： 不宜担心变老！

Singapore Han Clan Association’s Newsletter
Students Column
To make our Han Clan’s Newsletter richer and colorfully in contains, we encourage and 

welcome all our Han Clan students to write and send in your contribution for our publication.
The contribution can write about your study, your viewpoints of Han Clan Association, sharing 

experiences, meaningful pictures, about our ancestor our root and culture etc……
In order to help us to keep our tradition, our root and culture ongoing, we encourage and prefer 

all your contribution writing to be in Chinese language however we will also consider the writing 
in English language. 

All contribution is limited to 500 words and those contributions are being selected by Han Clan 
Association will be informed and given a fee and publish in our Han Clan’s Newsletter.

We welcome all our Han Clan students to write and send in your contribution for our publication.
For any enquiry please contact our Han Clan’s Admin Offi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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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
氏祠为应祠员要求，特主办：5天4夜澳门、

珠海、番禺团。

该团启程日期，已订于2011年11月21日至11月

25日。查：虎航21日班机——TR2902起飞时间为上

午6时05分。25日回返的虎航TR2905班机，它起飞

时间为下午4时35分。全程机票，悉由祠员自理。

本祠祠员的全程旅费，将获得若干赞助。由于

名额限定，祠员有意参与，敬请各自提早订购机

票。

又：本祠订于2011年6月5日(星期日)中午12

时，在礼堂举行端午节活动，欢迎祠员及家眷参

与，并备自由餐及粽子接待。

本祠主办：5天4夜澳门、珠海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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