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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长
感
言

“妈祖下南洋·重走海丝路”中马妈

祖文化交流会取得空前的成功，本

会天后宫的声誉传遍世界各角落，让世人知道

本会是马来西亚中华民族文化的主要传承者之

一，这乃是我所始料不及的效果。

天后宫后山发展计划的工作正在如火如荼

地展开，妈祖公园也率先动工，一切都往正确

的轨道上前进，亦证明本届理事会当初给予会

员们的承诺，正在逐一顺利地落实。

两年前，本届理事会获得会员们的委托，

在3年任期内把会馆的业务推上更高峰。如

今，我们可说达致一定的目标，成功把会馆带

上国际文化舞台，让文化传承的使命迈入更高

层次的水平。

2018年，是本届理事会交出成绩单的时

候，会员们将在选举中评估我们过去3年的表

现。我相信，会员的眼睛是雪亮的，我们一直

以来的付出和决心，还有我们高瞻远瞩的视

野，会员们都清楚地看见。

在国际大趋势的转变下，对于中华民族文

化之路，我们更要果断地决定，然后坚持大步

行走。然而，走向世界固然可喜可贺，这可说

是128年创办以来最大的创举，但我们也无可

避免承担更大的压力，因为全世界都在看着我

们，所以我们必需交出成绩，不只是一般的好

成绩，而是符合国际水平的优等成绩，以免本

会的声誉受损。

爱吾侨南重振校威
2018年的挑战非常大，首先是春节活动

必需做得非常出色，尤其是各项活动的素质，

不能再停留过去，而是要有突破和创新。接下

来，我们拟定明年4月举行的妈祖回銮湄洲祖

庙活动，亦要办得有声有色，让祖庙和全世界

妈祖信俗单位皆看到我们的决心和志气。

因此，本会将组织一支庞大的回銮谒祖进

香团，广邀国内各乡团和社团，以及会员们踊跃

加入，一起向世界证明我们团结一致的精神，同

时展示海南同乡承传妈祖文化的雄心壮志。

在我们积极进取之际，必需提醒自己勿

忘侨南华小。海南人向来重视教育，所以侨

南华小才会在100年前创立，侨南今年杪即

将迎来100周年校庆，因此在迈向充满挑战

的2018年之前，请大家先给予侨南最大的爱

护和关注，让侨南重振校威，为侨南为华教

献出一份力量。
1

提升素质追求高水平
走向世界勿停留过去

会长丁才荣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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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祖下南洋·重走海丝路”中马妈

祖文化交流会（吉隆坡）一结束，

紧接着便是妈祖文化新思路国际研讨会。这两

个活动之间的举办距离仅仅27天，可说是破历

史之举。

妈祖文化新思路国际研讨会的3名主讲人

之一时平教授，在国际机场一见面，就提起了

这个国际研讨会的名称，指这是一场适时，且

带有积极性、研究性与探索性的研讨会。

当初在敲定研讨会名称时，我们想到的是

妈祖文化未来之路，路是引导方向的途径，加

上想起本会在春节时制作的中华象棋文化战略

思路，于是便有了新思路主题的构思。

妈祖文化不应只停留在祭祀、民俗与文

化的基础上，更应弘扬妈祖三大核心价值，

即立德、行善、大爱。以立德为例，德应包

含 做 人 的 品 行 、 对 社 会 的 责 任 、 对 人 的 态

度，以及对事务的处理。

启动更多有意义的探讨
妈祖文化以立德为先，就是叫我们先做好

人，以德为基础，然后才行善，把事情做好，

才去帮助人。在这些立定后，最后才有大爱胸

怀，展示属于天下大爱的妈祖大爱。

总归，这些都是我们做人要学习及验证

的本与值，妈祖文化新思路主要是为了带出

未来，让我们继续思考，并在妈祖三大核心

价值当中，透过交流的方式，探讨新方向与

新内涵。

我深信在妈祖精神底下，肯定会探索另一

个所要探讨的内容，而且有关内容会对环境与

人类生存带来更有帮助的成果。我希望通过这

类型的活动，启动更多有意义的探讨，真正落

实妈祖文化立德、行善、大爱。

秘书长黄良友

带出未来继续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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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张玳维

随着4月份破天荒“双刊”出版后，我

们约定9月份出版第50期《海南之

声》。这一次的姗姗来迟，乃因我们必需等到7

月初的“妈祖下南洋·重走海丝路”活动圆满结

束，紧接下来举行“妈祖文化新思路”国际研讨

会，以及出版“妈祖下南洋．重走海丝路”摄影

集，再过了8月13日的128周年庆之后，才能以

一个完整的成果出版《海南之声》。

从7月至9月，本会通过“妈祖下南洋·重

走海丝路”活动取得2项全新的大马纪录大全，

同时又获得ISO双认证，而妈祖公园亦举行预

先推介礼。这一切，皆是本会献给128周年庆

的礼物，所以我们透过《海南之声》的精彩

报导，把这份礼物的内容向大家作出完整的交

代。

本期有关妈祖文化的报导，占据大半的版

位，或许您会感到纳闷，为何妈祖文化的报导

如此多？

本会天后宫主祭妈祖，亦因为妈祖文化，

本会才能走向世界绽放光芒，所以我们必需趁

著妈祖文化掀起的热潮，在民众宣导的工作上

全力推动妈祖文化。

我们希望，大家会因此更清楚了解本会弘

扬妈祖文化的宗旨和方针，也让大家对妈祖文

化的认识，从此能够脱离旧时代的框框，朝向

学术研究及文化艺术的角度，进而与国际社会

接轨。

从我们与湄洲祖庙之间的交流过程，发现

本身对于妈祖文化的知识尚浅，尤其是针对妈

祖文化三大核心价值“立德、行善、大爱”的

掌握能力，我们还有很大的学习空间。

走向世界的路，才刚好开始，我们期待与

大家一起奔走这条属于全球中华民族共荣共存

的康庄大道，所以《海南之声》及本会其他文

化宣导的单位会持续加强这一方面的工作，不

遗余力。

主
编
的
话

3

朝学术文艺与国际接轨
完整交代     周年礼物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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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建省湄洲岛妈祖祖庙在2017年7
月1日开展“妈祖下南洋·重走海丝

路”中马（中新）8天7夜文化交流会，这是祖庙
妈祖1057年来第一次出巡东南亚区域，千年等
一回的海外第一站，就是雪隆海南会馆天后宫。

此乃本会创办128年以来，无论场面、阵
容或媒体曝光率，皆是史上最为浩大和壮观的
活动，不但为本会缔造2项全新的大马纪录大
全，亦协助本会进一步迈向国际舞台，堪称最
具有影响力的国际文化盛会。

第一项大马纪录大全是“首站迎驾中国祖
庙妈祖灵身”（First to Host Original Chinese Sea 
Goddess  Mazu Statue），另一项纪录是“最大
型文化游行队伍”（Largest Cultural Parade），
共有3032人参与全程5.2公里的“中马妈祖绕境
巡安吉隆坡市“活动，创下全马之最。

祖庙妈祖团135人的代表团是于7月1日抵
达吉隆坡，7月2日在本会天后宫举行我国首次
的“湄洲版本”妈祖祭祀大典、之后在吉隆坡
市举行一场震撼海内外的马中千人绕境巡安，
晚上则在天后宫进行高水平的文化艺术表演。

从湄洲祖庙6尺妈祖金身銮驾吉隆坡国际
机场、迎驾仪式、驻跸天后宫、祭祀、绕境巡
安到文艺晚会，马中两国成功唱响活动开篇
曲，缔造妈祖文化在国际交流上的新里程碑。7

联合报导：陈致良、李静婷、李佩玲、张玳维、 夏嘉玲

月3日，代表团离开本会前往“古城“马六甲及
新加坡进行交流。

祖庙妈祖第一次以“妈祖文化 . 丝路精神 . 
人文交流”为主题出巡东南亚，不仅开创中马
妈祖信俗文化交流的历史新章，也让妈祖信俗
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妈祖祭祀典礼”仪式，
正式走向国际舞台。

丁才荣：盼追随祖庙统一体制
本会会长丁才荣博士在祭祀仪式上强调，

所谓“天下妈祖同一家”，天后宫作为祖庙妈祖
祭典扎根全世界的起点，他希望全球各地的妈祖
庙宇，可以跟随祖庙的步伐，彼此贯彻同一形式
的庙宇管理体制、同一个方式的祭典仪轨、以及
同一种文化价值的认同感。

他表示，湄洲祖庙启动“妈祖下南洋·重
走海丝路”活动，对于中马两国民间文化的交
流、全球妈祖文化发展、以及“一带一路”倡
议的落实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这项千年等
一回的空前壮举，更为两国之间的妈祖文化交
流开启了新里程碑。

丁才荣也指出，唯有统一妈祖文化，才
能组织起全球数亿人的妈祖信众，彼此团结一
致，壮大文化的传承力量，以协助加速全球中
华民族文化复兴的过程。

4 第5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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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强：促进两国相互尊重
中国福建省莆田市委副书记程强表示，中马两国民间组织以“妈祖文

化”为纽带，合作举办文化交流活动，推动两国民心相通和文化互鉴，完

成了本次交流会“妈祖文化 . 丝路精神 . 人文交流”的主题使命。

他强调，这一次的妈祖文化跨国交流盛会，获得两国政府、社会机

构、民间组织、妈祖信众和媒体大力配合与支持，必将进一步推动妈祖文

化的弘扬和传播，促进中马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尊重。

刘东源：开拓两国双赢之旅
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领事参赞刘东源指出，妈祖文化是中华海洋

文化的代表，强调的是和谐共生及携手奋斗，更是连接21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沿线国家的天然纽带。

她说，中国和马来西亚是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妈祖的“慈

悲”和“大爱”必然会庇佑中马两国人民，开拓共赢之旅，共同实现一带

一路的美好胜景。

林金榜：推动妈祖文化国际化
中国湄洲妈祖祖庙董事长林金榜表示，祖庙妈祖顺利抵达吉隆坡，开

展以“妈祖文化.丝路精神.人文交流”为主题的一系列交流活动，融入中

国“一带一路”建设概念，势必对妈祖文化在全球传播带来正面推动。

他指出，在“妈祖下南洋·重走海丝路”系列活动圆满举行后，将有

助进一步推动我国的妈祖文化精神，除了能够吸引更多人成为妈祖信徒，

并在妈祖文化倡导的大爱精神下，进一步促进国家和社会的谐。

马来西亚纪录大全办公室经理李佩玲（右
六）颁发2项马来西亚纪录大全的证书，由丁
才荣（左四）接领。由吉隆坡市政局执行总
监（策划）拿督莫哈末纳吉（左五）见证。

5



6 第50期66666666666 第5第第第5第5第5第5第5第5第5第5第5第5第5第5第5第5第5第5第5第5第5第第第第5第第第5第5第第第5第5第5第55555第55555第第5第5第5第55第5第5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5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5第第第5第第第第第5第55第第第第第5第第第5第第5第第第第第5第5第5第第第5第第第第第第第5第第第555第第5第5555第555第第第第第第55第55第第5555555第 0期0期0期0期0期0期0期0期0期0期期期期期0期期期期0期0期0期0期0期0期0期期期0期0期期期期期0期0期0期期0期0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0期期期0期0期期期期期期期0期0期0期期0期0期期期0期期0期0期0期期期0期期期期0期0期期期期期期期0期0期期期期期期0期期期0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0期0期期期期0期0期期期期0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00期0期0期期00000期期0期000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00000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0期000期00期期0期0期00期期期

2017年6月30日上午9时30分，“妈祖
下南洋·重走海丝路”活动起驾欢送

仪式，在中國福建省莆田市湄洲島的妈祖祖庙
隆重举行，湄洲岛15个宫庙代表以及来自海南
省、台湾等地的妈祖宫庙和妈祖信众一起聚集
祖庙，夹道恭送妈祖金身起驾，前往厦门踏上
南洋之旅。

7月1日上午9时50分，湄洲6尺妈祖金身、
两大护身“顺风耳”、“千里眼”及随驾的
135位涵蓋祖廟和地方政府領導的民俗文化表
演团、妈祖巡游护驾团成员，从厦门机场乘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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湄洲妈祖从祖庙天后宫起驾，千人一起恭送妈祖踏上前往南洋的路程。

湄洲逾千信众欢送

飞往吉隆坡。
下午2时50分，由湄州妈祖祖庙董会长董

事长林金榜率领的护驾和交流团，顺利驾抵达
我国吉隆坡国际机场，随行者包括福建省莆田
市委副书记程强。

到了3时20分左右，祖庙妈祖在“顺风
耳”和“千里眼”的护驾下，浩浩荡荡走出国
际机场。此时，本會会长丁才荣博士率领的迎
驾团，也在机场恭候迎驾，随后与湄洲祖庙护
驾团移步附近的三井奥特莱斯购物城（Mitsui 
Outlet Park）举行迎驾仪式。



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

2017年7月1日下午4时30分，妈祖金身
在众人护驾下，乘坐彩车抵达三井奥

特莱斯购物城。本会为隆重其事，除了动用6辆
巴士载送善信参与迎驾仪式，也出动醒狮、祥
龙、彩旗以及迎宾队，夹道欢迎妈祖金身的莅
临。

6尺妈祖金身在两大护法神“千里眼”和   
“顺风耳”的护驾下，缓缓被众人从彩车抬
下，接着在狮龙的开路下，从彩旗夹道的红地
毯踱步到迎驾拜台。

现场所见，有近500名国内外信众和乡团
代表列队迎迓妈祖，信徒们不断高喊口号“妈
祖下南洋，重走海丝路；欢迎欢迎，热烈欢
迎”，并双手合十迎接妈祖金身驾临。

尽管天气炎热，但无阻信众争睹妈祖的尊
容，现场人潮水泄不通，信众纷纷拿起手机争

热烈欢迎重走海丝路
拍拜台上的妈祖。在湄州妈祖祖庙董事长林金
榜率领下，信众向妈祖金身行三拜和上香后，
于下午5时左右起驾前往雪隆海南会馆天后宫进
行驻跸仪式。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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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载难逢机不可失

2017年7月1日傍晚6时25分，祖庙妈祖
金身在祖庙一行约30人的护驾团带领

下，乘坐彩车顺利抵达本会天后宫，一早守候
在天后宫广场的信众看到妈祖金身抵达时，显
得兴奋不已，排开两行争相目睹妈祖尊容。

信众双手合十膜拜，一些信众鼓掌欢迎，
一些则拿起手机拍照，把这千载难逢的一刻记
录下来。

现场64人击鼓队及8头醒狮队伍随着击鼓

声舞动，热闹沸腾，妈祖金身在护驾团的护驾
下，缓缓进入大殿，安座在本会妈祖金身的拜
台前。

安座与驻跸仪式在祖庙董事长林金榜、雪
隆海南会馆会长丁才荣、秘书长兼筹委会主席
黄良友等人的率领下进行，整个驻跸仪式包括
诵经及行三献之礼。

驻跸仪式大约20分钟结束，礼成后，无数
的信众涌入大殿一睹妈祖，再诚心上香和祈福。

抬 妈 祖 上
楼，一点也
不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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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2日早上7时，驻跸在本会

天后宫的湄洲妈祖金身，从大殿移驾

广场的拜台，展开湄洲妈祖祖庙的传统祭祀大

典，这乃是“湄洲版本”的祭祀大典首次在大

马上演，故极为引人瞩目。

早上8时20分，庄严且隆重的祭祀大典正

式开始。在这之前，中国驻马大使馆领事参赞

刘东源、湄洲妈祖祖庙董事长林金榜、福建省

莆田市委副书记程强，以及雪隆海南会馆会长

庄严隆重全国瞩目  

丁才荣博士分别发表演讲，之后相互赠送纪念

品。

刘东源、林金榜、丁才荣、秘书长兼筹委

会主席黄良友，以及丹斯里吴明璋代表吴洪超

担任主祭，带领逾130名陪祭生进行祭祀仪式。

祭祀仪轨开始之前，5名主祭以圣水净

手，在宣读祝文后，主祭行三献之礼，即献

花、献果及献香，之后全体陪祭行三跪九拜之

礼，随即登场是湄洲36位舞生，以最高规格的

八佾舞向妈祖献礼，

整个祭典约1小时。

湄洲妈祖祖庙的

祭祀分成大、中和小

型 规 格 ， 分 别 是 5 2 1

人 大 型 祭 典 、 2 5 6 人

中 型 祭 典 及 1 0 8 人 的

小型祭典。这次的祭

祀属于小型祭典。

5 位 主 祭 ， 左 起
为 黄 良 友 、 刘 东
源 、 林 金 榜 、 丁
才 荣 和 吴 洪 超 ，
向妈祖献香。

3 6 人 八 佾 舞
队 呈 献 优 美
的舞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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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才荣（左）赠送纪念品予林金榜，由刘东源见证。

逾130人的陪
祭 生 向 妈 祖
献 礼 ， 右 为
本 会 荣 誉 会
长张裕民。

信众跪拜妈
祖谢礼。



12 第50期12121222 第5第5第5第5第5第5第第5第第第第第5第第第第第第第5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5第第第第第第第第5第第第第第第第第5第5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5第第5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5第第第5第5第第第5第5第5第5第5第55第555第5第第第5第5第5第5第5第第第5第第5第55555第第第第第5第第第第第第第555第5555第5第第5第第第第第5第第5第5555第555第第5第第5第5第第第第第第第5第55第55第5第第5第5第第第第5555555第第5第第555第5第5第第第5555第第第555555第第第5第5第第5555第第第5555第第第第5第555555第第第第第第第第5555555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 0期0期0期0期

祭祀大典结束后，一行人移步到“十

二生肖公园”为本会精心制作的“

妈祖下南洋．重走海丝路”中马妈祖文化交流

会纪念碑主持揭幕礼，从此永久矗立在本会天

后宫，见证历史性的一刻。

这 座 雕 工 精

细、高6尺、重达2

公吨的纪念碑，在

中国制作完工后，

及时运抵本会天后

宫，成为外国游客

观赏及拍照留念的

新景点。

这 项 揭 幕 礼

由本会会长丁才荣

和湄洲妈祖祖庙董

事长林金榜共同主

持，中国驻马大使

馆领事参赞刘东源

见证。

12 第50期

这 座

6尺6尺

纪纪纪

作作作作

抵抵抵抵抵抵抵

成为为成成为

及拍拍

。

项项

会会

妈

林金

国

事参

证。

这

细、高细 高、

的的的公吨吨公吨吨的公吨

中国制国中国制中国中国制

及时运及时运时运及

宫，成宫宫宫 成宫 成

观赏及观观

新景点。新

这这

由本会由本会由本本本会本本本由本由本本本本会本本由由本

和湄洲湄湄

事长林

持，中

馆领事

见证

丁 才 荣 点 燃 鞭
炮，象征绕境巡
安就要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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艳阳无阻 3000 人诚心
2017年7月2日清晨，天露晨曦，来自海

内外的信众、庙宇代表等单位带着激

动与澎湃的心情，从全国各地陆续抵达本会天

后宫，每个人的脸上充满朝气、愉悦、欢腾与

激情，满心期待重头戏─中马妈祖绕境巡安。

游行人士乘坐巴士、客货车或轿车陆续抵

达天后宫，众人皆身穿印有“妈祖下南洋．重

走海丝路”蓝色T恤，展现一片逾千人的“蓝

海”盛况，场面壮观。

祭祀大典结束后，现场更加热闹沸腾，人

潮也越来越多，期盼绕境巡安仪式的到来。

早上10时正，由逾3000人组成，阵容涵

盖湄洲祖庙团、本会三大机构成员、海内外友

庙、国内海南和非海南乡团等逾百个团体，以

及中国青岛市妈祖联谊会及新加坡万天府等海

外嘉宾的庞大绕境巡安队伍，在鞭炮声响结束

后拉开绕境的序幕。

现场群众气势高昂，铜乐队音乐奏起，舞

狮及舞龙队击鼓助兴，大队在马中两方领导的

带领下，浩浩荡荡从本会天后宫启程，展开5.2

公里的游行。

虽然艳阳高照，但无阻游行队伍激昂的士

气，众人的情绪跟着热哄哄的太阳高涨起来。

在警方和自愿警卫团的护航下，游行大队伍联

同6尺高祖庙妈祖金身、护法“千里眼”与“顺

风耳”、本会天后宫妈祖金身，以及另外逾10

尊友庙的妈祖金身，一起出巡吉隆坡。

史上最大型文化游行
游 行 大 队 先 后 绕 过 吉 隆 坡 十 五 碑 的 范

围，包括柏西兰恩达路、乐圣路、敦辛班丹

路、敦辛班丹4路及苏丹阿都沙末路，形成一

股中华民族文化与本土印裔文化相益得彰的

融洽氛围。

这支堪称大马史上前所未有的最大型文化

游行队伍，所到之处皆引人瞩目，吸引许多路

人和外国游客驻足围观。一些没有参与游行的

民众则在路旁等候，待妈祖金身经过时，民众

纷纷虔诚祈福。

中午12时，游行大队回到本会天后宫，结

束大约2个小时的绕境巡安，一场全新的大马纪

录，就此诞生了。 

13



14 第50期

全长逾2公里的人龙，震憾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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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印裔为主的
十五碑，迎来
中华民族色彩
的妈祖绕境，
展现多元文化
交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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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强（中）赠送《妈祖颂》予黄家泉。左为丁才荣。

莆仙戏《海神妈祖．梳发立
志》演绎妈祖林默娘梳髻明
志，羽化升天的情怀。

“妈祖下南洋·重走海丝路”中马妈
祖文化交流会（吉隆坡）天后艺术

团晚会于2017年7月2日傍晚7时30分，在雪隆
海南会馆天后宫礼堂举行。中国湄洲妈祖祖庙
的“天后艺术团”把妈祖文化精髓呈现于众人
面前，精彩绝伦的舞蹈及戏剧表演，成功吸引
在座出席者的目光。

宴会当晚宴开78席，出席人数约800人，
国际贸易及工业部第二部长拿督斯里黄家泉为
座上贵宾。

47名“天后艺术团”表演者呈献的舞蹈与
戏剧演出，包括舞姿曼妙的舞蹈《海丝路.妈
祖情》、俚歌表演唱《最美是湄洲》、《赶庙
会》、莆仙戏《郑文豹.听镜卦》选段、莆仙戏
《高文举．出路》、莆仙戏《海神妈祖.梳发立
志》选段、精湛的情景剧舞蹈《帆船髻》及舞
蹈《祭典乐舞》，精彩的表演获得海内外受邀
嘉宾的赞赏及热烈掌声。

值得一提的是，压轴演出的《辨香湄洲》
完全展现妈祖文化的神韵、精髓与深度，让观
众眼前一亮，值回票价。

天后团高水平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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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时 ， 本 会 也 特 别 安 排 两 组 分 别 来 自
Legasi Seni Dance Group及The Temple of Fine 
Art呈献两支传统的马来舞蹈及印度舞蹈，让来
自海外的嘉宾能更深入了解我国丰富的多元文
化与民族色彩，精湛的演出赢得满堂彩。

体现马中文艺交流
黄家泉在致词时表示，“一带一路”的倡

议只停留在贸易及商业领域是不足够的，也应
该发展至文化艺术上。随着这次的“妈祖下南
洋.重走海丝路”活动，充分体现马中两国在
文化艺术上的交流，让两国之间的人民相互走
动，为两者的结合趋向更完美。

他说，妈祖信俗于2009年被入选为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足以证明妈祖在经历千百年后，对东南亚及中
国人民有着深远的意义及影响。

当晚出席的嘉宾众多，包括雪隆海南会馆
会长丁才荣博士、秘书长黄良友、署理会长陈
孟龄、荣誉会长张裕民和拿督吴世才、马中总
商会名誉顾问丹斯里吴明璋、湄洲妈祖祖庙董
事长林金榜、副董事长林金赞和吴国春、中国
福建省莆田市委副书记程强、中国福建省莆田
市外事侨务办公室党组书记陈亮等人。

17

展现妈祖祭三献仪式
的《祭典乐舞》。

俚歌表演唱《最美是湄洲》。

俚歌表演唱《赶庙会》，展现湄洲岛独特的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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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妈祖同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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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及本会三大机构有幸参与，令他倍感荣幸。

黄良友感谢劳苦功高的筹委会全体同仁的

鼎力协助，发挥极大的团队精神，齐心协力缔

造历史。

丁才荣（左五）赠送《天下妈祖同一家》书法予林金榜（右五），左起为林猷广、林书德、龙月
梅、陈玉良，右起为符传权、陈颖平、吴国春和黄良友。

随着3天2夜的“妈祖下南洋·重走海

丝路”中马妈祖文化交流会（吉隆

坡）圆满结束，祖庙妈祖于2017年7月3日早

上从本会天后宫起驾，前往古城马六甲，展开

为期2天1夜的古城绕境巡安，之后再前往新加

坡。

早上7时30分，在大殿举行祖庙妈祖起驾

仪式，历时约30分钟，之后在湄洲团工作人员

的护驾下，妈祖金身和护法“千里眼”及“顺

风耳”移步彩车。

本会会长丁才荣博士、第一副会长陈玉

良、第四副会长陈颖平、第五副会长龙月梅、

筹委会主席兼秘书长黄良友，以及三大机构的

多位成员，亲自欢送湄洲祖庙团离开，并赠送

祖庙团《天下妈祖同一家》的书法。出席的祖

庙领导层包括董事长林金榜和副董事长吴国

春。

丁才荣在起驾仪式结束后表示，湄洲妈祖

祖庙首次出巡东南亚，而吉隆坡被选为首站，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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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湄洲祖庙妈祖在两大护法神“千
里眼”和“顺风耳”护驾下，从祖

庙天后宫起驾，开展“妈祖下南洋·重走海丝
路”中马（新）妈祖文化活动周，其中3张印有
林默“LinMo”、千里眼“Qian LiYan”、顺风
耳“ShunFengEr”英文名的厦航登机牌在网络疯
传后，让3位神仙迅速火爆网络登上国际新闻社版
面，全球掀起阵阵妈祖热潮。

“ 妈 祖 下 南 洋 ” 登 机 牌 趣 闻 由 本 会 面 子
书率先报道，并引起网民和本地媒体热烈讨论
和 大 篇 幅 报 道 ， 之 后 在 本 地 英 文 媒 体 跟 进 报
道下，国际著名通讯社和平面媒体包括英国广
播电视台（BBC）、法新社（AFP）、路透社
（REUTERS）、新加坡8频道新闻、英国《每日
邮报》及美国《纽约时报》也接力报道，部分国
际通讯社甚至致电雪隆海南会馆（天后宫）秘书
处要求照片资料。

厦门航空后来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有关登机
牌是应妈祖文化交流访问团的要求，由厦门航空专
程制作，但它并不是真实的登机牌，而是厦航根据
对方提供信息特制的虚拟登机牌，是一个纪念牌。

7月2日，本会面子书根据湄洲护驾团队提供
的照片和资料，在面子书分享了一则有关“妈祖
下南洋”的登机牌趣闻后，获得网民的热烈讨论
和转载分享。

截至7月18日，这则趣闻获得超过81万次点阅
率、近2千100人点赞、转载与分享达3千500次，评
论也突破170个，刷新本会面子书点阅记录。

妈祖从中国搭乘厦航头等舱，开展“妈祖下南
洋”之旅。

7月1日（星期六）大约下午5时，中国湄洲祖庙6尺妈
祖金身在吉隆坡国际机场不远处的三井奧特萊斯购物城举
行迎驾仪式时，有信众拍摄到一个"神迹"，也就是蓝天白云
中，有两片白云的形态就像龙和虎，信众纷纷说是"龙腾虎
跃"，是妈祖显灵的迹象，内心充满了喜悅和期待。这则趣
闻经本会上传面子书后，点阅率也突破1万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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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湄洲妈祖祖庙的林群华。作为本

次“妈祖下南洋·重走海丝路”中

马、中新妈祖文化活的对接执行人，从今年4月

份起就与雪隆海南会馆天后宫有了深入的交集。

雪隆海南会馆天后宫是一个富丽巍峨的天

后宫。4月份初到天后宫，在远离中国湄洲岛万

里之遥的异国他乡，突然间见到一座巍峨而又

富丽的天后宫坐落在半山腰，首先我被雪隆海

南会馆天后宫震撼到，其次我为自己作为妈祖

故乡人而特别自豪。

雪隆海南会馆天后宫是一个热心而又彬彬

有礼的社团。从年初2月份电话联系、4月份初

次见面及之后的整个活动对接及活动完成。雪

隆海南会馆天后宫会长丁才荣博士、秘书长黄

良友先生、执行职员张玳维和李佩玲，以及每

一个对接人，他们总让人感受到彬彬有礼和热

情。仿佛是妈祖的立德、行善、大爱的慈光一

直传递在他们心中，让人总是感觉如沐春风，

热情、有始有终。

特别记得7月1号晚上，为了第二天湄洲

妈祖祭祀大典，我们和本次的活动主持人黄宝

福、以及张玳维等几个人一起，对我们提出的

建议不断修改和完善，一直谦和的和我们一起

修改活动流程、主持内容， 后加班到凌晨1点

左右。在对接好细节后，主持人更不顾疲惫，

陪我们去找便利店买水、之后再专程开车送我

们回酒店。

非常成功和轰动
雪隆海南会馆是一个科学、严谨而高效的

团队。湄洲妈祖下南洋吉隆坡站无疑是非常成

功和轰动的。不论活动方案的严谨策划，活动

全程的每个细节对接，活动重要出席人员的邀

请，活动前、中、后期的媒体报道，这些都与

科学严谨高效团队

文：林群华（中国湄洲妈祖祖庙办公室副主任）

张玳维、李佩玲的对接过程中能强烈感受到。

我们之间的每次对接，他们都会详细记

录，不顾周末还是夜晚时分，然后以 快的效

率回复与我。比如4月份初期，我们前往雪隆海

南会馆天后宫对接，在吉隆坡两天时间中，他

们对我们的到来及筹备本次活动周的意向；雪

隆海南会馆用了2天时间赶工完成1期24开的《

海南之声》增刊。又比如7月2日晚上是本次活

动的文艺演出，在演出开始前，我们看到了雪

隆海南会馆对这两天的活动已经做了非常棒的

视频剪辑。我被震撼到了，由衷的佩服，这个

就是雪隆海南会馆天后宫的效率和执行力。

末了，感触很多，文笔不好，所以一时间

说不上来。只有衷心的祝福雪隆海南会馆天后

宫；愿两宫香火鼎盛、友谊长存；愿所有善男

信女阖家平安、妈祖保佑。

林群华（右）与中国青岛市妈祖文化联谊会会长赵起
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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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丽明（中国湄洲
妈祖祖庙护驾团团员）  
如火一般热情

我作为护驾人员，
能够随团出行感到十分
的荣幸。出机场的那一
刻，数十个镜头焦聚、
闪光灯闪耀，仿佛偶像
明星出场一般。也许从
某个方面来说，妈祖因
其 “ 立 德 、 行 善 、 大
爱”的精神，已成为我

们心中 耀眼的偶像。
作为妈祖故乡人，第一次在海外看到这么

多的信众朋友们，感受到如火一般的热情，内
心无比的震撼、激动和自豪，也对雪隆海南会
馆天后宫对活动的大力支持和高效的组织能力
感到十分的钦佩。我相信此活动必将在马来西
亚再次掀起一股“妈祖热”。

李佩玲（本会助理执行秘书）
为妈祖文化卯足全力

我主要是与张玳维一起负责海外联络与旅
行社协调的事宜，非常感谢全体同事的配合，
让联系工作更容易进行。

我也非常感谢中国湄洲妈祖祖庙办公室
副主任林群华及海神旅游集团副总经理刘慧贞
等人，让活动圆满落幕。没有他们的付出与努
力，联系工作就不会这么顺利进行，尤其是敬
佩他们三更半夜还在工作，为了妈祖文化卯足
全力。

何玉梅（本会助理执行秘书）
祖庙高度配合协商

我负责祭典工作，虽然祭祀大典是根据湄
洲妈祖祖庙规格进行，但祖庙尊重本会以素食
为主祭拜，双方在沟通方面做出体谅、协商与
相互配合，使到祭祀能够顺利举行。

我每次与祖庙负责人接洽时，对方都非常
友善且配合度高，并在祭典结束后赞扬本会，
把这次活动搞得有声有色。祖庙接受本会的
建议，采用水果，寿面及香祭拜，没有杀鸡宰
羊的仪式，顺应时代变迁采用更环保的祭拜方
式，还获得祖庙工作人员的高度赞扬。

黄宝福（本会市场促销主任）
同心协力气势如虹

我负责绕境巡安的安排工作，为了让整个
活动顺利举行，事前的筹备工作绝不能马虎，联
络工作、安排游行队伍排阵等事项皆不简单，但

终还是依靠同事上下一心，齐心协力完成。
由于绕境巡安不能预先彩排，所以准备工

作必须非常充足，以确保万无一失。当天的绕
境巡安队伍排列整齐，整个队伍气势如虹，无
阻热情，浩浩荡荡出发。

夏嘉玲（本会网页资讯执行员）
刷新纪录振奋人心

本会在面子书专页上以倒数的方式完整
报道此活动，让民众每每天可以在面子书上了
解更多有关妈祖的资讯，还一同倒数活动的来
临，引起民众热切关注，讨论度非常高。本会
脸书还获海内外媒体跟进报道，得到很大的回
响，令人振奋，也激发同事对工作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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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祖下南洋·重走海丝路”
中马妈祖文化交流会（吉隆

坡）结束1个月后，本会在2017年8月
11日于天后宫礼堂举行创办128周年、
青年团51周年及妇女团37周年宴会，
在宴会上为此活动的空前成功写下完美
的乐章。

除了缔造2项马来西亚纪录大全，
使本会至今共夺下15个马来西亚纪录大
全之外，为了让此活动的珍贵画面保存
下来，本会特别出版《妈祖下南洋·重
走海丝路摄影集》记载历史性时刻。

本会为了隆重其事，特别择定在
128周年庆典晚宴上，由吉隆坡市政局
执行总监（策划）拿督莫哈末纳吉先见
证两项马来西亚纪录大全，之后主持摄
影集推介仪式，象征摄影集正式面世。

这本摄影集以11个篇章叙述中国
湄洲祖庙妈祖驻跸吉隆坡的全记录，包
括湄洲代表团考察篇、湄洲岛欢送篇、
祖庙妈祖登机篇、抵步机场和迎驾篇、
天后宫诵经安座篇、祖庙祭祀大典篇、
立碑启程篇、马中妈祖绕境巡安篇、天

后文艺晚会篇、祖庙妈祖起驾篇，以及祖庙妈祖回銮
篇。

共有96页的摄影集以图文并茂的方式，讲解每个
重点活动，本会把一张张值得纪念的照片编成相册，
叙说短短数天却又振奋人心的妈祖文化活动。

与此同时，本会希望籍此摄影集弘扬妈祖“立
德、行善、大爱”精神，让更多人了解妈祖文化。

丁才荣（右三）赠送一本《妈祖下南洋．重走海丝路摄影集》予莫哈末纳吉（右二）。右为陈玉良，左起
为陈孟龄和黄良友。

1 1篇章精彩全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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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隆海南会馆秘书长兼筹委会主席黄
良友声称，本会天后宫从“妈祖下

南洋．重走海丝路”活动取得 大的收获，在
于亲自学习和吸收湄洲妈祖祖庙的祭典仪式，
以及表演节目内容的知识。

他说，祖庙祭典仪式值得本会学习，希望
未来本地的妈祖庙能够以这种形式作为对妈祖
的尊敬。

“第二点是跟随妈祖一起前来表演的天后
艺术团，所表演的节目主要是在提倡妈祖‘立
德、行善、大爱’三大核心价值。”

黄良友于2017年7月19日接受“爱FM”电
台主题为“妈祖下南洋.畅谈雪隆海南会馆，传
承妈祖信俗文化使命”的直播专访时指出，在
湄洲祖庙代表团135人当中，其中60%为表演
者，湄洲祖庙做到传承妈祖精神。

“我希望雪隆海南会馆现今与未来的领导
层能够把这样的文化传承下去。同时，我们也
希望其他的妈祖庙宇也能够学习这一点。”

他呼吁华社，尤其供奉妈祖人士，应该随
着时代的转变，对于妈祖文化所推广的核心价
值，以文化作为出发点。

他强调，本会注重文化素质的要求，而随
着时代的变迁有所改变，例如早期祭拜的传统
方式已不符合现代的要求，故本会做出改善，
以环保文化作为标准，并把妈祖的三大核心价
值带出。

“以前人们祭拜妈祖是以烧冥纸、鸡、
鸭、香或蜡烛等为供品，就是人类要什么，就
给妈祖什么。”

摒弃“人要什么，就给妈祖”观念
黄良友认为，信众必须先了解祭拜的意

义，祭拜乃是一种尊重，尊重妈祖的过去与人
生价值，尤其是弘扬妈祖的核心价值，乃是
能体现人文价值，也是必须推动的文化，而不
是通过杀鸡杀鸭来供奉。

“中国福建艺术学院泉州分校系主任谢永
建于2002年莅临马来西亚，亲自指导本会祭拜
妈祖仪式，以‘敬”来表达，献花、献香、献
果及献面；另一个祭拜方式则是献舞，以八佾
舞表达敬意；在古代，只有圣人、神明、皇帝
或皇太后才能享有此 高规格的舞蹈。”

提及此项跨国文化活动的缘起，他披露，
本会在15年前与湄洲妈祖祖庙结下因缘，加
上吉隆坡作为马来西亚的首都，乃是经济、文
化、艺术及政治的动脉及重要点，因此选择吉
隆坡是必然的。

他说，本会3年前拜访湄洲祖庙时，与祖
庙董事长林金榜提及希望妈祖文化能够走出中
国，后者对此建议表示欢迎。

询及妈祖“登机牌”引起热烈回响，黄良
友表示非常惊讶，毕竟本会每3年携带2尺高妈
祖回銮湄洲祖庙，皆是以个人名义为妈祖购买
机位。

祭祀节目注重妈祖精神

黄良友与《爱FM》电台DJ进川和劲程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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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湄洲妈祖团于2017年7月3日早离开

本会天后宫后，本会的妈祖文化任

务并没有因此结束，而是委派妈祖文化研究中

心主任林猷广和副主任符传权随团前往“妈祖

下南洋·重走海丝路”的下两站─马六甲和新

加坡，全程参与当地的妈祖祭典和绕境巡安，

以实践地学习和亲身体验，直至7月7日妈祖回

銮湄洲岛为止。

马六甲的湄洲妈祖行是由马六甲兴安会馆

举办，重点节目是妈祖夜间绕境巡安和花车游

行，而新加坡的湄洲妈祖行则是由新加坡福建

会馆举办， 受瞩目之处是湄洲妈祖连续巡安

当地9座天后宫。

尽管过程非常紧凑，亦很疲累，但同时担

任本会理事的林猷广和符传权皆认为，此行非

常值得，并获益良多，使他们可以广结善缘，

替本会大力宣传。

林猷广希望妈祖精神的承传可以扩大及更

多元化，以在日后的妈祖诞或游行吸引友族参

与。

他非常欣赏湄洲祖庙团的纪律精神，时间

观念非常好，团员愿意牺牲休息时间，只为了

让行程更加顺利。

符传权：高度秩序人潮众多
“不同地方有不同情况，当我抵达马六甲

时，可以感觉到他们的热情招待，他们放的鞭
炮更是将马六甲兴安会馆淹没在烟雾中。新加
坡则是比较依据法律行事，当祖庙妈祖抵达新
加坡关卡时，花了4小时才成功过关。”

符传权则表示，马六甲和新加坡方面的活
动安排做得不俗，各庙宇在绕境时保持高度的
秩序；其中马六甲的游行路线经过许多华人聚
集的街道，吸引了很多人沿街祈福。

他强调，尽管每个地方有不同的祭典方
式，亦有不一样的文化，但相信 终宗旨皆是
为了弘扬妈祖文化。

左起为林猷广和符传权，与湄洲祖庙妈祖金
身摄于马六甲市。

新加坡各地的天后宫人头攒动，上万人争睹湄洲妈祖。

马六甲的妈祖夜间绕境巡安，吸引许多人参与。

随团赴古城狮城取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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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期一周的“妈祖
下南洋·重走海

丝路”中马（中新）妈祖
文化活动圆满成功，湄洲
祖庙妈祖顺利完成吉隆坡、
马六甲和新加坡的銮驾活
动。2017年7月7日，祖庙
妈祖圣驾乘坐花车开往新加
坡樟宜机场，乘搭厦门航空
飞回国，下午6时许回到湄
洲祖庙安座。

妈祖坐船抵达湄洲岛。

群众竞相拍摄从巴士下来的妈祖。

祖庙妈祖离开湄洲岛一个星期，
岛上居民牵肠挂肚，当船头出现的那
一刻，有信徒大喊：“快看，妈祖回
来了！”在场所有信徒都激动不已，
持香下跪，全程夹道欢迎祖庙妈祖回
銮。

然而，祖庙妈祖今年真的很忙，
今年9月份，祖庙妈祖又要赴台湾绕境
巡安了。

“妈祖回来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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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会 延 续 “ 妈 祖 下 南 洋 · 重 走 海 丝
路”活动周热潮，在2017年7月30

日于天后宫礼堂举办“妈祖文化新思路国际研
讨会”，邀请4位来自海内外的妈祖文化学者，
解密“妈祖文化”历史背景、信俗观察、扎根
与传播、教统归属等，让逾300名出席者进一
步了解“妈祖信俗文化”三大核心价值“行
善、立德、大爱”。

这4名主讲人分别是中国上海海事大学海
洋文化研究所所长时平教授、来自台湾，在中
国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毕业的谢雅卉博
士、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学院华人族群与文化研
究所所长安焕然博士、本会妈祖文化研究中心
执行顾问李雄之硕士。其中，谢雅卉因台风而
未克出席，以预先录制的录音进行现场演说。

两名主持人分别是马来西亚文史研究工作者
刘崇汉先生及东南亚华侨华人史专家廖文辉博士。

这是本会跨别10年后，再次举办妈祖文化
国际研讨会，除了一般公众和各天后宫代表，
亦吸引不少大专生参与，包括中国厦门大学大
马分校，以及马来西亚世纪大学学院的中国籍
留学生和教务人员。

本会会长丁才荣博士表示，本会为了弘扬
妈祖的三大核心价值，特别举办这场国际研讨
会，让大家从各个角度深入解密妈祖信俗文化。

他在“妈祖文化新思路国际研讨会”开幕
礼上强调，妈祖是一种信仰，也是一种文化，
但很多人却不了解何为妈祖文化，有者甚至
以“迷信”2个字与妈祖文化划上等号。

10年后再办研讨会
因此，他希望民众在对妈祖文化有更深一

层的认识后，能够学习与实践体现中华民族传
统美德的妈祖精神。

另一方面，秘书长黄良友接受《爱FM》电
台访问时指出，这次研讨会主要涉及的内容包括
如何传承妈祖文化及发扬妈祖三大核心价值。

“众所周知，妈祖也被称为‘海神’，时
平博士从事海洋文化工作多年，非常有心得，
同时也可延续‘妈祖下南洋重走海丝路’这个
重点课题。“

他希望随着“妈祖下南洋.重走海丝路”吉
隆坡站圆满结束后，人们可以对妈祖有进一步
的认识，并发扬其“立德、行善、大爱”的精
神。

丁 才 荣 （ 左 五 ）
颁 发 纪 念 品 予 主
讲 人 及 主 持 人 。
左 起 为 马 来 西 亚
海 南 会 馆 联 合 会
总 会 长 拿 督 林 秋
雅 、 安 焕 然 、 黄
良 友 和 时 平 ， 右
起 为 本 会 署 理 会
长 陈 孟 龄 、 刘 崇
汉 、 廖 文 辉 和 李
雄之。

逾300人出席研讨会，现场座无虚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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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导：李静婷、陈致良

丁才荣：信仰文化非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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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海海事大学海洋文化研究所所
长时平教授认为，从世界范围看中

华文化和中华文明，妈祖应该作为中华海洋文
化的重要代表，因为妈祖即是神、寄托和文
化，也是一种力量，许多海外华人信仰妈祖庇
佑平安，而信仰也可以凝聚社团华人一起向前
走。

他指出，妈祖崇拜是从中国悠久的海神信
仰演化而来，且是由真实的人演化成神，从北
宋民间伊始流传至今。

“妈祖是由莆田地方神灵‘通天神女’演
化成国家神灵。从北宋至清朝先后历经36次敕
封，由夫人、妃、天妃、天后至天上圣母，从
民间崇拜走进国家正祀神灵，与龙王、观音、
南海神共同作为国家海神祭祀。”

他披露，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王
震中概括妈祖为三方面功能，一是传承中华优
秀文化、二是海峡两岸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
以及三是“海上丝绸之路”和平文化使者和传
播中国新海洋文明观。

时平发表主题为《海不扬波：妈祖崇拜
与中国人的海洋态度》的演讲时说，从当代来
看，妈祖具有多元价值，有信仰意义和文化意
义，也有政治意义。

他说，中国海神信仰经历一
个从人面鸟身的早期海神到四海
海神、海龙王、妈祖、地方海神
和行业海神等。

海不扬波追求和平
时平教授再分析妈祖崇拜与

中国人的海洋态度时指出，妈祖
崇拜由行业神演化成国家的海洋
神，其信仰价值越来越多元化，
也表现了中国人在海洋信仰中形
成的“天人合一”的文化观，传
统时代把皇权与神权、国家与民
间信仰融合社会文化价值，当代

把国家发展与妈祖文化弘扬融入中华文化伟大
复兴之中。

时平披露，“海不扬波”一词也与妈祖崇

拜有直接关系，根据宋、元、明、清四朝有关

妈祖历史文献，始见元朝，明清文献中有多处

出现，也存在水不扬波、水波不扬等字眼。

他进一步说明，通过妈祖神力实现海不

扬波的意思，一是祈祷海上平安，国家沿海安

宁，而“海波不兴天下平”一词则体现了中国

海洋文化的宗教信仰追求和平安宁的最高理

念。

“二是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正统思想，

皇权大肆褒封和宣扬沿海民间崇拜信仰的济弱

庇民、保人平安，把神权和皇权紧密结合起

来，运用宗教的形式来灌输祈求平安、稳定的

思想，以利于顺应和争取民心，再巩固沿海社

会稳定，加强皇权统治力。“

他说，其三是海洋和平，当代中国政府与

海内外华人社会推崇妈祖信仰，除了传统海神

崇拜价值外，体现了海内外中国人对待海洋和

世界的一种态度和追求。

时平（左）赠送其有关妈祖研究的著作予秘书长黄良友。右起为刘
崇汉和安焕然。

>> 妈祖文化新思路国际研讨会

主讲人：时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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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凝聚华社向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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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学院华人族群与文
化研究所所长安焕然博士说，在马

来西亚，海南会馆常与天后宫“二合一”，而
且有供奉神明的海南会馆，超过90%都有有供
奉天后神龛；因此，大马华社常常有这样一个
误解，以为妈祖就是“海南神”。

他强调，根据观察，这是错误的刻板印
象，因为，天后圣母并不是海南人独有奉祀的
神祇，当中，福建人、潮州人、广府人、客家
人也有膜拜。

安焕然的主讲题目是《海洋史．海南人．
马来西亚：谈天后圣母／妈祖信仰的几个观
察》，他主要从“女神形象”、“金石牌匾碑
铭和神像造型”、“福建闽人航海活动”、
‘海南会馆与天后宫”、“妈祖历朝皇帝封

号”、“建庙选地”以及“各国妈祖本土化”
解密和观察妈祖文化现象。

他表示，随着时代的变迁，妈祖的形象已
经从一名海神，衍生为一名战神，甚至是东方
母性海洋文化的象征，同时也展现了人类母爱
无私利他的精神，当中带有中华文化内蕴。

此外，妈祖堪称是拥有最多民间尊称和皇
帝封号的女神，其中清朝皇帝对妈祖褒封多达
15次，封为“天后”、“天上圣母”，成为女
神中最高封号。

从碑铭牌匾窥探妈祖形象
他也指出，妈祖与福建商人、海洋贸易

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从《海不扬
波》、《佑我商民》等牌匾，可以显示人们对
妈祖作为中国航海女神的崇拜，也是超越地
域、族籍的海洋和平文化。

安焕然提到，妈祖护佑职能的神格变迁和
演化，其实结合了各时代的政经文化因素所影
响，这不应该只被视为迷信，反观这是一个研
究社会史的重要素材。

“因此，在谈地方史研究的时候，这不应
该只是停留在‘地方’上，而是要去解决一些
问题。“

不过，他强调，这些问题不是用机械性的
理论来套装，或把自己的在地化经验硬套在别
人的在地化历程，避免忽略各自在地的历史文
化情境脉络。

妈祖不是“海南神”

来自中国厦门大学大马分校，以及马来西亚世
纪大学学院的中国籍留学生和教务人员，聚精
会神地聆听演讲。

牌匾可显见妈祖文
化 超 越 地 域 和 族
籍，也是东方母性
海洋文化的象征。

主讲人：安焕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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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毕业的
谢雅卉博士表示，妈祖文化从湄洲

传入台湾以后，由于当地政经结构的变迁影
响，政教分离的社会背景，促使社会风气自由
度高涨，妈祖信仰在台更趋于普遍化，逐渐成
为主要民间信仰之一，并有了根植台湾的倾
向。

她说，信众对于妈祖信仰的需求逐渐扩
大，信众普遍具有高度信仰意识，人与神的关
系非常紧密，显现出信众的心理状态及文化的
发展形态。妈祖信仰在台逐渐本土化发展，并
有别于中国的信仰模式。

谢雅卉在主题为《妈祖文化入台以
后本土化的深耕与传播路径之更迭：以
大甲镇澜宫为例》的演讲上，以台湾极
富盛名的大甲妈祖绕境活动为例指出，
这项活动至今已有百年历史，2011年
美国探索频道 (Discovery Channel) 将
该活动列入世界3大宗教活动盛事之
一。

她说，大甲妈祖绕境活动路线，
从 大 甲 到 新 港 全 程 3 3 0 公 里 的 绕 境
路 线 。 绵 延 漫 长 的 绕 境 路 线 ， 跨 越
台 中 、 彰 化 、 云 林 、 嘉 义 等 4 个 县
市 ， 2 1 个 乡 镇 市 ， 拜 访 超 过 2 0 0 座
宫，而9天8夜的绕境活动估计吸引超
过400万人参与。

信 众 意 识 高 需 求 大

推动妈祖文化品牌
她强调，目前镇澜宫通过建立财团法人董

事会的管理机制，并以现代企业化经营方式来
拓展宫庙各方面的管理工作，推动建立大甲妈
祖文化品牌的策略，以推广妈祖文化的传承工
作，当中包括兴建文化会馆及文化大楼、举办
地方艺文竞赛活动、集成镇澜宫周边地方产业
以及提升绕境周边产业竞争力。

谢雅卉博士总结时表示，随着时代的发展
与变化，民众对于妈祖文化的信仰认知，集观
光、体验、娱乐为一体的宗教盛会，使妈祖信
仰成为台湾宗教信仰的常民文化。

台湾台中大甲镇澜宫外观。

大 甲 妈 祖
绕 境 进 香
活 动 并 列
世界3大宗
教 活 动 盛
事之一。

主讲人：谢雅卉

>> 妈祖文化新思路国际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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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隆海南会馆妈祖文化研究中心执

行顾问李雄之硕士认为，妈祖在

马 来 西 亚 坊 间 被 普 遍 信 众 供 奉 ， 是 高 高 在

上的神明，可是一般信众对其并没有深入探

究，而根据他多年研究与探讨的结论，妈祖

既不归入“佛”、“道”及“儒”，仅是民

间信仰。

他说，妈祖就宛如一张白纸，信众为她涂

上不同的色彩，她就会展现不同的色彩。

李雄之在主题为《论妈祖信仰的教统归

属：妈祖信仰到底是佛？是道？是儒？这是一

个争论不休的问题》的演讲上，逐一做出分析

与讲解，最后作出总结，指妈祖信仰中有着浓

厚的佛教色彩，也穿插着道教的味道，更烙印

着儒教的痕迹，但始终是属民间信仰。

他强调，根据乌丙安在他所著的《中国

民间信仰》记载：“妈祖信仰始终是属民间信

仰，因民间信仰不像宗教有教会、固定组织、

有至高无上的崇拜对象、有任何宗派、有创祖

  妈 祖 乃 民 间 信 仰
师最高权威、有完整的理论与哲学体系、有

神职，教职和执行人员、有规约或戒律、有法

衣，法器，仪仗，礼仪、有活动场所及具有自

觉的宗教意识。”

以下是李雄之对妈祖与佛教、道教和儒家

之间渊源的说法：

妈祖与佛教的渊源：
有迹可寻

根据《三教搜神大全》记载：妈祖的降

生乃因其母亲吞下了观音菩萨赠赐的优钵花所

致，而明僧人昭乘所著作的《天妃诞降本．传

记》则也记载：“妈祖梦观音赐药而生”。

他说，台湾学者冯冯也在其著作《我对妈

祖信仰的认识与展望》中记载：“妈祖是观音

的报身。妈祖行的是观音大慈大悲法门，慈悲

救世救苦救难。”

他还说，《三教搜神大全》一书中有记载

一段“…… 五岁能诵观音经……”，“至于学

者陈文泉著的《圣女妈祖的故事》一文中也记

载：“天色将曙，霞光万道，仙乐起处，观音

立于云端，旋见妈祖自海上升起，趋向观音而

升化”，足以证明妈祖与观音的渊源及事迹是

有迹可寻的。”

他指出，妈祖与观音似乎“密不可分”

，建于世界各地的妈祖庙宇皆可追寻她们的

足迹，建于明代的马六甲青云亭、建于乾隆

六十年的宝山亭、建于道光二十年的新加坡

天福宫、建于嘉庆五年的槟城广福宫、建于

康熙三十九年的北港朝天宫、建于十七世纪

的 日 本 兴 福 寺 、 福 济 寺 、 港 崇 福 寺 以 及 建

于1986年的吉隆坡海南会馆天后宫都可看

见。

主讲人：李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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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祖与道教的渊源：
是神非佛

根据僧昭乘《天妃显圣录》记载：“十三

岁，有道士来其家，道士授妃 <玄微秘法>。十

六岁时，窥井得符，遂通灵变化，驱邪救世，

号称“通灵神女”。”这完全符合道教追求法

术的目的。

有道士为住持的妈祖庙，记载：丘濬《

重修京都天妃宫碑记》记载：“明弘治四年

（1491），京都天妃宫之住持为道士丘然源以

及清光绪《嘉兴府志》记载：“明嘉靖二十八

年（1549）嘉兴天妃宫重修，由本宫道士沈道

诚募捐。”，也证明了道教与妈祖的“关系”

。

他说，在妈祖的诵经活动中，也采用道教

的经文：如：《太上老君说天妃救苦灵验经》

，《天上圣母真经》等。

台湾吴金枣著《江海神女——妈祖》记

载：“北宋时期，朝廷奉道抑佛；与妈祖有关

的神迹，都被管家打上道教的印记。”，以及

台湾道教总庙出版《我们对道教应有的认识》

记载：“妈祖学的‘玄微秘法’是道教非佛

教。”

“历代帝王封赐妈祖为夫人、天妃、天

后、圣母都是道教的称谓。妈祖的庙宇称‘

宫’、‘庙’而不称‘寺’、‘庵’。法身不

穿僧衣，均是证明妈祖是神非佛。”

妈祖与儒家的渊源：
忠君爱国安民教化

儒家史篇中有记录妈祖在织机旁，元神出

窍拯救海上遇难的父兄的故事，完全符合儒教

的‘孝悌之道’。因此，民国初期破除迷信之

说，但乃把妈祖庙保留，并易名为“孝女祠”

。

李雄之说，自宋以来，妈祖屡有神迹出

现：如显录指示控山泉救助莆田瘟疫、助军民

战胜倭寇、庇护三宝太监下西洋、助施琅将军

征服台湾……等等。这些故事充满了儒教忠

君、爱国及安民的教化，也带有深厚的儒家思

想。

学者普遍上认为，妈祖不归入“佛”、“道”
或“儒”，而是民间信仰。

马来西亚世纪大学学院孔子学院中方院长陈明辉
教授向主讲人发表提问。

>> 妈祖文化新思路国际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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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会天后举行的2017妈祖千秋宝诞
（1057）巡幸暨祭祀大典，于2017

年4月16日（星期日）圆满举行，逾千人的巡
幸队伍在吉隆坡市中心徒步行走4公里。

一如往年，妈祖千秋宝诞巡幸暨祭祀大典活
动由清早8时举行的祭祀大典掀开序幕，并邀请了
吉隆坡坤成中学的125名学生担任八佾舞舞者、司
礼生、仪仗队、诰封旗队，以及麾旗生等。

本会三大机构成员、炉主、功德主、全国
各地海南会馆代表、雪隆区海南乡团代表及多
个华团代表在通赞的引导下，展开祭祀仪轨，
整个轨包括点明烛、行三跪九叩之礼、献香、
献花、献果、献面、献帛、恭读祝文、焚祝、
行三鞠躬之礼、妈祖赐福，以及献八佾舞等。

礼成后休息片刻，巡幸队伍便开始集合，
准备当天下午的妈祖巡幸活动，一切准备就绪
后，本会会长丁才荣博士带领三机构领导层一
同奉请妈祖灵身上轿，銮驾至吉隆坡市中心的
伊奈路（Jalan Inai）停车场集合。

下午4时30分，秘书长兼筹委会主席黄良友
恭读妈祖绕境宣言后，丁才荣主持鸣锣仪式，妈
祖绕境吉隆坡市正式开始。

逾千人的绕境大队途径伊奈路（Jalan 
Inai）、甘榜路（Jalan Kampong）、武吉免登
路（Jalan Bukit Bintang）、半山芭路（Jalan 
Pudu）、苏丹街（Jalan Sultan）及汉惹柏路
（Jalan Hang Jebat），包括本会在苏丹街的
旧馆址，绕境终点是汉惹柏路，全长约4公里。

绕境队伍除了涵盖本会三大机构成员与职
员之外，全国各地海南会馆天后宫和非海南会
馆天后宫的代表、雪隆区海南乡团代表、开道
吹打乐队、舞龙和舞狮、潮洲大锣鼓队、高跷
队、杂技队及槟城大旗鼓队等也参与其盛。

多元化的巡幸队伍场面壮观，吸引不少国
外游客驻足观看。绕境活动顺利于当天傍晚6时
圆满结束，妈祖灵身巡幸吉隆坡市后，返回天
后宫安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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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导：李佩玲本会妈祖巡幸隆闹市
逾千人4公里相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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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祖文化活动

33



34 第50期3434343434343434444434334343333333333433 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555第第第5第5第5第第第第5第第5第第第5第第5第55第5第5第第5第55第5第5第5第5第555第5第5第5第第5第5第第第5第5第55第55第5第5第5第5第第第第第555555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5第5第第5555555第5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555第55第第第第5第5第5第5第5555第第第第第第5555第第第第第第第5第第5555第第第第第第第55第5第5第第第5555第第55第5555第第第5第第5第第5第第第55555第5第5第第第第5第5第5第第5第第5第5第5第5第第5第5第第第第5第5第第5第5第第第第第5第5第第5第第第第第第第5555第5第第第第5第5第第5第5第第第5第5第55第第555第第5第第5第第5第5555555第第第第第第第第 0期0期00000期期期期期期期0期期期期期期期0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000期期期期期期期0期0期期期0期期0期0期0期0期0期0期0期期0期0期0期0期00期0期0期0期0000期0期00期0期0期0期0期00期期期0期0期期期期期期0期0期0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0期期0期0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0期期期0期期期期期期期期0期0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0期0期0期期0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00000期期期期期期期期0期期0期0期期期0期期000期期期0期期期期0期0期期0期期0期0期0期0期期期0期000000期0期0期期期期期0期0000000期期0期0期0000000000期0期0期00期0期期期期期0期000000000000期0期期期0期000期0期0期0期000期0期0期0期0期0期0期00期期0期0期0期0期期期0期期期0期00期0期期0期0期0期0期00期0期期0期期0期0期期期期0期0期0期0期0期0期期期期期期期0期0期0期0期0期期期期期期0期期0期期期期期期期0期期期0期00期期0期期0期00000期0期0期0期00期00000期000000期期期

雪隆海南会馆会长丁才荣博士于2017
年5月1日至5月5日，带领一支7人代

表团前往中国山东省青岛市出席青岛市首届妈
祖文化节，通过彼此之间深度的活动交流，为
本会积极推广妈祖文化的工作，带回许多宝贵
的知识和累积丰厚的经验。

青岛市妈祖文化联谊会从2017年4月29日
5月3日举办首届妈祖文化节，邀请来自马来
西亚、新加坡、印尼、台湾、澳门等国家和地
区，共有逾百家天后宫及妈祖联谊会参与。本
会是唯一受邀的马来西亚代表。

本会的7人代表团成员是会长丁才荣博士、
第四副会长陈颖平、第六副会长符和泽、妈祖文

化研究中心主任林猷广和副主任符传权、理事黄
靖胜，以及特别任务执行员张玳维。

本次妈祖文化节的主题是“天下妈祖，
祖在湄洲，恩泽青岛，福佑中华”。5月2日晚
上，本会代表团出席在青岛市崂山区港东码头
举行盛大的妈祖祈福晚会，会长丁才荣与来自
中国、台湾、澳门、新加坡及印尼等国家或区
域的妈祖庙领导们，受邀上台发表感言。

丁才荣说：“无论我们来自哪里，我们都
是妈祖一家人！”

本会唯一受邀大马代表
5月3日早上，在港东码头举行盛大的开幕

礼，主要的活动是“天上圣母丁酉年崂山港东
祭海绕境平安祈福典礼”，即海上巡幸及圣母
上轿崂山港东社区绕境巡安祈福仪式，吸引逾
千人参加。

现场鸣炮祈福，与祭者、陪祭者、主祭者
依次就位，向妈祖敬香、献花、献果、献茗、
献财帛。丁才荣亦以陪祭者的身份，受邀上台
向妈祖献礼，场面庄严。

出席的领导尚包括原青岛市委副书记政协
主席胡延森、青岛市副市长刘建军、青岛市政
协副主席党组成员李众民、福建省湄洲妈祖祖
庙副董事长林金赞、台湾妈祖文化联谊会会长
郑铭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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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才荣(右三)说：“无论我们来自哪里，我们都是妈
祖一家人！

报导、摄影：张玳维  

左起为符传权、黄靖胜、
林猷广、丁才荣、青岛市
妈祖文化联谊会秘书长李
庆峰、符和泽与陈颖平，
在报名现场合照。

7人赴青岛妈祖节
逾千人参与会长陪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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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台湾台东玄武堂的成员，展开“炸寒单”民俗演出，可见男子赤裸上身，任由信众抛掷鞭炮近身爆炸，
令人心惊胆跳。

尽管受到连环轰炸，男子的身上不见有什
么损伤。

到底有多少鞭炮要炸开？这就是答案了。

>> 妈祖文化活动

在此活动上，最受瞩目的节目是“炸寒
单”，一种源自台湾台东地区的民俗表

演。男子在头上扎绑头巾，穿着红色短裤，赤裸
著上身，轮流站在轿子上接受信众用鞭炮轰击，
震耳欲聋的炸声响不停，男子竟然毫发无损，令
人啧啧称奇。

据传，“寒单爷”是掌管钱财的财神爷，出
巡代表带来吉利，而扮演寒单爷接受信众抛掷鞭
炮轰炸，据说是因为“寒单爷”生性怕冷，天寒
时会心痛，故当“寒单爷”出巡时，信众皆以火
炮为财神爷驱寒取暖，故有“寒单爷”的称谓。

不过，亦有说法是为了彰显“寒单爷”的英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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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前会员大会许下的承诺，本会讲
到做到！

雪隆海南会馆会长丁才荣博士披露，2016
年6月26日，本会很荣幸获得会员们在2016年
度会员大会上一致通过天后宫后山第二期发展
计划，证明会员们对我们具有很大的信任，还
有很高的期许。

“我们深切地了解会员们的心声，所以没
有一丝的怠懈，早在大会通过议决后，就马不
停蹄投入工作。“

他说，7个多月后，他在2017年2月9日举
行的春节大联欢上，公开宣布后山妈祖公园已
经获得当局的批文，而妈祖雕像亦得到当局的
批准，进而可以展开工程。

他在2017年6月25日召开的2017年度会
员大会上，向场上261位出席的会员发表致词
时，如此说明。

丁才荣随即宣布，随着本会在报章上刊
登招标广告，妈祖公园工程已完成公开投标程
序，并会在7月3日正式动工。

“一如我们当初所言，充份证明是一个透
明的程序，之后会让大家清楚知道，我们绝对
不向银行抵押贷款的承诺。“

证实程序透明
他强调，这是本会向会员们许下的诺言，

故本会务必兑现，而且必需在一年后的2017年
度会员大会之前逐步地落实，才不辜负会员们
对于本会的信任。

“我深信，随着后山工程如火如荼展开
后，祖庙（中国湄洲妈祖祖庙）必然会见到我
们的雄心壮志，并相信我们雄厚的实力。”

他表示，天后宫拥有今天的成就，并不是
偶然的，那是依靠先贤的血汗和努力，以及凭
著后人的坚持和智慧，一步一脚印所打造。

“这个过程，纵使经历无数的风雨，但
我们都毅然跨过去，因为我们踏出的每一个步
伐，还有留下的每一个脚印，最终目的皆是为
了承传中华民族文化，因此每一步都深植土
地，留下刻骨铭心的文化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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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 起 为 副 会 长
符 翔 栋 、 荣 誉 会
长 拿 督 吴 世 才 、
荣 誉 会 长 张 裕
民 、 荣 誉 会 长 云
逢 豪 、 会 长 丁 才
荣 及 秘 书 长 黄 良
友。

报导：张玳维  

落实会员大会承诺
绝不辜负会员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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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员大会

本会秘书长黄良友说，会馆19年的
ISO“品管体系”必须传达给有冲

击力与奋斗力的青年团，让他们开始掌握会馆
未来所需要建立的“管理制度”，若一个组织
脱离一个完整及优良的体系，组织就会重新回
到“家庭式管理”，而肯定会瓦解及没落。

他指出，过往领导层与现今完全不同，
从前见到领导层必须全体肃立的威望已不复存
在，但幸运的是，现今青年团的成员还有一定
的文化水平。

“我希望团委们再接再厉，充实自己，好
好利用前人留下的种种便利，无论是知识与经验
也好，会馆的将来还必须依赖青年团的继承，以
便在未来能够承担责任以及领导会馆。”

黄良友于2017年7月8日在2017年度青年
团大会上致词时指出，青年团参与的是社会工

作，不应局限在会馆，必须走入世界，投入
整个人类群。“只有把自身的组织强盛，才有
资格影响其他团体，领导社会。青年团团长邢
福集则说，青年团全体团委在EQSR扮演着主
导的角色，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大家学习
ISO9001品质管理与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

“本届理事会很有远见，也未雨绸缪的找
来我们这批比较年轻的一辈，主要是避免会馆继
续老化，要我们按部就班的学习接班工作。”

本会会长丁才荣博士说，妇女团表现
相当不俗，对工作不计较，一直往

前看，尤其是本会三机构与各界的合作与共
识，妇女团在这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使媒体
会主动寻找本会妇女团合作与联办活动，可见
媒体一致认同本会与妇女团的能力。

他在2017年7月23日召开的2017年度妇女

团大会上指出，他希望妇女团越来越壮大，同
时也更年轻化，极力协助增加会馆的收入，尤
其是年杪的“冥阳两利大法会”与“2018春节
祈福系列”。

秘书长黄良友则感谢妇女团一路来对会馆
活动的热诚与承担，希望妇女团在未来能够协
助与分担拜访团的工作，尤其是近年来不断增

加的国内外拜访团。
妇女团团长陈开蓉披露，妇女团

由顾问龙月梅发起至今，已经度过37
年头，团务在雪隆区更是佼佼者，希
望团员们继续支持本会妇女团，让会
馆能够屹立不倒。

“妇女团每年都有许多的活动，
很幸运的在马来西亚这和平的国家，
妇女还是相当的被重视。妇女团对会
馆的活动真的很热诚与热心，除了自
身一般惯例的活动，妇女团也直接参
与会馆的大型活动，这些都受到会长
与秘书长的高度重视。”

品管体系传达青年团
重回家庭管理必没落

妇女团热诚有承担
丁才荣：盼更壮大年轻化

报导：李健全  



38 第50期

弘扬文化海南人自豪
马来西亚海南会馆联合会总会长拿督林秋

雅说，雪隆海南会馆是全国75个属会中，人力
和财力最雄厚的会馆。

她说，雪隆海南会馆不仅是我国华族弘扬
文化的标杆，多年来不断弘扬妈祖文化，也让
海南人引以为傲。

她说，天后宫是东南亚闻名的旅游景点，
每当她向海内外的海南人推荐景点时，首选必
定是雪隆海南会馆天后宫。

本会会长丁才荣博士指出，为了迎合未来
发展，本会去年向吉隆坡市政局提呈妈祖公园
发展计划的申请，并顺利获得批准。

“在此，本会非常感谢吉隆坡市政局的支
持，让本会可以更积极宣扬妈祖立
德、行善、大爱精神。”

他也说，本会计划提呈新的
申请，包括多层停车场及广场，把
原定建设广场的地方改为交通出入
口，并把广场移至大殿后方，以更
秩序化交通流量，更重要的是可以
减少影响居民的声量。

另外，周年晚宴穿插多项文艺
表演，包括雪隆琼青文艺团呈现的
华乐演奏、华族舞蹈、吉隆坡侨南
华小的大合唱、马来舞蹈、印度舞
蹈及独唱等，展现我国多元文化的
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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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会于2017年8月11日迎来创会128周
年、青年团51周年与妇女团37周年

纪念，走过百余年的本会，积极宣扬中华文化
及促进本地旅游业，推动妈祖文化更是有目共
睹。

吉隆坡市政局（DBKL）执行总监（策
划）拿督莫哈末纳吉代表未克出席的联邦直辖
区部长拿督斯里东故安南出席会庆晚宴时致词
时指出，市政局对本会多年来推动本地旅游业
发展不遗余力一事，表示感激。

他以本会的妈祖公园发展工程为例，指此
计划除了有助于带动隆市旅游业发展，更可以
为民众打造一个集旅游、休闲、基建于一身的
新景点。

报导：李佩玲、陈致良

雪隆琼青文艺团呈现的华乐演奏。

38 第50期

SGS（马）有限公司总经理Kenny Looi（右三）颁发ISO双认证予丁才荣。由莫哈末纳吉（左四）见证。
左起为陈孟龄和黄良友，右起为SGS（马）有限公司全国销售经理Eddie Hong、陈玉良。

宣扬中华文化有目共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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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会 获 得 由 英 国 皇 家 认 可 委 员 会
（UKAS）及马来西亚ISO标准分别颁发的ISO 
9001:2015品质管理体系与ISO 14001:2015环
境管理体系认证，而且本会更是全马首个获得
这两个最新版本ISO认证的社团组织。

●配合“妈祖下南洋·重走海丝路”海外
第一站吉隆坡活动，本会出版一本极具收藏价
值的《妈祖下南洋·重走海丝路摄影集》，并
于会庆当晚正式面世。

本会创会128周年、

青年团51周年及

妇女团37周年喜事连连！

●荣获13项马来西亚纪录大全的本会
再上一层楼，一连创下两项马来西亚纪录
大全，分别是“首站迎驾中国祖庙妈祖灵
身”纪录大全，以及“最大型文化游行队
伍”纪录大全。

●本会会长丁才荣博士与秘书长黄良
友为本会后山发展计划的妈祖公园主持预
先推介礼，让会庆喜上加喜。

丁才荣（右）和黄良友一起为
妈祖公园主持预先推介礼。

本 会 署 理 会 长 陈 孟
龄 （ 左 四 ） 颁 发 服
务 年 资 奖 予 本 会 资
深职员。

>> 会庆

三大机构成员齐切蛋糕，雪隆海南会馆128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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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一年一度的卫塞节，雪隆海南会馆
（天后宫）佛学会再次举办“三步一

拜，朝山拜愿”活动。大约700位善信在卫塞节
当天，从清晨6时开始聚集在乐圣岭山脚下，跟
随法师步伐开始全长近一公里的朝山活动。

负责主持的上空下源法师在完成讲解和
诵经仪式后，带领善信往天后宫出发。虽然活
动开始15分钟后天即不作美下起雨来。不过，
大雨无法浇息众人的信念，历经约2小时30分
后，大家顺利抵达天后宫，并进行回向仪式、
浴佛和点花灯等。

朝山拜愿是一种修持法门，其意义是让信
徒生起一种自愿力，朝着灵山的方向，以最虔
诚的恭敬心，三步一拜至达目的地。

与此同时，配合今年的佛历2561卫塞节，
雪隆海南会馆（天后宫）佛学会从5月7日至10
日主办卫塞节系列庆典。

报导：陈致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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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庆典活动包括顶礼“三千佛洪名宝
忏”祈福共修法会，“万盏心灯献如来”点灯
祈福法会、“浴佛”法会、许愿菩提、“佛陀
故事”展览以及朝山拜愿，祈愿国泰民安、灾
祸永息，福慧双修。

善信在上空下源法师带领下，徒步跪拜至天后宫。

700善信三步一跪
冒雨朝拜天后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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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国佛教杂志大力推荐
总编辑：天后宫是世界圣迹！

>> 宗教

2017年7月26日，斯里兰卡佛教杂志
《Mettavalokanaya》创办人兼总编辑

布希卡桑吉瓦拜访本会天后宫，与本会秘书长
畅谈在佛教事务上的合作事宜。

布希卡说，《Mettavalokanaya》是斯里兰
卡最畅销及最有权威的佛教免费杂志，自2014
年12月1日创办以来，已经外发行至40个国家。
该杂志是每期出版52页，内容精彩丰富，经常刊
登斯里兰卡及海外备受推崇的高僧专栏稿。

他声称，该杂志的宗旨是把正规佛教的各
类文章，透过平面媒体和网络媒体的平台向全
球各地散播讯息，以指引斯里兰卡和全球各地
的年轻人走向正道。

布 希 卡 也 是 该 杂
志 的 总 裁 ， 他 之 前 曾
参 观 本 会 天 后 宫 ， 对
于 天 后 宫 的 中 华 民 族
建 筑 文 化 深 感 钦 佩 ，
回 国 后 马 上 把 所 见 所
闻，以两个对开版、图
文 并 茂 ， 且 非 常 详 尽

雪隆海南会馆（天后宫）自2008年
起，每逢农历六月十九日，也就是

观音菩萨成道日，在本会天后宫举办规范化
的“集体上契”仪式，借此让父母了解上契的
真正意义，灌输父母教育孩子的正能量。

今年，本会同样是礼请灵市园林小筑住持
常闻法师前来天后宫，为70名“上契”信众主持
祈福仪式。信徒在简单而庄严的诵经及法师祝福
下，上契给观音菩萨，祈求保佑生活安康如意。

值得一提的是，雪隆海南会馆天后宫贯
彻“弘扬正信佛法，承传优良民俗文化”的宗
旨，已连续第9年举办集体上契仪轨。

常闻法师在开示时表示，上契仪轨是中华
文化传承的一部分，迄今已经走过千百年历史，
主要是灌输善信亲近和接近正能量的意识。

70人上契红披庇佑
连办9年灌输正气
报导：陈致良

常闻法师亦连续第二年把红披挂在善信
身上。雪隆海南会馆秘书长黄良友表示，“红
披”取其“庇佑”的谐音，这是本会集体上契
仪轨的特色，保佑上契给神明的善信能够获得
眷顾，并鼓励善信在上契仪式之后，时刻学习
神明为善和处世待人的美。

常闻法师把红披挂在小朋友身上，寓意庇佑孩子
健康长大。

报导：张玳维

地刊登在最新一期（2017年7月8日出版）的
《Mettavalokanaya》杂志里。

他在文中赞叹道：“这个综合佛教、道家
和儒家元素的庙宇，建筑宏伟壮观，乃是现代
化建筑和传统建筑设计的成功混合体…天后宫
无疑是世界的圣迹，亦是佛教、道家和儒家的
神奇庙宇。”

《Mettavalokanaya》杂志有
关本会天后宫的精彩报导。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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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雪隆海南会馆（天后宫）婚姻注册
组举办的第12届“看你一世都不

厌“婚姻讲座于2017年8月6日圆满落幕，共吸
引59对情侣与夫妇报名参加。

本会婚姻注册组主任周素心致词时表示，
幸福美满的婚姻生活是需要彼此用心经营的，
她也提到夫妻双方对于“性福”的期待之前
提，首先要了解自己真正需要的，是怎样的亲
密关系。她希望学员们都能透过两位老师的分
享，共同打造更有质量的婚姻生活。

这 场 婚 姻 讲 座 会 共 分 为 上 下 两 场 。 第

本会理事兼佛学会委员黄靖胜于2017
年7月11日接获国民登记局的来函

通知，正式受委成为本会婚姻注册组第三位
助理婚姻注册官，其任期为2017年7月5日至
2019年7月4日。

黄靖胜从事股票经纪行业，亦活跃社团组
织。他先后曾在雪隆江夏堂、巴生海南会馆、
巴生广东会馆、巴生黄氏宗亲会、隆雪海南文
昌同乡会担任青年团团长职。

对于自己受委，黄靖胜感到非常荣幸，同
时不忘感谢理事会成员的支持及信任，推荐他
申请成为助理婚姻注册官。他希望能籍此机会
协助提升婚姻注册组的服务效率，同时坦言能
为新人进行如此神圣和庄严的仪式并送上虔诚
的祝福，实属难得。

为了尽快适应并掌握注册仪式的流程细

一 场 讲 座 的 讲 题 为 《 婚 姻 · 美 满 · 性 福 》
， 讲 师 曾 奂 胜 硕 士 除 了 与 学 员 分 享 如 何 让
爱 情 保 温 和 表 达 爱 意 外 ， 他 更 透 过 了 短 片
与 学 员 分 享 正 确 的 “ 性 ” 福 观 念 与 秘 诀 ，
让学员“大饱耳福”。

第二场讲座本组则邀请国家人口及家庭
发展局（LPPKN）婚前辅导员兼“家庭两性讲
座”讲师陈云娟与大家分享《和谐婆媳关系》
课题。陈老师以小故事与案例的方式与出席者
展开互动，引导大家以一个同理心看待与处理
婆媳之间的问题。

性福靠彼此婆媳好相处

黄靖胜（打领带，站者）向助理婚姻注册官陈开
府学习婚姻注册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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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黄靖胜已经到婚姻注册处观察及实习，并会
在近期内正式投入服务，履行其助理婚姻注册官
之职责。

报导：卢盈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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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隆海南会馆（天后宫）婚姻注册组
於今年首次取谐音“我爱你”， 在

5月20日举办“520我爱你集体佛化婚姻注册仪
式”， 共有89对新人共結連理。

2017年遇上双春兼闰月，是传统的结婚好
年份，520这一天也被称为“网络情人节”，
是极具意义的一天。

本會婚姻注册组主任周素心在致词时强
调，“我爱你”三个字充满正能量，除了直接表
达爱意，更包含承诺与迈入稳定关系的期许，给
予心灵极大的推动力，进而突破生活中的难关。

报导：黄晓晶

马来西亚法炬人间总山高僧慧海法师受邀
为新人主持诵经、祈福洒净及开示，让新人接
受佛陀的加持及了解夫妻相处之道。

贈心心相印陶瓷相架
此次本会精心打造了一座古色古香的舞

台，有象征“爱情天梯”的红色梯级、寓意携
手步入幸福道路的红地毯、象征圆满幸福的牡
丹等布置，寓意及祝福新人从此过着幸福美满
的生活。

此活动也获得Lady J Wedding Fashion 
House 赞助新人裙褂和马褂，让他们穿上华丽
鲜艳的传统服装进行注册仪式。

本会特制“心心相印”陶瓷相架予每对新
人，同时也送上一包乌鲁雪兰莪峇冬加里驰名的手
工麻蓼及蓼花，寓意婚姻甜甜蜜蜜，心心相连。

新人接受慧海法师洒净祝福仪式，以期得到佛
祖加持，从此幸福美满。 新人们宣誓時高喊“我愿意”，随后戴上戒指， 

成为合法夫妻。

43

>> 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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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良友表示，本会能够获得ISO“双认
证”，仰赖全体理事与执行职员共

同努力的成果，但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本
会理事与执行职员不能墨守成规，必须与时并
进，时刻掌握新知识，才能与时代接轨，不致
于被淘汰。

他说，随着科技与时代的转变，每个人应该
不断地前进与学习，会馆也应如此，而唯有不断
进步，才能更好、更有效及更全面地执行工作。

“我们既然有了这个优质的体系，应该充
分利用与发挥，所以管理层及执行职员必须要
有自觉、自悟及自我醒觉之心，不断求进步，
而非抱有侥幸之态，结果只会导致整个组织受
到伤害，这是我绝对不容许，也不愿看到的。
今天的容许不等于永远。”

黄良友接受《海南之声》专访时指出，只
有老老实实、脚踏实地，努力学习才是王道，
才能与大家及组织一起成长。

“任何组织都有淘汰权利与制度存在，这
两者之间是最后，也是唯一的选择。”

完善管理体系，无忧人事变动
他披露，雪隆海南会馆（天后宫）于1889

年创立迄今已有128年，从传统体系，即以领
导人意愿为中心的领导理念到发展成拥有完整
操作流程，摆脱“家长命令式”的管理制度，
足以证明会馆积极朝着制度化的脚步迈进。

他说，过去传统会馆的管理方式是以领导

“管理层及执行职员必须有自觉、自悟及自我醒觉之心，
不断求进步，而非抱有侥幸之态。

雪隆海南会馆（天后宫）再次缔造记录，随着2003年获得ISO 9001:2000 品质管理体系认证

及2005年获得ISO 14001:2005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后，时隔12年，再度成为首个同时获得新版ISO 

9001:2015品质管理体系以及ISO 14001:2015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殊荣的华社团体。

无论对内部系统化管理，或者环境保护，本会皆肩负社会责任，而也是会馆未来必须承担的责

任及最终大方向。

或许，大家不太了解，为何本会极力追求ISO品质管理上的不断改进？就让当初主张以ISO管理

会馆的本会秘书长黄良友娓娓道来，告诉大家ISO对本会长远发展的好处。

人马首是瞻，这已经不合时宜，也无法充分发挥
团队精神，因此雪隆海南会馆必须打破旧式框
框，以先进、专业及更完善的管理方式经营。

“既然有了一套完整且全面的流程，那么
理事与受薪职员必须依据这个标准操作方式。”

他强调，唯有完整及系统化的管理体系，
才能跟着时代脚步跨进，即便面对人事变动、理
事退位及执行职员离职的情况下，会馆业务及行
政工作仍能正常运作，不会出现大变动。

努力学习ISO乃王道
忌墨守成规伤害组织

报导：李静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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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企划

黄良友披露，本会在维护与宣扬环保方面做了许多努力，
包括烧香处理方式、污水排放处理系统、种植大量植物等，并
希望日后能够引进污水处理系统，发展成循坏“再生水”。

他说，本会在后山第二期发展计划下肩负保护环境责任，
除了观景外，绿化环境、培植植物等也被纳入重点计划内。

“今年春节打造‘中华象棋文化思路”区，周围植物
就是自家培植。在整个种植与培植过程中，皆不采用农药
及化学肥料，尽量依靠适合的土壤及水份。”

他补充，本会也计划未来减少成本，以插枝的方式培
植更多植物。

“勿单看表面，就否决别人的努
力，这是肤浅的文化水平。“

划

大马纪录创举绝非偶然
黄良友：请勿质疑嘲讽

本会秘书长黄良友声称，本会能够获

得马来西亚纪录大全的肯定，绝非

侥幸，其背后所付出的努力乃有目共睹，故希

望外界不要以质疑、批判或嘲讽的心态与眼光

来看待。

“一个创举的成功，并非偶然，而是所有人

用时间、精神、精力、汗水与辛酸换来的。”

他强调，这些年来，本会凭着坚毅的努力

与崭新的思维取得马来西亚纪录大全的认证，

证明本会的努力与付出受到专业的肯定，“这

难道不是一种鼓励吗？不值得表扬吗？”

他指出，本会在取得每项马来西亚纪录大

全认证之前，皆耗尽人力、物力、人脉及创新

的思维，背后所付出可能是别人看不到的。

“当我们看问题或者事情时，应该深入浅

出、透视或了解背后真正的意思，而非单看表

面就否决别人的努力，这是肤浅的文化水平。

我们应该要以更宽宏的心胸来看待及鼓励别人

付出的成果。”

黄良友表示，一个小小的表扬，带来下一

个创造目标，这是一种推动力，也是鼓励，而

鼓励创新及创意，可以让青少年、族群及组织

后山绿化环境打造培植区

产生更多创意人才，而不是一味地做出负面的

攻击，根本毫无意义。

“我们在别人付出后给予赞赏与褒扬，是

尊重其付出的表现。”

本会过去8年已经取得10项马来西亚纪录

大全，随着今年取得的5项创举，本会共获15

项纪录，这是全国第一个，也是唯一取得最多

马来西亚纪录大全的华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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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华人的民间信仰组织、大小神
庙遍布全国华人城市乡镇，甚至有些

老社区的一条街、一个巷弄，会出现十多个大
小神庙、神龛；并且各自为政，各据山头。

这个社会现象，正面看来是信仰自由，民
主开放；反过来，则反映出华人民间信仰的乱
象，对制度化社会的认知、社会秩序、社区规
划的不足。

本文将侧重提出华人社会民间信仰的认知
及寺观庙堂管理问题，希望能够抛出拙见，引
来各界高人指点。

民间信仰？道教？佛教？
除了那些明确知道自己是佛教徒、伊斯兰

教徒或天主基督教徒的华人，一般人都在表格
上“宗教”一栏写上佛教或道教。可是，这些
平时在家里祭拜祖先、初一十五烧烧香，偶而
到神庙拜拜的“信徒”，该归类为佛教，还是
道教或民间信仰？这课题暂且交由神学研究者
去探讨，本文不作详细论述。

我国有众多相对正统的道观和佛寺，都由
有师承的道士或出家僧尼主持；基本上都有根
据其宗教仪典进行法事，一般上都无议论。其
他神庙如观音堂、佛爷庙等，是佛、是道，就
颇有争议了。笔者走访多间此类神庙考察，综
合其过去创庙历史、祭祀仪典等，提出观点，
作为讨论基础。

民间许多观音堂或观音亭的庙宇，一般上
都把佛教里的观音菩萨称为“观音娘娘”、观
音娘、佛祖嫲、观音大士、白衣娘娘等。这些

作者：李成金（文史工作者，乌鲁冷岳社区文物舘馆长）

称谓可以说是已经把佛教界的菩萨转化为民间
信仰或道教化的神明；同时，庙里都有祀奉其
他民间信仰的神明，如玉皇大帝（天公）、关
圣帝君、太上老君、土地公、拿督公等。

笔者发觉，其中部分观音堂已经逐渐佛教
化，庙里诵佛经，出家人入驻成为住持，传授
佛教经典教义，佛化仪典。上述的演变是自然
演进或有心人有意识地介入，姑且不作议论；
可是，却显示出我国华人社会对宗教的边界概
念的模糊与苟且心态。或者，这现象也论证了
学者所批判的华人拜神心态，指出华人的拜神
文化纯粹是个人功利为出发点，没有宗教哲学
所提及的“极终关怀”理念。

纵观上述案例，民间信仰或道教庙宇演
变成佛教道场的情况，导致民间信仰的祭祀场
所减少；或隐或显都引起有关社区的矛盾或冲
突，造成社区民众的分歧和隔阂。

神庙多由庙祝管理
我国的神庙，所祀奉的神明，绝大多数是

源自祖籍地的神祗；也因此导致神庙的分布也
坐落各籍贯如闽南（福建）、广东、客家、海
南、兴安、潮州等聚居社区内。

坐落于城市的庙宇也因善信和董事的经济
条件较好，庙宇会比乡镇的神龛小庙来得宏伟
豪华。其中历史悠久的百年老庙，都坐落于槟
城、马六甲和其他内陆城市。

我国华人源自中国华南区域，当年下南洋
的移民绝大多数都是教育水平不高的劳动阶级。
历经数代后，虽然教育普及，水平有所提高，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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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吉隆坡乐圣岭的天后宫管理
获得国际标准化组织的认证，每
年的祭典和文化活动也显现出管
理人拥有“走出保守框框，留住
传统，放眼世界”的理想。

神庙管理迫需变革
走出传统放眼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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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上对中华文化的认知却没有显著的进步。尤
其城市的传统华团和神庙，长期由商绅主导；管
理层专注在本身事业上，无暇打理社团和神庙事
务，神庙的管理都交由庙祝一手包办。

摧毁古迹是千古罪人
当然，也有一些杰出的个案如马六甲的青

云亭，其历史悠久，积累丰富的经验；管理层
在优渥的经济条件下，聘用专职人员处理日常
事务。其中最值得表扬的是，青云亭的修复工
程，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认证。

槟城潮州会馆管理的韩江家庙（见顶端大
图）也是一个成功的个案。这个由槟城的古迹修
复工程师陈耀威领导的修复工程，也同样获得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认证。当然，驰名海内外的槟
城邱公司龙山堂，其祠堂建筑的修复和管理，更
是我国历史古迹修复工作的良好典范。

位于吉隆坡乐圣岭的天后宫也是努力朝向
现代化的个案，虽然其宫殿式的建筑并不属于
历史古迹；但是，其管理确是获得国际标准化
组织的认证，每年的祭典和文化活动也显现出
管理人拥有“走出保守框框，留住传统，放眼
世界”的理想。

纵观以上数个予以表扬的案例，经济条件
优渥虽是强有利的因素，可是，决定是否能够
摆脱保守刻板思维，带领神庙组织走向现代化
的首要因素，还是归功予管理层的素质。

相对地，我国大城市有更多财力雄厚的神
庙组织，由于管理层的无知，又不愿征求专业
咨询，美其名进行老庙“修复”工作，其实是
破坏历史古迹，文物毁容。如此做法，浪费公
众捐输巨款已是不对，摧毁历史文化遗产
才是千古罪人！

至于位于我国乡镇的神庙，其管理参
差不齐，总的来说不甚理想。其中，资源
不足是主要导因，缺乏专业咨询也导致好
多神庙事务停滞不前。其中部分神庙，获
得理事或信众的财力支持，大肆扩建或重
建庙宇；把传统老庙彻底改头换面，里外
都看不出老庙的痕迹。

然而，一些乡区的小庙，由于是由埠
众管理，发挥群策群力的传统，扮演了凝
聚社区，守望相助的集体精神。

神庙管理应该现代化
我国华人社会已歷经数代，整体上经

济、教育水平都有提升；可是文化认知和文化实
践上还是远远追不上时代。华社民间组织承袭传
统的散漫保守，大家各自为政；礼貌上是互相尊
重，互不干涉；实质上是各据山头，画地自限。

一般上，神庙管理层都较少关心庙务发
展，或者只注重神庙的香火、香油钱的收入等功
利方面的考量。至于所祀奉神明的来历、神格、
祭祀仪典、神庙的历史背景等，都不甚知悉。更
甚的是，许多所谓大庙的显著社会贤达，借神庙
之名，攀官求荣，甚至藉此名利双收。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我国神庙组织迫
切需要进行一场变革，让传统神庙在祭祀文化
上更丰富，组织管理上现代化。在这前提上，
笔者建议可以根据区域（县、州）成立联谊组
织，互相交流；安排专业学者讲课，组织考察
团，访问友庙等長知识活动，促进大家对民间
信仰、神庙管理的认识。

我国的道教总会虽然成立不久，其绩效未
见显著；建议不必消耗精力资源在大型却虚妄
的活动上，应在传授道教教义或祭祀仪典的知
识上，协助提升理性认知。

至于神庙组织和管理的变革，祀奉同样神
明的庙宇可以成立联谊会或联合会的组织，拟
定组织规章、管理准则，推动友庙的规范化、
现代化进程。在专业化咨询方面，上述联合性
组织可以安排道教信仰、庙宇修复相关的道长
或学者成为顾问。 倘若神庙的变革进程彰显，
年轻人和知识分子将会更有兴趣加入，成为未
来的传薪新生代。

此文於2017年7月11日刊登在《当今大
马》新闻网站，本会获授权转载。

>> 特别企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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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月百年校庆护侨南
捍 卫 华 教 责 无 旁 贷

位於彭亨路的吉隆坡侨南华小一步一
脚印走过百年，当年凭着海南先贤

辛苦筹集资金把校舍建立起来，让学校逐渐壮
大，学生人数不断成长。不过，这段光辉岁月
已经成为历史，目前的学生人数逐年下跌，已
经是不争的事实。

雪隆海南会馆（天后宫）会长丁才荣博士
表示，侨南华小与国内许多华小遭遇同样的命
运，基于政策、社会与地区发展的多重因素，
当今的侨南华小走向了低潮，只有300多位学
生，逐步沦为微型华小。

他认为，侨南华小是大家共同拥有的华教
资产，捍卫华教之路，绝不退让，坚决不允许
一间位于吉隆坡心脏地带、拥有百年历史的“
老华小”走向没落。

“目前，我认为当务之急是借著校庆的百
年机遇，卯足全力，向社会大众释出一个非常
重要的讯息─爱护侨南，不仅是本会的责任，
亦是社会大众的共同责任，因为华教的发展，
跟大家息息相关，学生是一个都不能少，爱亦
是一点都不能缺。”

配合吉隆坡侨南华小创办100週年庆，由
雪隆海南会馆与侨南华小各单位组成的吉隆坡
侨南华小百年校庆嘉年华筹委会於2017年8月4

报道：李佩玲

日，在侨南华小礼堂召开新闻发佈会，宣佈百
年校庆的细节。

云逢豪：上有决策下有定策
侨南华小董事长云逢豪呼吁全体董事部、

家教协会和校友会叁机构，未来可以在“三个
组织、一个共识、一个目标、一条心”的共识
基础下，做到以下3点：

第一、必须同心协力朝“上有决策、下有
定策”方向迈进，卯足全力捍卫学校自主权以
及制定教学大方向；第二、全面提升学校软硬
体设备，打造学生优质学习环境；第三、提高
师资素质，采纳 新和多样教学元素，强化学
生学习认知，以挽回家长对侨南的信心，共同
带领侨南华小，昂头迈向未来第二个100年。

吉隆坡侨南华小百年校庆嘉年华的系列
庆祝和纪念活动，包括11月4日的“教学研讨
会”与“历史走廊”、11月12日的“火炬行” 
、“美食街”、“文化节”，以及11月18日
的“侨南百年校庆嘉年华晚宴”。

另外，侨南百年校庆嘉年华筹委会已经
架设一个面子书专页，并希望通过这个社交平
台，加强侨南人与外界的联系与互动，一起倒
数迎接侨南百年校庆的到来。

侨南华小百名学生大合唱团，将在11月18日晚宴上表演。

>> 吉隆坡侨南华小百年校庆嘉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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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侨南华小百年校庆嘉年华筹委
会主黄良友披露，他将配合本会与

侨南华小各单位的全体力量，通过吉隆坡侨南
华小百年校庆嘉年华系列活动，如火炬行、百
人合唱团、百年校庆特刊，以及旨在替侨南华
小缔造史上第一个马来西亚纪录大全的跨族群
民俗文化表演等，让民众更关注侨南华小。

“我们希望通过跨族群的艺术创意，为侨
南华小创造一个新惊喜；通过全校师生与家长的
配合，为侨南打造有史以来的百位儿童合唱团；
更希望通过11公里的火炬行路途，表达先辈们为
华教创建侨南，传承民族教育的伟大精神。”

黄良友也是雪隆海南会馆秘书长兼吉隆坡
侨南华小董事，他在新闻发佈会上指出，他期
望这种精神犹如火炬行从黑暗的清晨出发，借
著火炬的光明，一步一脚印走向亮丽的一天，
迈向更多的100年。

活动事项 日期和时间 地点

1. 教学研讨会、百年历史
走廊

2017年11月4日（星期六，早上8时至中午
12时30分）─教学研讨会

2017年11月4日（星期六，早上10时开幕，
每天开放参观）─百年历史走廊）

侨南华小礼堂（教学研讨会）

侨南华小教室（百年历史走廊）

2. 火炬行 2017年11月12日（星期日，早上6时开始） 雪隆海南会馆天后宫─侨南华
小，全程11公里

3. 美食街、文化节 2017年11月12日（星期日，早上8时至下
午5时）

侨南华小户外场地

4. 跨族群民俗文化表演（旨
在締造大馬紀錄大全的神
秘節目）

2017年11月12日（星期日，早上8时开始） 侨南华小户外场地

5. 百年校庆晚宴（重点推荐
100位儿童合唱团）

2017年11月18日（星期六，晚上7时） 侨南华小篮球场及户外场地

敬请大家通过以下的方式，全力支持吉隆坡侨
南华小百年校庆嘉年华：

1.报名参加火炬行（详情看下一页的火炬行报
名表格和火炬行路线图）
2.购买美食节固本（每本20令吉，亲领本会或
侨南华小购买）
3.当天亲自参与活动，爱吾侨南，爱吾华教
详情致电本会电话03-22747088，或吉隆坡侨
南华小，电话03-40235589，或浏览本会脸书
及网站，以及“吉隆坡侨南华小百年校庆嘉年
华”脸书专页。

备注：只要完成全程火炬行，在3个检查站（本
会天后宫、苏丹街本会旧址及Bandaraya轻快铁
站）获取3个彩带，即可在终点站之侨南华小免
费领取一枚纪念牌。

左起为张裕民、郑淑娟、符翔栋、吴世才、丁才荣、云逢豪、黄良友、符树瑶、陈玉良、吴惠珠、
林慧燕、陈孟龄和周世兰，展示百年校庆的宣传品。

冀 创 首 个 大 马 纪 录
制造惊喜加倍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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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JKC CHIAO NAN 100TH ANNIVERSARY 
ORGANISING COMMITTEE SJKC CHIAO NAN  

No 26-28, Jalan Pahang, Pekeliling, 53000 Kuala Lumpur 
TEL: 03-4023 5589    FAX:  03-40234719 

 

 

 

 Chiao Nan Torch Walk Registration Form 
      

Chinese Name   English Name   

    
My Card Age Gender H/phone No 

      

Address     Email 

      
Emergency Contact   Relationship   

 
   Category  :      A )   Open Group                B)  For Chiao Nan Students Only 

 

                                                     Fee : RM 50/=                    Fee : RM 10/= 
 

  T-Shirt  (Size)    
 

 

 
 Closing date for registration:  14.10.2017 (14th October 2017) 

:-  Payment shall be  made in favour of  “ SJK(C)  Chiao Nan ( Lembaga Pengurus ) ” 
                     : - Payment shall be banked into our Hong Leong Bank Account : 28300003266  
                          Kindly notify us by sending an email to: hainan579@gmail.com  , enclosing the proof for payment.  
                                                  

  Payment must be settled before the event 
The registration form must be submitted to the Treasurer  of  Organising  

    Committee for issuing receipt together with the fee 
 

Declaration 
 

……………………………………………..
 

I confirmed  that the above information is true and I have read and agreed  to abide all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as stated in 
the overleaf registration form.   I am medically fit and I am entering the event at my own risk and responsibility. 
 

…………………………….                                              ……………………………………..                                   …………………………….
. 

Signature                                              / (18 )                                        Date 
                                                                               Parent/Guardian signature (age below 18) 
  
                                                                                 For Office use only    

………………………………                  …………………………..           Payment by : Cash / online                                  
Cheque No :………………………… 

XS S M L XL X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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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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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lan Tun Razak Jalan Tun Razak 

Chow 
Kit  

Jalan Yap Ah Loy  

Jln Tun Perak  

Wisma Tan Chong 

Batu Road School 

DBKL KWSP 

MARA 

Hotel Plaza 

Federal Cinema 

 

Central Market  Tun Sambathan Complex  
 

Tawakkal Hospital 

Persatuan Hainan Selangor & WP           
(Thean Hou Temple) 

SRJK(C) Chiao Nan 

Grand Seasons Hotel 

    To 

            

 

ToTorch Walk 
 

5:30am  12-11-2017  11km 

Pusat Transit Gelandangan  

NanYeang Hotel Petaling Street Entrance  

Petaling Street Exit 

>> 吉隆坡侨南华小百年校庆嘉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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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裔校友沙菲艾泽（Shafiq Izzat），侨
南华小2008年毕业生，毕业后，他不

曾放弃学习中文，继续在中华国中展开中学生
涯，目前是拉曼大学中医系荣誉学士课程3年级
生，也是该系创系以来的第一位巫裔学生。

这是他2008年毕业后，第一次重返母校。
他表示，母亲是一名华校生，由于父母一直坚
持“华校生出路比较广”的教育理念，即便一度
面对亲友的质疑，父母还是让他报读侨南华小。

“母亲曾告诉我，在上学短短3个月内，
我就可以掌握基本的中文书写和沟通，这一
切归功于母亲的辛劳，在学校，老师用中文教
学；回到家，妈妈陪我做功课也以中文沟通，
就此奠下中文学习基础。”

他说，虽然本身是马来学生，但班上同学
没有将他当成“异类”看待。在班上，大家对
他照顾有加，尤其面对课业上的问题，师生更
会不吝啬给予教导，让他倍感贴心。

亲友冷讽热嘲  无阻学习中文热忱
沙菲艾泽是家中独子，相反地，偶尔会面

对同族亲友的冷讽热嘲，揶揄他“怎么中文说
得比马来文好”、甚至“你快被华人同化了”
。不过，沙菲艾泽坚持自己的求学理念和立
场，对于别人的误解和调侃，他从不理会也不
会放在心上。

沙菲艾泽不讳言，6年的侨南华小求学生
涯，让他得到的比失去更多， 难能可贵的是，
华小充实的学习环境，更开拓他的人生视野，对
未来人生规划，更加勇于接受不同的挑战。

，侨侨侨侨侨侨侨侨侨侨侨侨
他他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中学学生生生生生生生生
3年年级级级级级级级级

母校校。。
一直坚坚坚坚坚坚坚
便便一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
华小小。。。。
月内，

这一一一一一
中文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
沟通，，通

上同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学
大家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家对对对对对对对
师生更更更更更更更

报导：陈致良

提起侨南华小，老吉隆坡人会非常熟悉，
尤其是敦拉萨路的17楼组屋居民，侨南曾经辉
煌，属於隆市“名校”之一，装载著许多人的
美好回忆，但自从17楼组屋在2007年开始拆除
後，侨南的学生逐年减少，它不再是“名校”
，使它从普罗大众的记忆里渐渐被淡忘。

百年校庆唤起大家的集体回忆，配合百年

6年的侨南小学生涯，沙菲艾泽唯一的小
小遗憾，就是无法出席当年的小学毕业典礼。
小六评估考试（UPSR）甫结束，医生诊断沙菲
艾泽罹患脑末炎，接着可以想象的，就是送院
治疗，让他错过了小学毕业典礼。

虽然无法参加毕业典礼，不过，住院期
间，同学都来探病，这种同学之间的关怀，让
他倍感温暖，时隔多年再次谈起这段往事，那
份感动依旧深深熔印在心中。

坚持华校生出路广

巫 裔 中 医 无 悔 当 初

沙 菲 艾 泽 4 到 6 年 级 的 班 主 任 林 翠 珍 老 师
（左）和母亲的循循善导，是沙菲艾泽成长和学
习中文的最大动力。

校庆，本期《海南之声》访问多位侨南华小培育
的“名人校友”，除了大家最为熟悉的大马奥运
羽球男双银牌吴蔚昇，其实还有许多“名人校
友”，而且他们的确三四十年没有回过母校。就
让“名人校友”引导大家一起重温校园时光，回
首那些年之际，亦用坚定的信念告诉大家：“当
初咱们选择侨南，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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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州莲花苑区州议
员兼执业律师张

菲倩是侨南华小1993年毕
业生，品学兼优的她，曾
连续3年获选模范生，是师

大马1992年汤杯夺标功臣，目前担任
国家青少年羽球队总教练的关义明

（51岁）说，40年前，他与父母及5名兄弟姐
妹居住在帝帝旺沙花园，父母把他、2名姐姐及
弟弟送到靠近住家的侨南华小就读。他於1973
年入学，当时学生人数爆满，一个班级约有50
余人，可分成5 至6班，整个学校充满欢乐的朗
读声与嬉戏声。

自1978年毕业后，他不曾踏入校园；39年
后难得重回母校，让他感慨万分。身为品学兼
优的好学生，关义明除了是父母心目中的独立
孩子，也是老师校长眼中不可多得的学生，从
一年级至三年级都考第一名，四年级至六年级
则考取前三名。

基於学校当时没有羽球场和篮球场，只
有一个经常会发生水灾的草场，所以他的羽球
基础功不是源自侨南。然而，他天生就有运动
细胞，从不错过任何运动比赛，而且都有本事
摘下冠军，包括学校创办以来的首届乒乓赛冠
军，堪称学校的“体育小王子 ”。

感激恩师训练胆量
汤 杯 功 臣 侨 南 没 打 羽 球

关 义 明 翻 阅 毕 业 刊 ， 发 现 失 联 老 师 及 同 学 的 资
料，立即以手机拍下。

曾是班长及副班长的关义明，每天天未亮
第一个到学校，负责清理班上的卫生工作，他
还被选为巡查员，6年来一直坚守岗位，深得老
师的喜爱，他 喜欢陈玉英老师及历史课刘丹
微老师。其中，他深深感激刘老师，後者经常
叫他到教职员办公室当众表演，以训练胆量，
使他日后不会怯场，勇于发言。

律师YB校园伸张正义
品学兼优飞书阻霸凌

与五年级担任班长，由於性格“男性化”，非
常好动，老师委任她出任卫生管理员，而她也
表现特出，几年后就升做组长。此外，她还兼
顾图书管理员，并参加红新月会、羽球运动、
乐队、击鼓队等活动，表现非常活跃。

 “我 看不惯男生欺负女生，加上我是班
长，每次看到有男同学欺负女同学，就会帮她
们出头。”自此，班上的男同学都不敢再作弄
女生了。

访问地点约在侨南华小图书馆，这也是
张菲倩自24年前毕业后，首次踏入。从小立志
当老师与律师的张菲倩，觉得老师是伟大的工
作，敬佩之情早从一年级就开始。

“迄今我仍记得一年级的华文与道德教育
老师陈梦燕，对学生循循善诱，从不大声辱骂学
生，从不偏私，放学后还会自动请缨留下替成绩
差的学生补习，让我对老师这份职业充满憧憬。”

>> 吉隆坡侨南华小百年校庆嘉年华

长们眼中的好学生。不过，她认为自己是淘气的
捣蛋鬼，不但喜欢在校园内追逐玩耍，但若发现
女学生被“霸凌”，她会以“飞书”功夫拯救同
学，年纪小小，就发挥律师伸张正义的本色。

张菲倩形容6年的小学生涯是愉快、开
心、毫无压力，且不知天高地厚。她在四年级

张菲倩（右）24年後重返校园，左为校长林慧燕。

报导：李静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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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吉隆坡文良港的拿督何远平一家
人，与侨南华小渊源深厚。在何氏

家族中，何远平曾经出任侨南家教协会主席
职长达10年，而他的5名子女，先后在80年
代、90年代和千禧年，从侨南毕业完成6年小
学教育，两代人都对母校有着深厚的感情，见
证了侨南的百年起落。

配合“侨南百年校庆特刊”的邀约，家族
中的5名侨南人专程回到母校接受专访，他们分
别是何国健（40岁）、何晓慧（38岁）、何晓
翎（33岁）、何晓枫（29岁）以及何晓晶（27
岁），原来这是兄妹5人这么多年以来，第一次
一起回到母校。

哥哥国健表示，他们念书的那个年代，虽
然学生对老师的威严带有一分畏惧和敬畏，但
师生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那种如亲人般的感
觉，就是一种言语难以形容的学校归属感。

“虽然我们兄妹在不同的年代就读侨南，
但老师都会记得我们的姓名，也知道我们几个
是亲兄妹的关系，但绝对不是因为我父亲的身
份，而是一种老师对学生的那份关怀，或许因
为这分情怀，即便毕业后，我们仍保持联系，
尤其在那个科技资讯不发达的年代，这分师生
情更显珍贵。 ”

在5兄妹当中，国健与晓慧的年龄 为相
近，两人性格一动一静，哥哥动如脱兔，几乎
参与所有课外活动和运动项目；晓慧静如处

子，完全没有参加课外活动，而两人比起晓
翎、晓枫和晓晶，算是侨南早期的学生。

难忘曾亚霞老师
国健、晓慧和晓翎3人拥有一个集体回

忆，那就是已经拆除的两栋危楼，也就是许多
早期侨南学生口中绘影绘声的“鬼屋”以及旧
校舍。不过，如果再加上晓枫和晓晶，5个侨南
人聚在一起的共同话题，肯定离不开曾亚霞老
师。曾老师后来升职为副校长，而他们5兄妹都
在她服务期间，度过了侨南6年生涯。

或许诚如晓翎口中的年龄代沟，年纪较轻
的晓枫和晓晶，从来不会因为父亲是学校名人
而感到压力，晓枫甚至跟我说：“我告诉那些
不敢跟我交朋友的同学，我爸是谁，关你什么
事！”，显见她坦率的一面。

相反地，晓慧和晓翎会因为爸爸是家协领
导人的身份，时刻循规蹈矩，也会对各自在课
业上的成绩表现有所要求。不过，提到考试成
绩，5人异口同声说：“父亲从来没有给我们压
力，名列前茅的好成绩都是靠自己努力争取，
我们6年的小学生涯是轻松度过的。”

看着侨南从全盛时期走向今日的“落寞”
，兄妹5人非常期待“侨南百年校庆嘉年华”的
来临，并希望这次的百年校庆系列活动可以凝
聚校友的力量，重振侨南名望以及重拾家长的
信心，放眼母校再创另一个100高峰！

前家协主席5侨南儿女

齐吁凝聚校友重振威望

侨 南 何 氏 家 族
校友团 ，与校
长 林 慧 燕 （ 右
四）合照。

报导：陈致良

>> 吉隆坡侨南华小百年校庆嘉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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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

最小6最老84
 

报导：李健全

配合华人传统节日端午节的到来，雪隆
海南会馆妇女团定于2017年5月21日

(星期日)上午10时正，在雪隆海南会馆(天后宫)
礼堂举办“第30届丁酉年端午节裹粽比赛”。
这一年一度的裹粽比赛主要宗旨是推广及发扬
传统节日文化活动，提升年轻一代对传统手艺
的认识及了解。

当天比赛共吸引68人参加，其中36人参加
公开组，32人参加新秀组。 年长的参赛者是84
岁的公开组选手候亚冇， 年幼参赛者则是年仅
6岁的新秀组选手锺彦彤，两人皆获精神奖。

此比赛分为公开组及新秀组。新秀组只公开
给第一次参加此比赛的公众，不限年龄及种族；
公开组则不受参与次数的限制。比赛当天，每位
参赛者需携带3个自裹熟粽子以禾干草或棉绳裹
供现场评审用途，但不接受碱水粽。现场裹粽及
修饰规定10分钟内完成，报名费为每人10令吉，

序 姓名/组别 年龄
1 许巧华、蔡绣珊、蔡紫渝 66、38、12
2 颜玉兰、锺琪利、锺彦彤 70、33、6
3 陈高香、王向珊、庞浚恒 62、36、14
4 候亞冇、林丽群、林伊莎 84、46、11

每位参赛者皆获赠手礼以资鼓励。
为了吸引更多年轻朋友的参与，凡是三代

一起报名参加的家庭将获得礼篮一份。结果，
共有4个三代同堂的参赛者，包括精神奖得主候
亚冇和锺彦彤。

为了更积极推动此富有意义的华人传统文
化活动，主办单位也邀请其他不同籍贯的乡团
妇女组成为协办团体，一起为推广华人传统文
化而努力。协办团体有雪隆会宁公会妇女组、
吉隆坡永春会馆妇女组、雪隆河婆同乡会妇女
部、嘉应会馆妇女组、雪隆广东会馆妇女组，
惠州会馆妇女组、沙登乐龄俱乐部，以及侨南
华小家协与校友会等。

主办当局也举办“家乡风味粽子展销会”
，让公众可购买及品尝各式各样来自不同籍贯
的家乡粽子。同时也增设示范及教导裹粽摊
位，教导公众如何包裹粽子。

最 小 的 参 赛
者 锺 彦 彤 ，
小 小 就 会 裹
粽 子 ， 让 不
会 裹 粽 的 大
人汗颜。

最 年 老 参
赛 者 候 亚
冇 ， 宝 刀
未 老 ， 裹
起 棕 子 驾
轻就熟。

  三代同堂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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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隆 海 南 会 馆 妇 女 团 联 合 《 星 洲 日
报》及《光明日报》订于2017年6月

10日(星期六)晚上7时正，在雪隆海南会馆(天后
宫)礼堂举办第26届“养育之恩、永铭我心”父
母亲节联欢晚宴，吸引近700人参与，宴 70
席。

这个分外温馨的活动，主要宗旨是建立
温馨家庭，提倡孝亲敬老的精神，提供一个机
会，让作为子女表达孝心。从1992年 始，至
今在本会天后宫已经举行26届，其中有一位出
席者刘耀方（78岁）在晚宴前致函主办当局，
自称本身参加了25届，只缺席过一届晚宴。

所谓百善孝为先，平时工作忙碌
朋友们，我们有多久没和父母家人共
聚一起好好吃一顿饭？刘耀方在信里
表明：“主办单位为我们提供让一家
人相聚相惜的晚宴，非常有意义，有
你们真好，感恩。”

他感性地写道：“岁月无情，
人生无奈，好多父母步入高龄，现在
是为人儿女奉养父母，发挥孝心的时
刻，天地循环，无可避免，珍惜双亲
健在，好好孝敬他们，让年长父母感
受儿女的亲情、孝心，生活温馨，家
庭幸福。”

2 6 届 只 缺 席 一 次
7 0 0人全家幸福聚

报导：李健全   照片提供：星洲日报

为表示感恩及祝福，主办当局赠送礼物给
年龄达70岁以上的长者，让他们度过愉快的双
亲节， 年长的出席者是96岁的蔡凤莲和陈礼
城（90岁）。

为了鼓励年轻一代陪同父母出席，凡是四
代一起出席的家庭另获一份礼篮，今年也特别
增设另一个“五代同堂”奖项，可惜出席者无
法达到要求而悬空。

大会也精心安排一连串的舞台余兴节目，
其中包括雪隆海南会馆妇女团合唱团、歌手联
合呈献的歌唱节目、“孝道”故事演讲及舞蹈
表演等，让老年人度过一个欢乐的夜晚。

劉耀方一如往年，攜帶家人參與此項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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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

台湾逢甲大学交流团师生一行

20人于2017年7月13日莅临

拜访本会并进行交流，受到本会署理会

长陈孟龄、秘书长黄良友、青年团团长

邢福集及教育组主任郑淑娟的接待。

该交流团由逢甲大学邓钧文副教授

率领，并在拉曼大学管理与领导培训学

院院长郑明瑜教授穿针引线下，来到本

会拜访。除了了解本地华人社团的史迹

外，也了解更多妈祖的历史及庙宇的特

色。

双方在短短一个小时的交流中，畅

谈甚欢。本会也播放会馆简介及《妈祖

下南洋·重走海丝路》全纪录的影片。

在图文并茂的解说下，交流团的学生对

天后宫的发展和建筑特色留下了深刻印

象，并在问答环节中踊跃问答。

报导：张玳维、夏嘉玲

中国厦门广电网制作的《大马

华人庙宇》系列报道，重点

访问雪隆海南会馆（天后宫），让中国

观众深入了解本会天后宫极力推广的妈

祖文化，以及佛家、道家和儒家思想。

这项访问是由厦门卫视驻马来西

亚记者马跃，於2017年7月初所进行，

受访者是本会秘书长黄良友。

马 跃 在 报 导 中 说 ： “ 走 进 天 后

宫，可以感受到浓浓的中国庙宇建築特

色。屋檐上有龙有鹤，颜色非常亮丽，

融合南北两派建築风格为一体。除了中

式的建築风格，‘中国风’在天后宫里

也是随处可见，像眼前剪纸风格的二十

四节气铁板和这只大公鸡就是今年春节

期间特地製造出来的。“

逢甲大学20师生交流

厦视精彩报导天后宫

邓钧文（右三）赠送纪念品予黄良友（左三），右起为邢
福集、陈孟龄；左起为郑淑娟及郑明瑜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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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 记 二 战 历 史 教 训

篡改史实千古罪人
1945年8月15日，随着两粒原子弹

轰炸广岛和长崎后，日本宣布接受
《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
战终于结束。今天，2017年8月15日，正是
日本投降72周年纪念日，马来西亚纪念日据
时期殉难同胞工委会，秉持反对侵略战争、
珍惜持续和平的原则，再度举办二战时期惨
死同胞公祭仪式。

公祭仪式今早分别在吉隆坡广东义山“
雪兰莪华侨机工回国抗战殉难纪念碑”和吉隆
坡福建义山“纪念中华民国男女侨胞惨死坟”
举行。

雪隆海南会馆会长丁才荣博士是公祭仪
式的主祭生之一，他表示，根据历史记载，
海南人在马来亚抗日战争中扮演重要的角
色，不少海南人因抵抗日军而惨死，这正是
海南人宁死不屈的爱国体现，也是本会当初
积极发动二战公祭的原因之一。

清楚区分公祭和研究
他说，华团必需把“二战公祭”和“二战

历史研究”清楚地区分，公祭所要表达是爱国及
和平精神的承传，历史研究则纯粹是学术性的东
西，但由于两者缺一不可，故两者同时保存，才
能确保人们真正了解历史。 

“有了公祭的精神，我们才会深刻地领
悟，‘不是你在看历史，而是历史在看你’；对
于史实，我们绝不能篡改，我们要学习二战战败
国的德国，勇于承认过错及承担责任，并坚守史
实，绝不允许自己重蹈覆辙。“ 

他强调，日本人迄今 大的错误，就是不
愿意承认二战的罪恶之际，还蓄意篡改二战教科
书，意图误导国民，以致他们今天都无法在二战
历史课题上受到世人的尊重。

因此，丁才荣促请国内华团谨记教训，因为
任何篡改史实的意图，换来的不会是掌声，而是
历史千古罪人的唾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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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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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稿

2017年8月14日是世

界 “ 慰 安 妇 ” 纪 念

日，中国 后一位起诉日本

的“慰安妇”受害幸存者黄有

良，不幸于8月12日逝世，终

年90岁，始终等不到日本政

府的道歉。

黄有良来自中国海南省

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乙堆

村，当年日军在1941年到达

乙堆村，抓走正在收割水稻的

黄有良，将她强奸并关进慰安

所两年。后来，一名村民谎报

黄父去世，日军才放黄有良离

慰安所。

抗战胜利后，黄有良又

遭受村民议论，丈夫打骂，孩

子不理解，她悲恸地控诉：“

这不是我的错啊，我是苦命的

人！”

自2001年 始，黄有良

及8名海南籍慰安妇幸存者提

最后诉日慰安妇走了

海 南 妇 等 不 到 道 歉
出诉讼， 终日本法院承认事

件，但认为“个人无权利起诉

国家”， 终判黄等败诉。

黄有良愤愤不平，她曾

主动要求再次赴日本，她对媒

体说：“我腰弯了，路也快走

不动了。别说去日本，就是来

趟海口，都觉得很累。但只要

我动得了，就要去日本打官

司。官司打不赢，我死了都闭

不上眼呀！”

只要能动就赴日打官司
在漫长的诉讼其间，原

告只剩下黄幸存，可惜，她也

不幸离世。儿子胡亚前说，母

亲病患缠身，离世前2日几乎

没有进食。

黄有良的葬礼在其家乡

举行，葬礼按照当地黎族习俗

举行，亲属和村里乡亲为黄有

良老人送行。上海师范大学中

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

纪念馆、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

址陈列馆等为黄有良敬献花

圈。

在二次大战期间，跟黄

有良一样遭受日军欺凌的中国

妇女多达20万人，而根据调

查，日军曾在海南全岛设置慰

安所76处，仅在崖县、昌江

县、八所镇、那大镇的日军慰

安所，就有1300位以上的慰

安妇。

据悉，目前登记在册的

中 国 慰 安 妇 幸 存 者 仅 剩 1 4

人 ， 而 台 湾 的 幸 存 慰 安 妇

只剩下2人。台湾妇联趁著

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发起“一

人一心，一人一信”活动，

将信件寄到日本台湾交流协

会，希望日本政府向幸存的

慰安妇致歉。

整理：张玳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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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雪隆惠州会馆妇女组

暨青年团承办，本会

与雪隆31个团体共同协办的第29

届“您的一滴，救我一命”捐血

运动，于2017年6月18日在本会

天后宫举行。

当天报名捐血人数达1073

人 ， 惟 经 过 国 家 血 库 中 心 验 证

后，成功为国家血库捐血的数据

停留在841包血浆。虽然未达致

1000包血浆的目标，但成绩也相

当不俗，这八百多包血浆绝对能

帮助不少有需要的人。希望来届

一起再努力突破1000包血浆。

2017年7月21日，马来西亚世

纪大学孔子学院一行访问雪

隆海南会馆（天后宫），双方探讨中

国文化活动合作议案、雪隆海南会馆

会员儿女申请孔子学院奖学金，以及

吉隆坡侨南华小本土教师赴华培训事

宜。

雪隆海南会馆秘书长黄良友介

绍会馆的发展历史及作用。他表示，

希望今后雪隆海南会馆可以和世纪孔

院共同举办有特色的中国文化交流活

动。

世纪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陈

明辉介绍孔院所 展的教学活动、文

化活动，以及举办马来西亚“一带一

路”商务人员技能培训情况。他表

示，今后可以利用天后宫的场地 办

汉语班，让年轻一辈的华社子弟有更

多学习汉语和接触自己祖籍方言的机

会。

双方就雪隆海南会馆举办的“

妈祖文化新思路”国际研讨会进行交

左起为世纪大学孔子学院教师牟瑛副教授、侨南华小校长林
慧燕、黄良友、陈明辉，以及世纪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学志
愿者郑楚秋。

孔院莅访探讨双边合作

流，并探讨了加强雪隆海南会馆、侨南华小与孔子学院

的汉语教学合作事宜。

新闻来源：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官方网站

报导：李健全捐    包血拯救生命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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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会会员朱美莉行善不遗余力，捐献50万令吉作为本会妈祖公园发展计划用途，

以弘扬妈祖立德、行善、大爱精神。

她以先夫王国泮、本身、儿子王运雄、王运壮、王运旺、王运照及王运光的名义捐出

这笔费用。

她的家翁王兆松与丈夫王国泮曾任本会多届执委，为本会作出良多的贡献。

中国海南省旅遊发展委员会派出

一支拍摄组，於2017年8月25

日前来本会天后宫拍摄，以製作《海外华

人─我的根来自海南》节目。

本会署理会长陈孟龄接受拍摄组的采

访，深入讨论马来西亚海南人的生活、对

故乡海南省的情感，以及祖乡对海南人的

影响等。

报导：李佩玲

陈孟龄在大殿接受
拍摄队的访问。

我根来自海南本会拍摄

>> 会务

朱美莉（右二）移交50万令吉支票予会长丁才荣，左为秘书长黄良友，右为财政王少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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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隆海南会馆

会员意外保险计划 投保人名单

姓名 Name
会员号码
Membership

1 BEY NGIAM K16146

2 BOONG LOY HIN K16161

3 CHAI MUI NEONG K16148

4 CHAN JING YING K16228

5 CHAN MING JIE K16235

6 CHEA SUN KIW K 6913

7 CHENG KOK MEI K16143

8 CHEW AH ENG K16199

9 CHEW HIEW MING K16136

10 CHEW THIN DUON K16254

11 CHIANG LEONG LI MIN K16108

12 CHIANG LEONG SUAN 
YONG

K16107

13 CHIN FOONG MEI K16166

14 CHONG HENG JUAT K16168

15 CHONG KIA BEA K16102

16 CHOO MEE LEE K16227

17 CHOO MOI HONG K16234

18 CHOO SIAU JEE K16239

19 CHOO SIAU VUOI K16233

20 CHOONG KIAN KEAT K16117

21 CHOONG KIAN WAI K16118

22 CHOW SUNG JOO @ 
CHEW ENG

K16126

23 CHU AH DONG K16177

24 CHUA KOW HOE K16194

25 CHUA MIANG KIAW K16186

26 CHUA MONG LENG K16187

27 DOMINIC HENG JEE 
SENG

K16271

28 EZRA CHIU KIAR 
HOONG

K16105

29 FOO AH FAH K16158

30 FOO AH SING K16175

31 FOO HUI SHAN K16256

32 FOO HUI YIN K16257

33 FOO LEAN CHEN K16173

34 FOO LI PENG K16222

35 FOO SEE CHUAN K16185

36 FOO SHI DIAN K16238

37 FOO SI HING K16183

38 FOO SIANG WEI K16223

39 FOO SIANG XIAN K16226

40 FOO SIONG CHOONG K16101

姓名 Name
会员号码
Membership

41 FOO TEE KEAT K16242

42 FOO YEE SEONG K16184

43 FOO YOKE CHENG K16100

44 FOO YOKE WHA K16141

45 FOO YONG FOK K16258

46 FOONG MEE WAN K16133

47 FU CHION LI K16255

48 FU CHIOU YANN K16253

49 FU HUI CHIN K16250

50 FU HUI LING K16249

51 FU SHYANG YONG K16213

52 FU TYH KUANG K16212

53 GIAM TONG BOO K16196

54 GOH CHIN WAI K16217

55 GOH CHONG HAI K16220

56 GOH CHONG LAM K16219

57 GOH JONG HOU K16259

58 GOH JONG KIT K16260

59 GOH JOON YEOW K16263

60 GOH MUI LENG K16247

61 GOH NAI TIEW K16261

62 GOH SIAU CHING K16149

63 GOH YOKE MENG K16155

64 GOW AH THAI K16178

65 HAN CHIK KUANG K16270

66 HEAM SION LENG K16157

67 HO HWEE ZEE K16248

68 HO WENG YEW K16162

69 JIAM TONG KIEW @ YIN 
CHOONG SIN

K16115

70 LAI KWANG TONG K16225

71 LAI KWONG LIONG K16224

72 LEE AH KIEW K16192

73 LEE AI LAN K16193

74 LEE CHEE KOON @ LEE 
SEY HON

K 4579

75 LEE CHOOI SIONG K16150

76 LEE KENG SUE K16267

77 LEE KIEW K16106

78 LEE KOK HENG K16172

79 LEE LEE KHIM K16125

80 LEE TUI FONG K16266

81 LEE XING KIM K16241

姓名 Name
会员号码
Membership

82 LEE XING MEI K16240

83 LEE XING PING K16221

84 LEE YAN CHING K16231

85 LIAM GUAT HOOM K16159

86 LIAN NIA BAH @ LIM 
NENG ENG

K 2644

87 LIAU FOO SENG K16273

88 LIM HIE @ MAK YEW 
THONG

K16215

89 LIM JEE WAH K16134

90 LIM JOO MIN @ LUM 
YOW MENG

K16109

91 LIM LI YEN K16216

92 LIM MEI WAN K16229

93 LOKE SOON YEE K16163

94 LONG NGOH @ LONG 
FONG NOH

K16147

95 MAH JONG @ MAH MEI 
YONG

K 0835

96 MAH MING CHOO K16269

97 MOK MEI LIEN K16262

98 NAU HUI MAN K16244

99 NG LAN HENG K16189

100 NG LAN HEONG K16188

101 NGIAM SIOK PING K16232

102 NGIAM TEE TONG K16230

103 NGU HUI YING K16243

104 NIAM KEE WUI K16236

105 ONG KWEE CHOO K16129

106 ONG KWEE LAN K16131

107 ONG KWEE MOY K16130

108 PANG LEE LING K16207

109 POO YANG WAH K16167

110 POON JOY PUN K16113

111 POON JOY WAI K16111

112 PUAH CHENG TAU K16191

113 PUTT MUN CHING K16123

114 SEE JINN FOONG K16202

115 SEE THO SWEE KHENG K16160

116 SEE YEE PENG K16246

117 SIN PONG WEI K16114

118 SOO AH KIM K16245

119 SOO GUAT HUAY K16218

120 SUY SIEW LAN K 3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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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日期: 05/03/2017 - 05/08/2017 (18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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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Name
会员号码
Membership

121 TAN AH BAH K16211

122 TAN AIK MUND K16110

123 TAN AYE REIN K16138

124 TAN AYE YANN K16139

125 TAN AYE YEEN K16137

126 TAN BENG HONG K16179

127 TAN HEIN HOONG K16169

128 TAN HEIN MENG K16171

129 TAN HEIN WEE K16176

130 TAN HING HONG K16264

131 TAN HUI MEY K16170

132 TAN KIT HANG K16208

133 TAN LI HONG K16265

134 TAN LING LING K16180

135 TAN MEOW KIM K16252

136 TAN PENG K16214

137 TAN SEE CHOON K16210

138 TAN SENG ENG K16209

139 TAN SENG HOOK K16251

140 TAN TAI SUAN K16144

141 TAN YEE CHECH K16127

姓名 Name
会员号码
Membership

142 TAN YEE LONG K16124

143 TAN YING XING K16140

144 TAN YOKE SONG K16190

145 THAM HUI NEE K16142

146 TO HENG CHING K16181

147 TO HIN HUAT K16182

148 TOON KWEE LAN K16195

149 U SIAN LEE K16237

150 UI SUI YIEN @ WONG 
SUI YIEN

K16128

151 VOON WEI MENG K16132

152 WANG HUI JIOU @ 
WONG HUI JIOU

K16198

153 WANG MUI HWA K16120

154 WANG SOON FONG K16152

155 WANG SOON LING K16151

156 WANG SOON PEW K16154

157 WANG TEE JAK @ 
WONG TIE POK

K16153

158 WEE YAH SIAN K16205

159 WONG AH LAN K16197

160 WONG CHENG TONG K16135

姓名 Name
会员号码
Membership

161 WONG CHIN YAP K16103

162 WONG KOK CHOY K 6673

163 WONG KOK KEONG K 6672

164 WONG KOK LEONG K 6671

165 WONG LIAN SENG K16201

166 WONG MENG HONN K16274

167 WONG SHUI MEI K16272

168 WONG SIANG LING K16200

169 WONG SIEW TAI K16164

170 WONG SUNG SHINN K16174

171 WONG TAH KHUA K16268

172 WONG YEE CHOO K16122

173 WONG YEE KUEN K16121

174 WONG YOKE ENG K16116

175 WONG ZE YE K16104

176 YAM SEE YAP K16206

177 YANG AH CHEN K16145

178 YEOH MEI LING K16165

179 YEW AI LAN K16156

180 YIM PEI LIN K16203

181 YIM PEI NEE K16204

>> 会务

海南妈祖协会青岛喜相逢

本会於2017年5月1日至5月5日前往中国山东省青岛市出席首届青岛妈祖文化节时，於

崂工区港东码头与中国海南省妈祖文化交流协会的代表团相逢，他乡遇知己，大家

惺惺相惜，言谈甚欢。

右六起为本会会长丁才荣博士、中国海南省妈祖文化交流协会会长罗家善，以及双方的代表团成员，在
港东码头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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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华妈祖文化交流协会、中国民俗
学会、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湄洲

岛国家旅游度假区、湄洲妈祖祖庙董事会等单
位联合举办的“妈祖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全
球征文大赛正式启动。

妈祖文化蕴含“立德、行善、大爱”的精
神内涵及“平安、和谐、包容”的文化特征，
具有“ 放、多元、共赢”的海洋文明基因。
千百年来，妈祖文化随着海上丝绸之路在世界
海域上不断拓展延伸、传承升华，成为联结海
内外炎黄子孙的精神纽带。

在当代，妈祖文化是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的重要文化纽带，对推动民心相通、拓展
人文交流、实现互利共赢和促进世界和谐发展
有着积极的作用。

此次征文大赛要求：从妈祖文化在海上
丝绸之路上传播发展的历史、现状、远景，论
述妈祖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密切关系，重点
突出妈祖文化对于增进人民交流、促进民心相
通、推动和谐共赢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征文文体为学术论文（政论文、策论文、
新闻综述、诗歌散文不予参评）。本次大赛设
置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优秀奖和入围奖

每三年一度的雪隆海南会馆（天后宫）
妈祖灵身回銮祖庙谒祖进香考察之

旅，订於2018年4月8日（星期日）至4月12日
（星期四）展 。

随著“妈祖下南洋．重走海丝路”中马妈祖
文化交流会获得空前的成功，本会议决在2018
年妈祖灵身回銮中国福建省湄洲岛祖庙的活动
上，组织一个庞大的访问团前往湄洲岛。

本会自2002年从湄洲妈祖祖庙接灵回来
後，每三年一次回銮祖庙，本会欢迎会员报名参
加回銮团，一起见證本会全力推广妈祖文化的决
心和毅力。

详 情 联 络 秘 书 处 李 佩 玲 ， 电 话 0 3 -
22747088。

>> 特别通告

五个奖项。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将获得组
委会颁发的获奖证书和纪念品；优秀奖和入围
奖将获得组委会颁发的获奖证书。

一等奖1名，奖金9999元（約6470令吉）
，二等奖3名，奖金5000元（約3235令吉），
三等奖6名，奖金2000元（約1294令吉），优
秀奖若干名，奖金500元（約323令吉，入围奖
若干名。

作品以WORD或WPS电子文档格式，发送
至组委会专用邮箱：zhmzzw@sina.com。邮件
标题统一格式：“论文标题+作者姓名+‘妈祖
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征文大赛。”投稿截止
时间为2017年11月1日。

活动组委会成立征文大赛评选领导小组和
评审委员会，制定评审细节和评审工作流程，
组织权威专家、学者，按照公平、公 、公正
原则，对参赛作品进行专项评选，并以无记名
投票方式选出获奖作品。

大赛评比结果将在《中华妈祖》杂志和中
华妈祖网（http://www.chinamazu.cn/）等媒
体上公布。评比活动的获奖文章将汇编成册，
出版发行，并发放稿酬，而入围的优秀文章将
择优在相关媒体上刊登。  

妈祖海丝路全球征文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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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多年的学习、工
作实践，我想从三

个方面来谈致祭妈祖的文化内
涵。

第一：妈祖神奇的一生
据明末天启五年（1625

年）湄洲天妃庙，照乘编纂的
《天妃显圣录》记载，妈祖诞
生于北宋建隆元年（公元960
年）农历三月二十三日，出生
地是中国福建莆田湄洲岛，妈
祖诞生日，地变紫色，满室异
香，林家上空一道红光射入
家中，至弥月时，仍未听到

谢永建（中国福建泉州艺术学校前教务主任）

其啼声，故取名为“默”，因
为她是女孩，所以叫默娘。妈
祖自幼聪颖过人，识天象﹑通
医理﹑善舟楫﹑乐善好施，深
受邻里乡亲的喜爱。长大后，
她决心终生以行善济难为事，
矢志不嫁，专心致志地从事慈
善公益事宜，平时精研医理，
为人治病，教人防疫消灾。她
长在海滨，熟习水性，传说她
能乘席渡海，拯溺济难，深受
人们爱载。乐圣岭天后宫采用
漫画形式，绘画了妈祖神奇故
事，大家可以看看，我这里就
不详细讲述了。在宋太宗雍熙

四年（公元987年）农历九月
初九羽化升天为神。人们为了
纪念她，建庙奉祀。

第二：历代朝廷赐封、
赐匾缘由，看妈祖神格的提升

经考证，在长达一千多
年，历经宋﹑元﹑明﹑清朝
代，妈祖的封赐竟达79次，
封 号 长 达 6 2 字 ， 因 致 祭 关
联，我只讲第一次赐匾额；封
号从封为夫人至妃，乃至天
妃，天后原因。

妈祖第一次赐匾是在北
宋宣和五年，也就是1123年8
月，隔离她羽化升天己经136
年（这136年期间，妈祖多次
显灵，闽南一带民间已建庙拜
祭），而1123年，宋徽宗派
使者路允迪出使高丽（今朝
鲜国）取道东海，海上遭遇
风浪，8 艘船，只有大使船幸
免，因大使这条船的樯桅竿上
有女神作旋舞状，故而获救。
过后问船上的人，何以平安
时，当中一个名叫李振的莆田
人说，他身上带有妈祖之神护
佑，在危难中，一直念念有
词，祷告妈祖庇护，故而免遭
此难。大家赞叹不已，大使路
允迪还朝后，上奏朝庭，在北
宋宣和五年，朝廷赐妈祖庙“
顺济”匾额。这一次赐匾意义
重大，从地方神庙，成为国家
的庙宇。

>> 妈祖文化特稿

神格高列国家正典祀
须依传统宗法祭妈祖

登嘉楼海南会馆主席拿督邢福川（中）颁发纪念品予谢永建。左为筹
委会主席祝铭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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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封号是在南宋绍
兴 廿 六 年 （ 1 1 5 6 年 ） ， 离
赐“顺济”匾额相隔33年，
了。原因是朝庭南移杭州设
都，为稳定局面祭拜四方之
神，将妈祖封为“灵惠夫人”
，大家会问﹕妈祖未嫁那来夫
人称呼呢？原因是当时朝庭给
有作为的大臣封号时，他的夫
人也同样有称号，这封号告诉
人民，妈祖已经不是民间地
方的保护神明，而是有作为
护佑国家的神明。妈祖已从“
神女”﹑“神姑”上升至“夫
人”神位。

神位从“夫人”封号提
升至“妃”封号是在绍熙三
年，也就是（1192年），这
中间相隔有32年，原因是妈
祖解救莆田旱灾，从“灵惠夫
人”提升“灵惠妃”封号，说
明朝庭承认妈祖是“皇室”中
的人员。

神 位 从 “ 妃 ” 至 “ 天
妃”，已改朝换代，元朝至元
15年（1278年），相隔“皇
妃”封号已有86年，原因是
泉州知府莆寿庚投降元朝。莆
寿庚讲明是妈祖的旨意。妈祖
神格已提升至“老天爷的夫
人”，要比人间“帝妃”高上
一个等级。名曰“护国明箸天
妃”封号。

神 位 从 “ 天 妃 ” 提 升
至“天后”是在清代康熙二
十三年（1684年）此时相隔
封“天妃”已有406年，甚至
换3个朝代，原因是清朝施琅
将军收复了台湾，上奏朝庭说
能够收复台湾，不是我的功
劳，也不是三万大军的功劳，
完全是天妃显灵之神功所至。
故康熙皇帝给予妈祖“护国庇
民妙灵昭应宏仁普济福佑群生

天后”之封号。
讲了这些赐匾﹑赐封，

是为了说明一个问题﹕妈祖信
仰圈范围不断扩大，神格逐步
提升，历代天子通过塑造越来
越高的妈祖神格，目的是为了
治理沿海社会，达到天子天下
的稳定与融合。妈祖信仰已经
列入国家祀典的正典，所以祭
拜的规格，应遵循传统的宗法
祭祀礼仪。

三：致祭妈祖遵循中国
传统的国家（宗法）祀典礼
仪。

致祭妈祖要遵循中国传
统的宗法（国家）祀典礼仪，
那么什么是宗法（国家）祀典
礼仪呢？自夏﹑商﹑周以来，
国家已经制订礼仪典章，至今
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据周
朝《礼记·祭法》称﹕朝庭对
于宗庙，社稷典章制度有“五
礼”即﹕吉礼﹑凶礼﹑军礼﹑
宾礼﹑嘉礼，归纳起来，大抵
有四大类﹕

(1) 宗庙祖先（专指皇室
祖先）；

(2) 天帝；
(3) 日月星辰，山林川谷

丘陵（包括社稷）；

(4) 法 施 于 民 ， 以 死 勤
事﹑以劳定国﹑能御大灾捍大
患者。

所以，在春秋二祭，致
祭妈祖，不用道教，道教虽
属本土宗教，可他形成于东汉
后期，至今不到2000年的历
史，而佛教，是外来宗教，他
在唐朝还要派唐僧到西天取经
呢！算来也只有一千多年的历
史。而公元前两千年期间的
夏﹑商﹑周三代的天子都以祭
祀宗庙祖先﹑天帝﹑日月星
辰﹑山林川谷丘陵（包括社
稷）﹑法施于民﹑以死勤事﹑
以劳定国﹑能御大灾大患者为
头等大事。这一致祭传统到清
代都没有太大变化，宋代以
来，在致祭妈祖时，虽有本土
道教及外来佛教一些因素渗
入，但其本质是遵循宗法（国
家）的礼仪。而且，历代都有
《郊祀志》，其内容即为当朝
致祭神明的典章及具体 的礼
仪﹑祭品﹑礼器等等要求。

因此，根据史料记载，
并参照泉州天后宫陈垂成先生
编撰的《重订妈祖祭祀》一书
所提供的内容，我设计了致祭
妈祖祭典9项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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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祭妈祖礼仪9项：

始！（鸣钟擂鼓﹑纛
旗擎竖、明烛）；

大鼓吹﹑仪仗﹑仪卫﹑
乐生﹑舞生﹑主祭﹑主陪祭﹑
陪祭就位；

上香迎神；
三跪九叩；
三献礼（初献献花﹑亚

献献果﹑终献献帛）；
恭读祝文
呈献祝文（望燎）
举乐献舞﹑（奏德平之

章，献八佾舞）
礼成！
對於三跪九叩，拜拜不

只站着三拜，也不是跪着拜三
拜，而是一跪叩三拜，站起来
次跪再叩三拜，再起身又叩三
拜，这就是三跪九叩，是国家
正典确定的叩拜大礼！这叩拜
大礼显现受拜者受人敬仰的崇
高地位，在中国。不是皇室的
宗亲，只有文圣孔子、武圣关
帝、天上圣母妈祖才能享受此

高礼仪。

再来讲举乐献舞，在致
祭流程的过程中，举乐献舞也
是有所规定，中级献六佾﹑下
级献四佾﹑孔子是 文圣﹑关
帝是武圣﹑妈祖是天后，他（
她）们是顶级，同享八佾舞。
佾是队列的意思，八佾就是一
列八人，排成八排，64个舞
生右手持玉笛（象征尚礼﹑奏
德平之章），左手执龙杖羽毛
（象征意气风发）翩然起舞，
分别作出举﹑衡﹑落﹑交﹑

﹑合﹑垂﹑呈﹑中正平和姿
态动作，以庄重的场面，崇敬
的心情，表达对天上圣母的敬
意，同时，也是对妈祖庇护众
生慈悲大德的歌颂。乐生同时
用编钟﹑编磬﹑特钟﹑特磬﹑
排箫﹑琴瑟﹑笙﹑埙﹑龙笛﹑
鼓﹑敔﹑柷﹑箫风等古典乐
器奏出中和纯正的音乐与之伴
奏。

总之，妈祖祭拜列入国
家祀典，致祭妈祖时，须按传
统的宗法（国家）礼仪来呈
献，场面要典雅，氛围要端
庄。

后，我要引用元代泉
州府致祭妈祖祝文中的两句赞
词来结束此次座谈“万载歌清
宴﹑昭格殊未央”，女士们、
先生们，让我们世代宏扬妈祖
的立德、行善、大爱精神﹑让
世界充满和谐和友爱，谢谢大
家。

编注：此稿件摘自谢永
建老师於2017年4月17日，受
邀代表雪隆海南会馆天后宫，
担任登嘉楼海南会馆举办“妈
祖文化讲座会”主讲人之一
的演讲稿，主题是《万载歌清
宴，昭格殊未央─谈致祭妈祖
文化内涵》。

谢永建於1950年6月出生
于中国福建省泉州市，福建艺
术学校梨园戏表演专业系毕
业，曾担任福建艺校泉州分校
教师、泉州艺术学校教务主
任，他是福建省戏剧家协会会
员，亦是泉州地方戏曲研究会
会员，曾经主持许多中国和海
外妈祖文化活动，包括雪隆海
南会馆天后宫的妈祖诞祭典活
动。

>> 妈祖文化特稿



70 第50期

正如联合国《保护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公

约》所指出的那样，世代传承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要在“适

应周围环境以及自然和历史的

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

并以此“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

人类创造性的尊重”。600年

前，郑和七下南洋走过的海丝

之路，至今影响深远。它所闪

烁的海洋合作精神和前后三次

祭祀的妈祖，并由此而得以延

续的妈祖文化，已成为21世

纪建设海上丝绸之路民心相通

的纽带。

如 今 妈 祖 文 化 欣 逢 盛

世，如鱼得水，正以前所未有

融汇多元适应潮流
的自信，承载着新时代赋予的

历史使命——海丝之路，把郑

和曾经有过的海洋之梦，信仰

之力，合作之情，包容之心，

平安之愿，赋予新的时代要素

和新的文化内涵，她以海上“

和平女神”、“海上守护神”

和“文化使者”的主角， 始

走向时代的文化前沿，创造她

的文化未来。

2016年，有两件大事值

得记取：一是世界妈祖文化论

坛在妈祖的故乡湄洲岛隆重举

办，这个来自世界19个国家

和地区的国际性会议，提议“

妈祖下南洋，重走海丝路”，

不但再次表达妈祖“立德行善

大爱”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

而且传递推动民心交融，文化

往来，增进信任和文化认同的

真实愿望。以此凝聚全球妈祖

文化工作者，世界妈祖文化机

构和3亿妈祖信众，同时联结

侨心，发挥侨力，推动中外族

群的和平对话，努力扩大“海

丝朋友圈”，共同跳好“文化

广场舞”，合作唱好联谊主题

歌，将产生划时代的影响；二

是湄洲妈祖祖庙作为海丝文化

的发祥地，入选中国“海上丝

绸之路·中国史迹”申报世界

文化遗产首批文物点。这再次

说明，诞生于宋代的湄洲妈祖

和世代传承的妈祖文化， 启

了人类文明的相动与融合，传

播与交流，吸纳与再创，进而

成为全球妈祖信众的精神家

园。

海丝之路的启航，让妈

祖文化的立德观、行善观、大

爱观与中国“和平、合作、和

谐”的海洋观，象两座灯塔，

相互映照，这为妈祖文化弘扬

和再塑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

遇，她以“和平女神”和“文

化大使”领衔，成为国与国交

往的文化践行者，再次踏乘启

航的海丝之舟，在海丝沿岸国

家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据

统计，2014年至2016年，来

自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

越南、泰国、柬埔寨、新加坡

文：叶金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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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进香

团队达460多个，总人数达1

万多人次。

落实《湄洲倡议》
妈祖分灵，作为传播妈

祖文化的新亮点，而得到海

丝沿岸国家和民间的积极回

应。2016年仅从湄洲祖庙分

灵的妈祖达600多尊，比前年

增长30%。新增苏里南、意

大利等国家，使妈祖分灵的国

家和地区增至35个。

随着以湄洲岛为主体的

妈祖文化核心区和以丝路沿

岸国家为重点的妈祖文化幅

射区的逐步成型，以妈祖宫

庙为平台的宫庙互动也日渐

增多。特别来自海丝沿岸国

家的宫庙代表，宫庙团队陆

续不断，仅2015年2016年，

来自马来西亚、印尼、菲律

宾等国家的宫庙代表团就达

300多个。与海丝沿岸国家宫

>> 中华妈祖专区

庙互动，宫庙交流，成为妈

祖文化交流的又一新亮点。

据了解，现存在海丝沿岸国

家和地区的妈祖宫庙，包括

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等

国家的妈祖宫庙已达近500多

座，有的还与当地宗教信仰

相融合，形成包含妈祖文化

元素在内“混合型文化体”。

从历史上看，妈祖文化

的传播，直接或间接为海丝

沿岸国家所接受，所认同，

所敬仰，所信奉，其主要传

播路径是当地华侨华人和华

人社区持续的文化信仰，成

就了妈祖文化的跨界传承，

这为时下的海丝之路打下扎

实的文化根基和利于人文交

流文化通道，促进了环南海

妈祖文化幅射区的成型。

伴随海丝之路的不断拓

展，2017年将是落实世界妈

祖论坛《湄洲倡议》的重要年

头。以湄洲岛为中心区的妈祖

文化传播任重道远。建设国家

级妈祖文化保护区提上议事日

程，全球妈祖宫庙普查工作即

将 锣，绘制妈祖宫庙分布图

随之启动，湄洲祖庙按“海丝

申遗”标准要求正加快建设步

伐，务求一步到位。妈祖分

灵，将以海丝沿岸国家为重

点，同步推动。筹划中的“妈

祖下南洋，重走海丝路”的主

题正在分步实施，首批组成的

百人文化交流团队，将以马来

西亚、印尼、新加坡、菲律宾

等国家为首访对象，带动文化

交流的不断深化。

诸多举措表明，海丝之

路正以蹄疾行远的态势，健

步启程。伴随而至的文化使

者——妈祖，必将整合时代的

文化要素，融汇海丝沿岸国家

的多元文化而得到再创造，使

之成为适应于时代潮流，无愧

于时代期待，绽放于时代的文

化“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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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馆 庙 宇 混 合 建 筑
越南华人联谊场所

越南 古 称 交 趾 、 安

南，自东汉时期始

便与中国有商贸上的往来，宋

代大中祥符初年（1009 年）

即有华侨前往越南。明代郑和

下西洋 辟了中国海外交通史

上的新时期，也 创了华侨

发越南的新时代，并带动了越

南妈祖信仰的传播。越南的妈

祖文化也是通过华人传播的。

越南华人分布于全国各地，他

们建立会馆与妈祖庙合一的建

筑，作为华人联谊场所，使妈

祖信仰得到传播。

据目前所知，越南供奉

妈祖的会馆属会安 多，有会

安中华会馆、广肇会馆、福建

会馆、潮州会馆、凉府会馆、

边和七府古庙、堤岸中华理事

总会、叁山会馆、义安会馆、

琼府会馆、温陵会馆、霞漳会

馆等处。此外，还有胡志明市

的琼州会馆、五帮共同会馆、

温陵会馆，永隆市的天后庙、

沙沥天后庙与茶荣省小芹县天

后宫等，都建有供奉着妈祖神

像。 

越 南 会 安 西 北 建 有 一

座“生胎娘娘庙”，号称“广

南第一建筑”，始建年代不

详，庙左右有“锦霞”、“海

平”二宫。据该庙1626年所

立的碑记云：“锦霞居其左

也，祀保生大帝，以封神三十

六将配焉：海平居其右也，祀

天后圣母，以生胎十二仙娘配

焉。基址既宏，规模更古，为

南来创立之先。”生胎娘娘庙

至迟当建于立碑之年，而该庙

建立之时即有锦霞宫居其左，

海平宫居其右，因而二宫当也

建于同年(1626年)。所以，可

以肯定供奉妈祖的海平宫同

样建于1626年，即明天启六

年。这是目前所知越南 早建

造的妈祖庙。

此后妈祖庙逐渐增加。

遍布各地，尤以会安为多。通

过解读海兴省兴安市天后宫《

潮州府重修碑记》与河城行帆

庸粤东会馆《重修粤东会馆

碑记》，并结合有关资料推

测，兴安天后宫可能始建于元

代，后来潮州府官员还参与修

建.这也说明越南华侨华人对

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以及他

们对故国的深厚眷恋之情。

阿婆庙年收入上亿元
据南宋泉州知州洪迈的

《夷坚志》记载：“泉州人王

元懋……尝随海舶诣占城（

越南）……留10年而归。另

外，该书还有“泉州杨客为海

贾十余年”的记载。可见南宋

之前就有华人渡海到越南。早

期越南华侨在出国之时，限于

历史条件,为了海上安全,同样

祈求妈祖庇佑，1741年越南

会安的天后宫已经存在；光绪

年间，越南柴棍铺华商聚居街

建会馆，会馆里供奉着妈祖。 

在越南诸多妈祖庙中，

著名者当是胡志明市的穗

城会馆天后庙（阿婆庙），

其每年香火费的收入颇为可

观，有时甚至高达上亿元。该

会馆1993年被越南文化新闻

部确认为国家级历史文化遗

迹。1995年，该庙举行“庆

祝穗城会馆天后庙建庙230周

年典礼”并进行大规模兴工整

修，使这座独具广东建筑艺术

特色的古庙重焕光彩，也为提

岸当地的旅游经济作出贡献。 

文：亚晋

>> 中华妈祖专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