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6 

马来西亚二战历史研究会 
（前称：马来西亚纪念日据时期殉难同胞工委会） 

2010 年度会务报告 

（2010 年 1 月 1日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 

 
（1）联办单位 

1. 隆雪华堂 2. 雪隆海南会馆 

3. 大马福联青 4. 雪隆广东会馆 

5. 华社研究中心 6. 雪隆潮州会馆 

7. 隆雪中华工商总会 8. 马来西亚留日同学会（中区支会） 

9. 马来亚南大校友会 10. 隆雪河婆同乡会 

11. 雪隆嘉应会馆 12. 雪隆惠州会馆 

13. 雪隆福州会馆 14. 雪隆广西会馆 

15. 隆雪客家总会 16. 隆雪陈氏书院宗亲会 

17. 马中经贸总商会 18. 隆雪中华百货商会 

19. 雪隆福建会馆 20. 吉隆坡广东义山 

21. 雪隆精武体育会 22. 八打灵再也华人义山公会 

23. 雪隆兴安会馆  

 

（2）委员名单 

顾   问  ： 拿督斯里林玉唐、拿督李剑桥、拿督吴德芳、陈友信硕士、 

丹斯里林源德、林忠强博士、黄良友 

法律顾问 ： 谢春荣、许嵄智 

主   席  ： 隆雪中华大会堂 翁清玉 

副 主 席 ： 雪隆广东会馆 吴志超 

雪隆福建会馆 强壮行 

雪隆海南会馆 符翔栋 

大马福联青 翁隆秋 

隆雪客家总会 叶德明 

马来西亚留日同学会（中区支会） 叶逢德（15/12/10 更换为潘力克） 

雪隆惠州会馆 黄运雄 

八打灵再也华人山公会 邱惠成 

雪隆广西会馆 黎明海 

雪隆潮州会馆 蔡别良 

吉隆坡广东义山 蒋礼谦 

秘   书 ： 华社研究中心 陈松青 

副 秘 书 ： 马来西亚留日同学会（中区支会） 陆培春（中文与日文） 

  马来西亚留日同学会（中区支会） 杨佐智（英文） 

大马福联青 傅珊珊（国文） 

财   政 ： 雪隆兴安会馆 郑桂珠 

副 财 政 ： 雪隆福州会馆 吴君辉 



187 

查  账 ： 雪隆精武体育会 杨贵福 

隆雪陈氏书院宗亲会 陈来生 

委  员 ： 隆雪中华大会堂 李福旺 

  隆雪河婆同乡会 黄振环 

隆雪中华百货商会 黄位寅 

马来亚南大校友会 李福生 

隆雪中华工商总会 林泰顺 

雪隆嘉应会馆 李瑞祥 

马中经贸总商会 蔡侨清 

 

（3）工委会议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简述简述简述简述    

11-5-10 

7.00pm 

第 1次工委会议 

 

出席者： 

翁清玉、吴志超、 

黄运雄、陈松青、 

陆培春、杨佐智、 

吴君辉、黄振环。 

1. 工委会成立已 15 周年，准备出版 15 周年纪念刊务，以

记载日据工委会于这些年来所做的系列活动，希望藉此

作为发扬与唤醒对历史的保存价值。 

2. 安排到柔佛 Paloh 的灵山寺察视日战时期日军遗下的石

碑，并计划将石碑运载回隆。需编写说明石碑的缘由。

致函灵山寺说明拜会与商讨石碑运载回隆一事。 

3. 会议决定再出版书刊。现有一本朱宗贤的《太平洋战役

闻录》和一篇中国摘录文章，考虑编入书刊内。 

4. 会议决定 2010 年不举办文艺晚会活动。 

5. 鉴于目前社会物价飚涨，各行业经济低糜，为免一些乡

团负荷过重，议决 2010 年联办费不收 RM1,000，只收

RM500。 

6. 接纳中马钟灵校友会通过电话联络退出日据工委会。 

20-7-10 

5.00pm 

第 2次工委会议 

公祭典礼讨论会 

1. 贵宾位置 

� 今年轮到南大校友会、嘉应会馆、惠州会馆及广西

会馆站于首排敬献花圈，学校则轮到吉隆坡中华独

立中学代表敬献花圈。 

� 强壮行负责贵宾入场带位，陈松青负责安排敬献花

圈贵宾位置。 

� 当天各工委必须早到墓园协助布置。 

2. 交流与展览 

� 8 月 15 日下午 2 点至 4 点，安排与海南岛的南侨机

工后裔交流，叙述当时的南工史迹。 

� 8 月 14 日假邵氏广场厅举办《南侨机工抗战历史资

料展》，上午 11 点开幕仪式。 

3. 其他 

� 郑桂珠征求到 RM1,000 赞助费，以采购公祭典礼当

天的祭品。 

� 由李业霖撰写公祭文两份（需付写稿津贴费），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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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超撰写主祭生与主席致词稿。 

� 今年适逢中国海南岛南侨机工后裔及中国广东省南

洋归侨联谊会前来出席公祭典礼，南洋机工处公祭

典礼需给海南岛一位代表致词与吉隆坡广东义山一

位代表致词。 

� 祭文两篇，南侨机工处一篇祭文由陈松青诵念，殉

难侨胞处祭文由杨佐智诵念。 

� 今年南侨机工处摆放 4 个大花圈（吉隆坡广东义

山、日据工委会主席、中国海南岛、中国广东省 4

个单位）。 

� 殉难侨胞处 2 个大花圈（主祭生与中国广东省各 1

个）。 

� 海外贵宾的交通安排由主席和秘书负责，财政随

同，建议补贴司机 RM80 交通津贴。 

15-12-10 

7.00pm 

第 3次工委会议 

 

出席者： 

翁清玉、吴志超、 

强壮行、潘力克、 

陈松青、杨佐智、 

李福生。 

1. 讨论 2011 年组织南侨机工车队行走畹町 

� 陈松青提呈明年活动之一“重走滇缅路”，预计为

期 1 个月的车队行程（2011 年 6 月 15 日至 7 月 15

日）。需预先和中国昆明市的汤晓梅女士接洽，及

查询当时是否举办公祭典礼，以便届时车队成员可

参与其盛。 

� 预计 20 部驱动车行走滇缅路，每部车 4 人，目前已

有 10 多部车队报名。与中国方面接洽谈妥后即可展

开宣传。 

� “重走滇缅路”费用每人约 8 千元至 1 万元，包括

签证、膳食与住宿，唯不包括汽油费。 

� 车队其他活动包括与当地南侨机工的后裔交流、主

办讲座会及参观当地的抗战遗迹。 

� 由陈松青负责草拟“重走滇缅路”缘起稿。 

2. 探讨日据工委会组织名称易名 

� “马来西亚纪念日据时期殉难同胞工委会”从即日

起，正名为：马来亚二战历史研究会 Malayan 

Second World War History Society。 

� 宗旨：收集资料、和平教育。 

� 正名原因：往后工作方向可能会和外国各相关的抗

战侨委单位作多方面的联系与接洽，再加上因外人

多不甚明了“日据工委会”原有的名称含义，同时

本工委会十多年来己完成拾骨、修辑墓碑、建碑的

工作，随着墓志铭与缘起碑的落成，任务可说己暂

告一段落。现转型收集抗日史迹与探寻南侨回国抗

战的历史遗迹，希望可多加研究与编纂成册，故而

正名之。 

3. 2011 年出版日据 15 周年纪念特辑 

� 成立 15 周年书刊编委会，以收集资料及编写出册。 

主任：陆培春；副主任：吴志超、杨佐智； 

委员：陈松青、强壮行、李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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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活动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简述简述简述简述    

14-8-10

至 

16-8-10 

 

10.00am-

9.00pm 

 

邵氏广场

大厅 

南洋机工回国抗

战历史资料展 

 
出席者： 

翁清玉、吴志超、 

黄运雄、强壮行、 

陈松青、杨佐智、 

黄振环。 

嘉宾：菲律宾大使馆总领事雷纳多波维拉伉俪、中国海南岛

华侨机工回国抗战历史研究会（12 人）、中国广东

省南洋归侨联谊会（7 人）、日本民间组织学者（20

人）、高岛伸欣夫妇 

1. 日据工委会原先接洽云南省档案馆，以商借“南侨机工

抗战资料图片”来马展出，后因时间紧迫，转由新加坡

国家资料档案馆惠借。 

2. 原订 8 月 12 日上午送到的资料，因被海关扣押而无法

顺利送到，几经周旋疏通和林家光先生的协助，后于

13 日傍晚 6 时 30 分由秘书陈松青赶往梳邦机场载回，

赴邵氏广场布置，始于晚上 12 时完成展览布置。 

前往协助布置者：工委副主席强壮行、委员黄振环、执

行人员蔡美莲、义务协助者吴友凭。 

3. 展览在 8 月 14 日（星期六）上午 11 时举行简单开幕

礼，由日据工委会总秘书陈松青致开幕词。 

4. 菲律宾大使馆总领事雷纳多波维拉伉俪出席开幕礼，由

副秘书杨佐智讲解展览资料内容。 

5. 主席翁清玉与秘书陈松青负责接待中国广东省南洋归侨

联谊会一众参观资料展。 

6. 下午 1 时设宴招待中国广东省南洋归侨联谊会一众成员

午餐；傍晚 6 时 30 分招待中国海南岛华侨机工回国抗

战历史研究会一众成员晚餐。 

 

15-8-10 

 

9.30am-

1.00pm 

公祭典礼 

 
出席者： 

翁清玉、吴志超、 

黄运雄、符翔栋、 

蔡别良、强壮行、 

叶德明、陈松青、 

陆培春、杨佐智、 

地点：吉隆坡广东义山与福建义山 

嘉宾：菲律宾大使馆总领事雷纳多波维拉伉俪、日本大使馆

彦田参赞、中国海南岛华侨机工回国抗战历史研究

会（12 人）、中国广东省南洋归侨联谊会（7

人）、日本民间组织学者（20 人）、高岛伸欣夫妇 

1. 今年邀请到丹斯里拿督童玉锦局绅担任主祭生，并认

捐 RM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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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桂珠、黄振环、 

蔡庆文、潘力克、 

林秋雅。 

2. 中国驻马大使馆苏强参赞休假回乡，委派其代表出席

公祭典礼，唯该名代表找不到地点，无法抵达出席公

祭典礼。 

3. 以往日本大使馆委派一等秘书出席参与公祭典礼，今

年参赞亲自出席公祭。 

4. 鉴于今年海南岛南侨机工后裔一众 12 人来马出席南侨

公祭典礼，增加悼念祭文一环，由李业霖撰写，秘书

陈松青诵念祭文。 

5. 今年公祭典礼人潮略比去年人数少，其主要原因适逢

各乡团举办祭典与活动，而无法前来参与此常年活

动。 

6. 中午 12 时 30 分于紫藤茶原筵开 5 席，招待海外嘉

宾。隆雪华堂会长陈友信特前来出席宴席，与来自海

南岛、广东省及日本的嘉宾暄寒一番。 

   

15-8-10 

 

2.00pm-

4.00pm 

 

隆雪华堂

楼上讲堂 

海南岛、广东省

及日本民间组织

学者与本地团体

交流座谈会 
 

出席者： 

陈友信、翁清玉、 

吴志超、黄运雄、 

陈松青、陆培春、 

杨佐智、郑桂珠、 

林秋雅。 

嘉宾：中国海南岛华侨机工回国抗战历史研究会（12

人）、中国广东省南洋归侨联谊会（7 人）、日本民

间组织学者（20人）、高岛伸欣夫妇 

1. 隆雪华堂会长陈友信致欢迎词，并感激中国广东省南

洋归侨联谊会十多年来的不辞劳苦收集抗战史迹，编

辑出版《赤子丹心》三卷本丛书。 

2. 会长陈友信与主席翁清玉分别赠送日据组出版的系列丛

书予海南岛、广东省与日本民间组织学者。 

3. 高岛教授、海南岛华侨机工回国抗战历史研究会会长叶

军、中国广东省南洋归侨联谊会副会长吴多杰各别叙述

父辈回国参与抗战事迹，以及其后回归寻根与收集资

料，再采撷编辑出册，当中所历经的心酸苦难。 

4. 现场由陆培春、杨佐智翻译解说，主持人为陈松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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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10 

 

11.00am 

 

隆雪华堂

贵宾堂 

接待海南省地方

志办公室拜访团 
 

出席者： 

翁清玉、吴志超、 

黄运雄、强壮行、 

陈松青、杨佐智。 

 

拜访团： 

许达民、程小斌、 

陈家传、游先军、 

吴晓红。 

1. 海南省地方志办公室（南侨机工）一众 5 人到马拜访

隆雪华堂日据工委会，以了解当年日军在马来西亚的

暴行历史，及日据工委会的成立经过。 

2. 海南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许达民表示此次是第一次

来马，并由海南省华侨机工推荐与接洽后前来。其主

要目的是想多了解南侨机工的这一段抗日历史，鉴于

目前中国大陆政府己经开始对南桥机工这一环节的历

史相当重视，同时也知道当年回国抗战的海外华侨以

马来西亚的华侨占大多数。而中国大陆与海南岛的一

些相关单位都一直在撷取关于这方面的历史资料，此

次前来除希望能收集此段珍贵的抗日史之外，同时更

希望双方在往后多联系与交流。并祈望明年到海南岛

相聚。 

3. 主席翁清玉于会上汇报日据工委会的成立经过，及日

据工委会的宗旨与工作方针。 

4. 交流会后，双方互赠纪念品。会后日据工委会于紫藤

茶原招待午餐。 

5. 下午 1 时 30 分工委会一众陪同贵宾到广东义山及福建

义山参观“南侨机工纪念碑”及“殉难同胞惨死坟”

墓碑。 

6. 日据工委会秘书陈松青向海南省地方志办公室一众，

讲解献地、建碑及每年举办公祭典礼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