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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保留和弘扬潮乐潮剧为使命
的南华儒剧社有限公司，本月中旬
邀请揭阳艺术学校的35名师生到我
国交流与公演，还安排艺校学生到
本地几所中小学与初院交流演出，
向学生介绍潮州音乐。

15日办周年庆宴会筹款
　　艺校的学生年龄介于18岁至22
岁，是受过戏曲训练的年轻人。他
们将到南洋女中、国家初级学院、
义安小学、阿里哇艺术中心、凤山
民众俱乐部的幼儿园、德明政府中
学和义安中学进行交流，也会在本
月17日与南华儒剧社一起呈献两场
音乐会“潮声响启”。地点在新加
坡大会堂，时间是下午3时和晚上7
时30分，只限受邀嘉宾。
　　去年转型为艺术团体的南华儒
剧社，将在本月15日庆祝南华儒剧
社53周年社庆暨南华儒剧社有限公
司成立两周年，届时将在莱佛士城
会议中心的史丹佛宴会厅宴请500名
嘉宾，并希望借助宴会再为南华筹
得50万元发展基金。

推出潮剧潮乐进修奖学金
　　南华社长兼董事会署理主席卓
林茂（69岁）说，南华去年首次办
筹款晚宴并筹得66万元。他们之后
申请政府的文化配对基金，让总额

团缘

南华儒剧社董事会成员在商讨这个潮剧团体未来的发展计划。左起是董事会副主席吴木兴、主席张建安、
副主席郭明忠、社长兼署理主席卓林茂和董事陈来顺。（唐家鸿摄）

　 　老板联谊会本 月5日（星 期
二）晚上7时，在科艺大厦总部举
办讲座：“建立持久国际情谊，打
开人生事业新格局”，由叶帆凯主
讲，主要分享中小型企业拓展业务
及管理经验。电话：67442651。

　　北城行本月16日（星期六）庆
祝鲁班先师宝诞暨150周年，中午
12时30分举行膜拜仪式，晚上7时
30分设宴联欢。电话：63480792。

　　福清会馆本月31日（星期天）
晚上7时，在黄金剧场举行第八届
“会馆杯”庆国庆卡拉OK歌唱比

赛，主宾是卫生部长颜金勇。电
话：62983222。

　　番禺会馆本月23日（星期六）
晚上，在国敦河畔酒店举行庆祝
会 馆 成 立13 8 周年 晚 宴。电 话：
62255152。

　　李氏总会与黄廷芳综合医院
下月21日（星期天）上午8时，在
会所联合主办健康检查活动，本月
9日（星期六）报名截止。电话：
62967388。

　 　天河同乡会歌唱班即 日 起
招 生 ， 唐 翎 老 师 授 课 。 电 话 ：
97488101。

与团共聚

　　新加坡李氏总会配合11月间的
“三禧庆典”，将于本月26日（星
期二）为宗亲举办“第五届李文献
医生杯高尔夫球赛”。
　　本届球赛配合三禧庆典展开，
奖品丰富，其中设“一杆进洞”大
奖，奖品是价值三万元的高尔夫球
会会籍。
　　李氏总会的“李文献医生杯”
高尔夫球赛，举办至今有10年之
久，每一届都得到李氏宗亲热烈响

应。本届球赛吸引马来西亚宗亲团
组队参加，截止日期前已额满。
　　李文献医生是前新闻通讯及艺
术部长，也是李氏总会名誉顾问。
球赛在胡姬乡村俱乐部举行，上午
11点30分开始，李文献将担任主宾。
　　李氏总会订11月4日至6日隆
重举行三禧庆典，庆祝成立110周
年、会所大厦翻新工程竣工及100
多年来首次在本地召开的“2016年
全球李氏恳亲大会”。

李氏总会庆“三禧”办李文献杯高球赛

　　新加坡中医研究院联合南大中
医于本月24日（星期天），举办首
届中医延续教育公开讲座“中医师
与医患纠纷”，欢迎中医师听讲。
　　三名主讲者为中医管理委员会
注册官暨中央医院行政总裁办事处
高级处长吴汉昇教授；新加坡医药
协会道德与专业中心授课导师、擅
长处理与医药相关法律事务的高级
律师周明娴，以及广州中医药大学
客座教授、曾担任新加坡中医管理
委员会道德组主席的黄种钦医师。
　　主讲者的讲座内容为：
　　吴汉昇教授：认识现代医学在
临床上的诊断知识，以避免发生医
患纠纷；

　　周明娴高级律师：本地中医师
应注意与执业相关的中医法令；
　　黄种钦资深医师 ：本地执业
中医师在临床用药与治疗方法上容
易忽视的问题。
　　讲座在卫生部二楼礼堂（16 
College Road）举行，入场免费，
新加坡中医管理委员会主席符喜泉
将任讲座嘉宾。
　 　 讲 座 下 午 2 时 至 5 时 3 0 分 举
行，听讲中医师可获得延续教育
学分（三分），届时备有茶点招
待 。 由 于 名 额 有 限 ， 有 意 听 讲
者请上网报名http://goo.gl/forms/
BTAAYKmpOE2A1lZ82。询问电
话：62913758。

中医延续教育讲座谈“医患纠纷”

南华儒剧社邀揭阳艺校
来新向学生介绍潮乐

揭阳艺校的师
生此行将会与
南华儒剧社一
起 呈 献 两 场
“潮声响启”
音乐会。

邓玮婷　报道
tengwt@sph.com.sg

　　ABC砖厂巴刹和熟食中心日前关
闭10天进行小型翻新，装置了新电视
屏幕和碗碟归还处，希望鼓励更多
人用完餐后自行归还碗碟。
　　翻新后的ABC砖厂巴刹和熟食
中心（ABC Brickworks Market & Food 
Centre）昨天正式重新开张。
　　这项花费约1万3000元的小型翻
新工程，包括拆除熟食中心内的四张
桌子和22张椅子，并将碗碟归还处
从以往的八个增至12个；装置三台电
视屏幕，通过短片鼓励公众归还碗
碟；在熟食中心的六道墙上画上含
有归还碗碟信息的壁画等。
　　ABC砖厂巴刹和熟食中心的清洁

卫生工作组主席廖俊生受访时说，
翻新过程中，他们将焦点放在碗碟
归还处的位置，让它们更显眼。
　　“我们特意把一些碗碟归还处
放在走道中央，以及把角落的归还
处往前移，更方便食客。我们希望
食客能更容易看到归还处，不会因
归还处摆得太远，而懒得动手。”
　　去年7月成立的清洁卫生工作
组过去一年观察其他熟食中心的做
法，也收集了摊主和食客的反馈，之
后在上个月20日至29日着手翻新熟
食中心。在这10天内，工作组的一些
成员也培训了熟食中心的清洁员工，
教导他们如何清理餐桌，并及时清
理碗碟归还处的碗盘。
　　丹戎巴葛集选区议员谢世儒医
生昨天主持开张仪式。他说，相对于

年轻公众，年长食客比较不习惯自
行归还碗碟。“为应对这个现象，我
们需要让归还碗碟的过程更简单。
因此，我们重新安排了归还处的位
置，也希望通过壁画和电视视频，不
断提醒公众加入这个行列。”

观察成效　再考虑推广
　　谢世儒透露，他们将观察新措
施的成效，不排除日后将它们推广
至女皇镇区的其他熟食中心。
　　另外，工作组也计划每个月的
首个星期天，安排20名至50名红山中
学和新加坡管理发展学院的学生、
居民和基层领袖等，在ABC砖厂巴刹
和熟食中心进行自行归还碗碟的宣
导活动，以及到附近组屋区捡垃圾，
提高保持环境整洁的意识。

ABC砖厂巴刹和熟食中心经过了10天的小型翻新后，除了增加更多碗碟归还处，还装置了三台电视屏幕和
人形看板，鼓励更多食客用餐后自行归还碗碟。（海峡时报）

达到130万元。
　　卓林茂说，他们将在今年的庆
典上宣布新的奖学金计划，让有兴
趣和有潜质的人在本地或出国修读
戏剧导演、戏曲化妆、头装设计、
戏曲舞蹈和音乐课程等，目的是为
南华奠定长远发展基石。
　　南华将把奖学金名额限制在一
年最多两个。
　　庆典当晚也会发布和推介南
华年轻董事苏章恺的新书《潮声留
影——新加坡潮州戏曲回忆簿》。
新书将回顾潮剧在新加坡的发展与
演变。南洋理工大学的师生则为南
华制作一段叙述南华历史的电子录
像，义安理工学院学生则负责设计
庆典特刊和请柬。
　　董事会主席张建安对南华儒剧
社有一定期许，希望它日后能成为

享誉国际的出色潮剧团。他表示自
己是潮州人，维护和推动自身文化
责无旁贷。在他眼里，族群文化不
单能联络乡谊，凝聚社群，还能优
化社会环境。
　　他指出，人人有文化，就能塑
造一个有文化气息的社会，让每一
个人都成为文化人。
　　张建安小时候热爱潮剧，年轻
时为拼事业没有太多机会接触，如
今事业有成，很愿意为潮剧出力做
贡献，例如协助培养新一代演员。
文化是民族的根，文化能传承价值
观，他希望潮剧潮乐能代代相传。
　　张建安指出，南华转型后得到
艺术理事会认可，除了获得种子基
金拨款，所筹的款项能申请配对基
金，捐赠者还能得到2.5倍税务优
待，这给南华增添“翅膀”。他相

信艺理会的监管将让南华运作更透
明和专业，这是南华能得到潮社支
持的主要原因。
　　董事会副主席吴木兴表示，他
支持南华是为了维护潮州文化与传
统艺术，他相信有了基金，南华就
能聘名师来教授潮剧，提升水平。
　　南华董事会财政林振文指出，
在科技发达、娱乐多样化的今天，
年轻一代与传统文化渐行渐远。
尽管传统艺术日渐式微，观众不断
流失，本地还是有很多不同潮剧团
体，他认为如果众人能借用南华的
平台，不分彼此的互相合作与互相
支援，对本地潮剧发展将有好处。
　　他指出，最起码可以共用布景
道具，分享师资。他认为既然都是
潮剧爱好者，要振兴这门艺术，就
不应分彼此。

ABC砖厂熟食中心桌椅“让位”给碗碟归还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