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2016 会讯 

刊头语刊头语刊头语刊头语: 

2016-2018 届理事会在组成之后决定以一年一期的方式出版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会讯》。出

版《会讯》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理事会与会员，以及会员与会员之间能够定期的有个互通有无的

管道，与时同时也借此过程整理和记录学会每年的重要活动和事务。 

《会讯》由理事会共同整理、编辑。这一期共分为四个部分：内部事宜, 公开活动, 书刊出版

和会员消息。这样的安排希望能够将学会遇去两年对内、对外、学术出版和有关学会会员的资

讯简单扼要向大家报告。其中会员消息的部份，难免有消息不灵通，以致于疏漏的地方，在此

请学会的各位先进同仁海涵。如果能够给于协助让大家知道您或其他会员的近期消息，则不胜

感激。学会理事的通讯电邮地址是：sgsocasianstudies@gmail.com。  

 

内部事宜内部事宜内部事宜内部事宜    
理事理事理事理事改选改选改选改选::::    
学会会员大会于 2016 年 8 月 27 日举行，选举产生 2016-2018 届理事会。在得票最高的 15 位

会员中，梁秉赋博士、明永昌、吴庆辉事先表明不会担任理事，所以新一届理事会的成员暂时

只有 12 位。不过，理事可以酌情推荐两三位受邀理事加入理事会，最多 15 人。此外，周兆

呈建议设立第三副会长一职，大家一致通过这项建议。2016-2018 理事会分工如下： 

会长 副会长 秘书 财政： 学术 出版 总务 

周兆呈 游俊豪 

杨佩华 

符诗专 

张森林 陈波生(正) 

章星虹(副) 

陈丁辉(正) 

陈煜(副) 

何奕恺 洪毅瀚(正) 

杨茳善(副) 

 

来年计划：来年计划：来年计划：来年计划：    
2016-2018 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6 年 8 月 27 日学会会员大会和理事改选后召开。

会议就未来一年之会务作成以下决议： 

• 例行的“文化沙龙”将继续在国家图书馆举办，由学术组负责统筹。 

• 学会在 2017 年将主办纪念学会成立 35 周年之学术活动。 

• 为了加强理事们的联谊并促进与国外同仁之交流，学会考虑不定期组织到访国外大

专学府和文化团体的代表团。 
 

公开活动公开活动公开活动公开活动    
公共论坛公共论坛公共论坛公共论坛：：：：    
2015 年 1月至 2016 年９月，学会共办了８项面向公众的活动，其中以 2015 年 4 月所举办之

“半世纪的新加坡”华语公共论坛为重中之重。这８项活动分别是： 

1. 2015 “半世纪的新加坡”华语公共论坛 



 
 

配合新加坡建国 50 周年，学会于 2015 年 4 月 11 日（星期六）在新加坡国家图书馆大厦 16楼

会议厅 The POD 举办“半世纪的新加坡”华语公共论坛。论坛从国家建设、人文发展、华语语

系三个领域进行讨论。演讲者包括刘太格、何启良、李慧玲、黄坚立、郭庆亮、蓝璐璐、汪来

昇、王润华、梁秉赋、柯思仁、李子玲。南洋理工大学终身荣誉教授、新跃大学新跃中华学术

中心主任郭振羽担任主题演讲嘉宾，南洋理工大学陈嘉庚讲席教授、人文与社会科学院院长刘

宏担任总结演讲嘉宾。李元瑾、周兆呈、游俊豪分别担任三场专题论坛的主席。 

 

文化沙龙文化沙龙文化沙龙文化沙龙：：：： 

2015 文化沙龙系列 主讲人 日期/时间 地点 

2. 新加坡消失中的美食文化 黄卓伦 07-02-2015(六）

2:30-4:30PM 

国图 5楼 

Imagination Room 

3. 百年马华、人文荟萃:  

介绍《马来西亚华人人物志》 

何启良 09-05-2015 (六）

2:30-4:30PM 

国图 5楼 

Possibility Room 

4. 古迹修复： 

粤海清庙 2009 至 2014 年的修复

工程 

杨茳善 15-08-2015 (六）

2:30-4:30PM 

国图 5楼 

Possibility Room 

5. 什么是亚洲电影? 张建德 07-11-2015 (六）

2:30-4:30PM 

国图 5楼 

Imagination Room 

 

2016 文化沙龙系列 主讲人 日期/时间 地点 

6. 《韩素音在马来亚: 行医、写作

和社会参与（1952-1964）》新书

发布暨演讲 

＊与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八

方文化创作室合办 

章星虹 24-04-2016 (六）

2:00-4:00PM 

国图 16 楼 

The POD 

7. 狮城掌故：昔日“小坡” 的万国

风情 

＊与元立集团合办 

吴庆辉 16-07-2016 (六）

2:00-3:30PM 

泖生活馆 

 

8. 《半世纪的新加坡: 回顾与前

瞻》新书发布会暨主编座谈会 

周兆呈 

游俊豪 

符诗专 

27-08-2016 (六）

3:00-4:30PM 

国图 5楼 

Possibility Room 

有关上述活动之详情，请浏览学会活动官网：

https://sgsocietyofasianstudies.wordpress.com/ 

 

 

书刊出版书刊出版书刊出版书刊出版    
《《《《亚亚亚亚洲文化》洲文化》洲文化》洲文化》：：：： 
第 39 期于 2015 年 8 月出版发行。 

第 40 期于 2016 年 9 月出版发行。 



 
 

    

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丛书丛书丛书丛书： 
《半世纪的新加坡: 回顾与前瞻》于 2016 年 8 月出版发行。 

 

会员消息会员消息会员消息会员消息    
近况发展近况发展近况发展近况发展::::    
周兆呈博士：于 2015 年 11 月 1 日卸下《早报网》主编职务，转而担任《联合早报》助理副总   

            裁（新兴业务）。 

 

黄梅贵先生: 于 2016 年 2 月赴中国厦门大学嘉庚学院任教。4月份嘉庚学院成立会计与金融   

            学院，黄梅贵先生受聘为院长。 

 

游俊豪博士: 于 2016 年 3 月升等为南洋理工大学文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并于 6月 29 日接任中文系系主任。 

 

杨佩华博士: 于 2016 年 3 月升等为南洋理工大学文学院艺术、设计与媒体学院副教授。 

 

章星虹女士：于 2016 年 4 月出版其新书《韩素音在马来亚: 行医、写作和社会参与（1952-   

            1964）》。 

 

明永昌先生: 于 2016 年 5 月离开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媒体集团。在同年 6月，与杨全龙先生    

            和莫美颜女士合著的饮食文化文集《咬文寻味》于新加坡书展推出。 

 

 

斯人已逝斯人已逝斯人已逝斯人已逝    
2016 年本会有两位资深会员先后往生。他们分别是廖裕芳博士和韩山元先生。 

 

廖裕芳博士（1936-2016）: 

本会会员廖裕芳博士于 2016 年 4 月 23 日紧急送院后抢救不果，享年 79 岁。廖博士曾任新加

坡国立大学马来研究系副教授的。本会前会长廖建裕博士于 4 月 29 日在联合早发表《回忆廖

裕芳博士》一文以纪念这位将“一生献给了学术”的老同学、老同事和老朋友。 

 

韩山元先生（1942-2016）： 

本会会员韩山元先生 2016 年 8 月 9 日（国庆日）早上 11 时 25 分过世，享年 74 岁。韩先生一

生热爱新闻事业，退休后以专注于文史工作，是本地知名文史工作者。本会会长周兆呈、副会

长游俊豪、杨佩华和理事章星虹、吴庆辉、杨茳善和何奕恺等代表学会前往治丧处吊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