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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四会人与相邻县的广宁人一起，建立了不少的地缘性组织会宁会馆，1973年，马来西亚

会宁总会成立。四会人基于祖籍地颇具地域特色的阮梁圣佛信仰而建立不少的阮梁圣佛庙，而

四会人的会宁会馆与阮梁圣佛庙之间关系密切。会宁会馆是马来西亚华人社团中一种颇具地域

特色的地缘性组织，它们在团结本籍贯乡亲、传承华人文化尤其是会宁文化方面能够发挥重要

作用。同时，四会人以阮公圣佛、梁公圣佛及文氏贞仙为“主体神”的民间信仰，成为辨别该

方言群的象征，也是划分华人社会中各方言群边际的一种明显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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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huinese together with Guangningese had established a number of Huiningese Associations. In 
1973, the Federation of Hui Ning Associations Malaysia was founded. Sihuinese had also estabished 
many Ruan-Liang San Buddhist temples. There i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iningese Associations 
and Ruan-Liang San Buddhist temples. Huiningese Associations ca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uniting 
their natives and in carrying forward Chinese culture. Meanwhile, Sihuinese folk faiths, which Ruan-
Gong San Buddhist, Ruan-Gong San Buddhist and Wen’s Chaste Immortal are main Gods, became a 
symbol to identify the dialect groups of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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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2011年4月至2012年4月，本人在马来西亚访学，考察当地的华人社团及华人民

间宗教信仰。期间，对广东四会人在马来西亚的分布发展状况及他们特有的阮梁圣

佛信仰做过一些实地考察。本文即根据相关考察结果写成。

二、马来西亚的四会人及其社团

四会市（1993年之前为四会县）在明清时代属于肇庆府，目前属于肇庆市下辖

市。四会也位于广府方言区，当地人说广府话。

清代中后期，随着下南洋的移民大潮，四会籍人士也来到东南亚地区。早在

1869年，四会县华侨就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孟沙（Bangsar）地区建庙供奉家乡神阮公

圣佛、梁公圣佛、文氏贞仙。清朝光绪十四年（1888年），四会人来到吉隆坡的文

良港居住生活，并形成四会村。

大体上，目前的四会人主要分布在吉隆坡及周围地区、霹雳州，在槟城、彭

亨、森美兰、沙捞越、沙巴等州以及新加坡（历史上曾属于马来亚），也有少量分

布。

为了联络乡谊、团结互助、共谋福利，四会人与相邻县的广宁人一起，建立了

不少会宁会馆。1在槟城，会宁会馆于1889年成立，当时约有会员700人。（谢诗坚

2012：267-268）槟城会宁会馆可能是全马广东四会、广宁两县籍华侨最早的地缘性

会馆。2011年时，会长为林国强。

到了1924年11月1日，雪兰莪会宁公所成立，首届会长彭带君。1969年改名雪兰

莪会宁公会。1938年，会宁公所创办力行华文小学（在孟沙路），其后再创办育才

华文小学于文良港四会村。1956年后，设立小学奖励金、中学奖励金。1989年5月，

成立青年团，首任团长李汉雄。1973年时，雪兰莪会宁公会有会员1200多名。（雪

兰莪会宁公会青年团编委会1993：59-62）1995年，雪兰莪会宁公会更名为“雪兰莪

吉隆坡会宁公会”，简称“雪隆会宁公会”，会员范围涵盖雪兰莪州和吉隆坡联邦

直辖区。1999年9月，雪隆会宁公会正式成立妇女组，2002年成立妇女组合唱团。截

止2007年12月31日，雪隆会宁公会会员人数为894人。（雪隆会宁公会2007年）截止

2009年12月31日，会员总人数967名。（雪隆会宁公会2009年：1）

1	 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在平定岭南后，秦朝设置桂林、南海、象郡，同时，置四会、番

禺、博罗、龙川县，其中四会隶属桂林郡。据考证，当时四会县境包括今天的四会、高要、广

宁、怀集，以及三水、台山、新会、斗门等地的部分或全部。四会县不仅历史非常悠久，早期

辖区面积也很广阔。到了明朝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从四会县割出太平、橄榄、大圃、永

义四都地带，设置广宁县。广宁县历史很晚，而且其辖境原来也一直属于四会县。

	 在马来西亚，相对而言，四会人的数量明显要多于广宁人。因此，两县籍人士联合建立的会馆

也以会字开头的“会宁会馆”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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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家历史较早的四会人乡会是新加坡四会会馆，1925年创立，创建人吴炽

昌、谭乾生、林德、李二九、谭泗、严友、彭九、吴德、谭竹明、林星岐、龚湛

轩、龚桐圃、严华、周木等。次年，为吸引广宁人加入会馆，“四会会馆”改名 

“会宁会馆”。二战时会馆停办。战后，四会、广宁两籍华人再次创建“新加坡会

宁同乡会”。

在东马地区，1938年时，沙捞越会宁同乡会成立，发起人梁庆金、江璧垣、江

事贞、刘礼庭等，首任会长梁庆金。1987年，该会成立青年团；1990年代初，成立

妇女组。

随着四会、广宁两地人移民南洋地区人口的增加，更多的会宁会馆在二战以后

建立起来的。大约在1956年，霹雳金宝会宁同乡会成立（2012年8月，该会举行庆祝

56周年会庆）。沙捞越美里省会宁同乡会则于1985年成立，首任会长江金轮。1993
年，该会成立青年团，首任团长邓裕强。沙捞越古晋会宁同乡会大约在2001年成

立，首任会长江泽强。2011年时庆祝成立10周年。

为了联合团结全马的会宁会馆，1973年，马来西亚会宁总会成立。它是四会、

广宁两县籍华人社团的总机构。原名马星（星指星洲，华侨对新加坡的俗称）会宁

总会。首届理事长邓达三（新加坡），副理事长陈慕平（新加坡）。1973年，马星

会宁总会解散，马来西亚会宁总会重组并成功获得政府批准注册。1993年时，马来

西亚会宁总会有属会12家：雪隆会宁公会、霹雳会宁公会、金宝会宁同乡会、槟城

会宁会馆、霹雳太平会宁会馆、霹雳务边会宁同乡会、霹雳万里望会宁善后社、彭

亨文冬会宁同乡会、彭亨文德甲会宁会馆、森美兰会宁会馆、沙捞越诗巫会宁同乡

会、沙捞越美里会宁同乡会。目前属会增至15家，新加入了古晋会宁同乡会、沙捞

越民都鲁会宁同乡会、霹雳巴占会宁同乡会、霹雳马登巴冷会宁同乡会，但已无沙

捞越诗巫会宁同乡会。总会办事处一直附设于雪隆会宁公会。1993年，马来西亚会

宁总会与广东四会侨联在四会主办“第一届世界会宁联谊会”。2010年10月，该会妇

女组成立，首届主任申紟然女士（兼任总会副会长，雪隆会宁公会妇女组主席）。 

马来西亚会宁总会也设有青年团，首任团长谢水仁。

马来西亚会宁总会现任会长为拿督张业荣，原籍四会大沙镇隆伏张巷村

人。1940年出生于霹雳州务边，目前在怡保经营汽车业，是当地华社乡团中的一位

活跃领袖。他担任的社团职位有：马来西亚会宁总会总会长、霹雳会宁公会会长、

霹雳汽车银业公会主席、霹雳中华大会堂财政、泛马汽车银业联合总会副财政、霹

雳华人羽球公会副会长、霹雳太极气功十八式总会署理会长、马来西亚广东会馆联

合会永远名誉顾问、霹雳广东会馆名誉会长、霹雳会宁公会大学贷学金教育委员会

主席、霹雳刘关张赵古城会名誉顾问、万里望会宁同乡会名誉会长、万里望阮梁圣

佛庙名誉会长、巴占会宁同乡会名誉会长。（马来西亚会宁总会网站）

四会人颇具地域特色的民间信仰为阮梁圣佛信仰，四会人基于祖籍地的信仰纽

带而建立不少的阮梁圣佛庙，而四会人的会宁会馆与阮梁圣佛庙之间关系密切。



48          石沧金

三、阮梁圣佛信仰在马来西亚的传播与分布

四会人南来后，将原籍的阮梁圣佛信仰也带入南洋地区。阮梁圣佛信仰中包括

三位主要神祇：阮公圣佛、梁公圣佛、文氏贞仙。

阮公圣佛，原名阮子郁，四会陶塘铺周村人，生于北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
正月初九，自小就很有佛缘，能理解梵文经典佛籍。由于父母早亡，阮子郁只好投

靠其姊，为姊牧牛。据称他牧牛时只要画个圈，牛只就不会乱跑，草也吃不尽，他

则能另觅清幽的地方静修。1102年，禅宗六祖慧能现身为阮说法，选中凤凰山与阮

同修行。同年八月十四夜，阮子郁向姊姊要求洗澡，洗毕即匆匆离开。阮姊发现他

失踪后，遂领家人前往寻觅，在一头白牛的带领下，众人在荔枝树下发现群牛围树

而跪，阮则坐化于树顶。当时，阮子郁才24岁。阮姊回家后发现阮留下的洗澡水变

成黄金，遂以它们为阮子郁镶塑金身，奉祀于众缘寺中，后来该寺改称为宝林寺。

阮子郁成道后，曾多次现身护国有功，先后被封为“护国庇民大师菩萨”、“至圣

显应大师菩萨”、“慈应大师菩萨”，后来又多次显灵救民，加封“保康”及“昭

灵”名号。

梁公圣佛，本名梁慈能，四会马山都人，生于北宋哲宗元符元年（1089），幼

时因双亲贫穷无力养育而投靠姊姊。梁慈能羡慕阮公修道成佛，便前往参谒，某夜

梦见阮公说偈后便削发为僧，终日不语，如愚人，四处布施救济。北宋徽宗政和六

年（1116年），年方19岁的梁慈能，身穿黄袍、手持素珠，坐化于高平山。乡民商

议后，决定像对阮公一样，将梁公肉身供奉。梁慈能成道后，屡次显灵有功，获封 

“正大求应化师菩萨”及“高平得道化师菩萨”，后来加封“灵佑”与“普佑”名

号。

文氏贞仙，原姓文，四会贞山都人，自小嫁给鲍生，不幸丈夫死于虎口，文氏

服丧三年，并尽心尽力伺候家翁及小姑，无奈被父母强迫改嫁，遂逃到贞山修道。

唐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年），人们见到一座幡幢升上西南方，里头坐着一名妇女，

村民认定那是鲍文氏，遂于虚宫故址立肖像奉祀，并将该地名为“贞烈仙洞”。文

氏贞仙得道的年代远远早于阮梁二公，可是在所有阮梁公庙都处于配祀的地位，或

者是因为阮梁属于圣佛，他们与禅宗有一定的渊源关系，阮氏还学佛法于六祖慧

能，甚至与六祖同修，而文氏属于仙道，更多是以“贞烈”而闻名并被人敬拜；又

或许和重男轻女的观念有关。

马来西亚的阮梁公圣佛庙的分布主要在四会广宁籍华人集中的地区，共约12
间。（四会市宝林古寺网站）由于南来后的四会人主要分布于吉隆坡及其周围、霹

雳州、槟城等地，因此，他们建立的阮梁圣佛庙也主要分布在这些地区。在吉隆坡

地区，有四间奉祀阮梁圣佛的“兄弟庙”，分别位于甲洞、千百家新村、沙叻秀新

村及白沙罗新村。有人认为，具有120多年历史的沙叻秀公主花园阮梁公圣佛庙是吉

隆坡各“兄弟庙”的源头。但是，上述几座阮梁圣佛庙中，创建最早的却是甲洞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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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花园阮梁圣佛庙。

历史更为悠久的甲洞富城花园阮梁圣佛庙，庙中供奉的二佛一仙（阮公圣佛、

梁公圣佛、文氏贞仙）是1869年时由四会县华侨先带来吉隆坡孟沙建庙供奉。百年

之后的1969年，该庙搬迁到增江北区淡巴汉重建，2009年8月，再搬迁到甲洞富城花

园（《光明日报•副刊》2010年6月5日）。庙中除了供奉二佛一仙外，还悬挂有据说

为阮公受封时皇帝赐予的“加封牌”，加封牌也有百年历史，现在庙中所供奉者为

复制品。

建立历史很悠久的沙叻秀公主花园阮梁圣佛庙，它的原址并不在沙叻秀。早

在清朝光绪十四年来到吉隆坡文良港的四会人，他们将阮梁二佛及文氏贞仙从四

会的宝林古寺阮公庙请来，盖起了庙宇奉祀他们。1964年，文良港阮梁公庙在当地

锡矿公司压力下，被迫迁至淡马鲁路，1969年再度被逼迁，搬至现在的蒂蒂旺沙公

园处，1983年第三次搬迁时，才在沙叻秀邵氏园的政府地正式落脚。2000年，阮梁

公庙再次搬迁，在沙叻秀新村比邻的公主花园建起了富丽堂皇的中国北方宫殿式庙

宇。当年，沙叻秀公主花园阮梁圣佛庙举行了隆重的新庙落成庆典，并举办庆祝建

庙113周年活动。

1889年正式成立的槟城会宁会馆，之前名为会宁佛爷庙，早期庙内供奉阮公圣

佛和梁公圣佛的牌位。（谢诗坚2012：267-268）目前，该会馆内设有神龛，专门供

奉阮公圣佛、梁公圣佛和文氏贞仙三尊神像。会馆也经常举办庆祝阮梁公圣佛宝诞

的活动。

位于吉隆坡附近的白沙罗新村阮梁公圣佛庙，其旧址庙宇创立于1941年或更

早，白沙罗现址庙宇重修于1995年。白沙罗新村于1948年开辟之初，从吉隆坡班台

（Pantai）地区迁移过来的四会人形成了以该籍贯人士为主的社区。同年，在阮梁

公庙现址盖起了简陋的小庙，并将原来奉祀于班台的阮、梁二佛与文氏贞仙接来奉

祀。白沙罗华小原校也于同年创立。

白沙罗新村阮梁公圣佛庙殿堂内主祀神明为阮公圣佛、梁公圣佛与文氏贞仙。

左神龛奉祀雷王大帝神牌。写着：“玉封雷王老爷四位列尊神位”，配以对联书

着：“北阙恩纶加赐命，南滨赤子赖神恩”。奉祀雷王的庙址原本在白小原校，该

庙让位于学校后雷王暂无落脚处，只好寄居在阮梁公庙里。

白沙罗新村原来也是一个“四会村”，但现今该村村民中广东人及客家人占大

多数，他们虽然常常在阮梁公庙聚会，但大部分人对庙里神明与四会人的关系并不

太明了。

在马来西亚，其他的阮梁公圣佛庙还有八打灵千百家村阮梁圣佛庙、霹雳金宝

阮梁圣佛宫（属于金宝会宁同乡会）、霹雳怡保红毛丹阮梁圣佛庙、霹雳巴占阮梁

圣佛信徒会、霹雳务边新咖啡山佛爷庙等。2011年6月初，我们拜访霹雳怡保红毛丹

阮梁佛庙，见其中供奉两尊主神像，一为阮公圣佛，一为梁公圣佛。

由于是同属四会人的组织，各地阮梁圣佛庙与会宁会馆之间关系很密切。以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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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会宁公会为例，2007年时，沙叻秀阮梁圣佛庙举行赠医施药中心成立周年义卖，

雪隆会宁公会捐助300马币；同时，该公会捐助增江北区阮梁圣佛庙建庙（搬迁）基

金1000马币。2007年2月27日，雪隆会宁公会分别派代表出席八打灵千百家村阮梁圣

佛庙、沙叻秀阮梁圣佛庙和增江北区阮梁圣佛庙庆祝正月初九宝诞晚宴，并赠送贺

仪。同年6月2日，雪隆会宁公会派代表出席八打灵千百家村善後互助部庆祝成立61
周年纪念晚宴，并赠送贺仪。9月2日，雪隆会宁公会派代表出席沙叻秀阮梁圣佛庙

庆祝创庙120周年纪念，并赠送贺仪。11月3日，雪隆会宁公会派代表出席八打灵千

百家村阮梁圣佛庙庆祝周年纪念晚宴，并赠送贺仪。11月6日，雪隆会宁公会派代表

出席增江北区阮梁圣佛庙庆祝成立34周年纪念晚宴，并赠送贺仪。（雪隆会宁公会

2007年）

根据2009年的会务报告，雪隆会宁公会与各地阮梁圣佛庙之间的联系交往同样

很密切。2009年农历新年正月十四日（2月8日），雪隆会宁公会举行新春团拜，节

目有增江北区阮梁公圣佛庙醒狮团瑞狮表演、挥春比赛等。2009年，雪隆会宁公会

捐助沙叻秀阮梁公圣佛庙举行赠医施药义卖会300马币，乐捐白沙罗新村阮梁公圣佛

庙维修庙堂经费1000马币，捐助甲洞富城园阮梁公圣佛庙乔迁暨重建佛庙基金1000
马币，捐助沙叻秀阮梁公圣佛庙扩建佛庙基金1000马币，捐助务边咖啡山阮梁公圣

佛庙为务边会宁筹募教育基金100马币。

为提升会宁人在华社的声望，同时延续及提升各项活动的影响，雪隆会宁公会

成立各小组，其中包括成立梁公圣佛庙联络小组，该小组之下又分别设立沙叻秀阮

梁公圣佛庙联络主任（该庙2009年5月24日与雪隆会宁公会进行交流），大港千百

家村阮梁公圣佛庙联络主任（2009年10月18日，雪隆会宁公会拜访八打灵千百家村

阮梁佛庙），白沙罗新村阮梁圣公佛庙联络主任（2009年8月杪，雪隆会宁公会拜

访白沙罗新村阮梁圣佛庙，双方进行交流），增江北区新村阮梁公圣佛庙联络主任

（2009年9月杪，雪隆会宁公会拜访增江北区新村阮梁圣佛庙，双方进行交流）。

雪隆会宁公会同时成立协理小组，对象包括四会人聚居较多的吉隆坡周围的双

溪威新村、热水湖新村、八打灵千百家新村、蕉赖17楼组屋、万挠新村、增江南北

区。

2009年11月23日，雪隆会宁公会在雪隆精武体育会礼堂，举行庆祝公会成立86
周年，青年团20周年及妇女组10周年会庆晚宴。会庆乐捐贺仪芳名录中包括甲洞富

城园阮梁佛庙、白沙罗新村阮梁佛庙等。

2009年，雪隆会宁公会出席对外庆典活动，很多与各地阮梁圣佛庙有关，包

括：1月4日，出席沙叻秀阮梁公圣佛庙赠医施药义卖会；2月3日（农历正月初九）， 

出席增江北区阮梁公圣佛庙、白沙罗新村阮梁公圣佛庙、八打灵千百家村阮梁公圣

佛庙、沙叻秀阮梁公圣佛庙佛爷宝诞；同日，出席金宝会宁同乡会正月初九阮公圣

佛千秋宝诞联欢晚宴；9月6日，出席沙叻秀阮梁公圣佛庙122周年纪念暨筹募扩建佛

庙基金联欢晚宴；10月3日，出席甲洞富城园阮梁公圣佛庙新庙落成、佛爷及众神入



马来西亚四会籍华人的社团组织及阮梁圣佛信仰考察         51

座庆典仪式；11月8日，给务边加啡山佛爷庙筹募建庙基金联欢晚宴赠送贺仪；12月
26日，出席甲洞富城园阮梁公圣佛庙36周年纪念联欢晚宴暨新庙开幕典礼。

2009年5月24日，由沙叻秀阮梁公圣佛庙主席黄子杰率领的一行20人访问团，拜

访雪隆会宁公会，交流过程中，庙方邀请公会于2009年9月6日出席参加该庙庆祝122
周年所举行众神及佛爷出游活动。

2009年10月中旬，雪隆会宁公会所属会宁总坟修葺及美化工程完成，10月25
日，举行秋祭及旺山圆坟仪式祀典。邀请甲洞富城园阮梁公圣佛庙醒狮团参与圆坟

祭拜仪式。

在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中，四会人属于一个很小的方言群体。通过自身的社团与

庙宇网络，四会人加强了他们之间的人事联系，实现更紧密的团结互助。

四、阮梁圣佛庙的活动与特点

2012年2月18日，我们和雪隆会宁公会副会长、妇女组主席申紟然女士一起拜

访了沙叻秀公主花园阮梁圣佛庙，该庙建在在山坡上，颇有气势，主殿为两层楼建

筑。正殿中间神龛供奉阮公（中）、梁公（右）、文氏贞仙（左），背景画像中有

一颗枝繁叶茂的菩提树，象征该庙属于佛教系统。左边神龛供奉禅宗六祖慧能，右

边神龛供奉观音。庙中还设有藏经阁。实际上，既然以阮梁圣佛来命名各地所属庙

宇，表明四会人的阮梁圣佛庙应该是属于佛教寺庙。

不过，阮梁圣佛庙中又供奉属于道教的文氏贞仙，说明阮梁圣佛信仰仍然具有

华人传统的佛道混合的特色。而且，目前沙叻秀公主花园阮梁圣佛庙有跳童，可问

事，也可问病。

同一天，我们还拜访了吉隆坡千百家村（华人习惯称之为“大港”，为新村，

原有1000多家住户，故名，大多为四会广宁籍）阮梁圣佛宫，该庙先由四会请神来

安置在文良港，后搬迁至千百家村。正殿中间神龛供奉阮公（中）、梁公（右）、

文氏贞仙（左）。右边神坛上供奉有如来佛祖（最上一层）、玄天上帝、法主公、

观音、玉帝、太上老君（上一层）、杨戬、济公、关帝、齐天大圣、达摩等（下一

层）。再右边是当年太岁，再往右为财神，最右边是善财童子和五营将军。左边

供奉福禄寿三神。正殿上方有两个重要匾额，一个上写“阮梁圣佛宫”，边上刻有 

“中华民国九年季秋吉旦”以及“重修忠信弟子敬立”，表明该庙早于92年历史。

另一匾额上写“佛生家万”，边上刻有“民国九年孟春吉旦”。正殿外左边神龛供

奉华人普遍信仰的虎爷。

千百家村阮梁圣佛宫正殿中有两幅楹联：“佛缘广结渡众生		圣贤导籍居兴旺”、 

“真实不虚大慈悲度一切苦恼		意识无界空色相现五蕴光明”，表明阮梁圣佛信仰的

佛教色彩很浓厚。但是，庙中神坛上供奉属于道家系统的神祇法主公、玉帝、太上

老君等，或者兼属佛道的神祇关帝、济公等。该庙中还有跳童，可问事治病。该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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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上贴出的告示明确显示，每逢农历初一、十五，张公圣君、梁公圣佛、济公活佛

上童。后来得知，该庙的跳童很灵验，所以问事治病者很多，该庙香火很旺。我们

也亲眼看到该庙乩童作法时给人画符解难治病。跳童扶乩是道教的传统仪式。以此

来看，千百家村阮梁圣佛宫仍然是一座佛道混合的庙宇。

华人的传统民间信仰本来就具有佛道混杂的特色，在马来西亚，各方言群华

人的交流融合，更加强了这一特色。以法主公信仰为例，法主公是源自永春的地方

神，福建人常称他为“张公”、“张公圣君”。法主公本名张慈观或张自观，字克

勤。南宋高宗绍兴九年诞生于永福县（今永泰县）。少时学道，并以道法济世。绍

兴二十六年，与结义兄弟章敏、肖明一起，前往江西闾山拜师学法。五年后回闽。

南宋孝宗乾道四年，张、章、肖三道人在石牛山石壶洞降妖除魔。石壶洞除妖后，

三人开始收徒传法。南宋孝宗淳熙元年，三人再往闾山学道。孝宗淳熙十年，张慈

观在石牛山麓的九龙潭羽化。张、章、肖三道人全都羽化成仙后，乡人在石牛山石

壶洞开始建庙宇塑金身奉祀三人。石牛山石壶洞成为法主公信仰的祖庭。在我国，

法主公信仰主要流行于闽南（德化尤盛）、闽中（仙游尤盛）。

法主公是道教闾山派的一个代表性神祇。闾山派是流行于华南地区的重要道教

派别，其发源地及中心地带在闽北。闾山派往往以吕祖、法主公、临水夫人、妈祖

等神祇的名义施法，多采用跳童、符箓等仪式。福建人人口众多及影响力很大的马

来西亚华社中，随着闾山派影响的扩散，法主公信仰也在各种民间教派以及民间信

仰中不断传播。根据我们的田野调查结果看，法主公广泛出现在广东四会人的阮梁

圣佛庙、惠州客家人的仙四师爷庙和谭公爷庙、客家人的黄老仙师慈庙群、海南人

的水尾圣娘庙、福州人的探花府庙、福建人的九皇大帝庙和哪吒三太子庙，以及刚

刚兴起的真佛宗道场，等等。

法主公及闾山派仪式在阮梁圣佛庙中的出现，表明阮梁圣佛信仰可能受到了其

他方言群教派信仰的深切影响。

除了传统的宗教仪式外，各地阮梁圣佛庙也积极举办一些慈善公益活动，藉此

服务于华社，扩大社会影响。

2010年11月2日晚，甲洞富城花园阮梁圣佛庙举行“庆祝建庙37周年及一个马来

西亚团结晚宴”。首相纳吉出席并发表讲话。出席晚宴者包括教育部副部长拿督魏

家祥、国际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拿督慕克力、行动党甲洞区国会议员陈胜尧、马华

帝帝皇沙区会主席拿督蔡宝镪等。共有4千名各族人民出席“庆祝阮梁圣佛庙37周年

一个马来西亚团结晚宴”。（《星洲日報》2010年11月2日）活动表明，甲洞富城花

园阮梁圣佛庙是一座具有比较强大社会影响力的华人神庙。

2011年2月11日（农历辛卯年正月初九），怡保红毛丹阮梁圣佛庙举办庆

祝“2011（辛卯）年阮公宝诞晚宴”，以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巴占阮梁圣佛信徒会在推动华人传统文化方面也作出不少贡献，如成立狮团，

推动健康文化活动外，每年也举行布施贫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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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叻秀公主花园阮梁圣佛庙有施医赠药活动，有六位医师每逢周三晚义诊，设

有赠药部。

2011年2月2-10日，务边新咖啡山佛爷庙举办一系列公益和康乐活动，庆祝年度

阮梁圣佛文氏贞仙千秋宝诞和迎接农历新年。为了发扬佛教慈爱精神，该庙像往年

一样，在新年期间捐助该区需要公众协助的人士包括务边区贫苦老人、患上顽疾的

病人、残障人士，务边区三华小清寒学生基金和务边老人院。

1988年11月13日，怡保崇华独中主办“全霹雳龙狮大汇演”，为学校筹募经

费，参与演出的8个团体中包括怡保阮梁圣佛庙醒狮团、江沙昭惠庙醒狮团丶中华体

育会等。

至于白沙罗阮梁公圣佛庙在保卫当地华小的保校运动中的积极表现和作用，更

体现了阮梁公圣佛庙与华文教育、华人社会之间的深切关系。（周泽南）

白沙罗华文小学（简称白小）就在白沙罗阮梁圣佛庙的对面，中间隔一条马

路。白小的前身即华侨学校，是在阮梁庙理事的资助下成长起来的。2001年1月2
日，设备完好，学生及师资充足的白小校舍被政府锁上，政府否决了白沙罗新村小

区保留原有学校的意愿，强迫学生迁移到交通不便的新校舍，与其它学校“共校”。 

白沙罗村民和学生家长很快意识到保卫原校、把小区之“根”留住的重要性，遂成

立了“白小保留原校、争取分校委员会”，华人各团体政党也纷纷响应村民保校的

号召。家长们在阮梁公圣佛庙摆起了数张圆桌，挂了数块帆布充当间隔，盖起临时

教室。经过长达数年的保校行动，在村民和各界社团及教育人士的热心支持下，学

生们在庙地以空调货柜充当课室，学习环境获得改善，华文教育的香火得以延续。

因此，阮梁公圣佛庙被称为当地小区教育发源地及华文教育的堡垒，十分贴切。

2001年12月，白沙罗新村的保校运动先后荣获跨越种族的“马来西亚人权奖”

及象征为华文教育奋斗的“林连玉精神奖”，这无疑是对白沙罗小区捍卫母语教

育的坚持的肯定。随着诸多社会团体组织到白小考察访问、了解真相后，捍卫白

小教育权益渐渐成为小区运动的典范。白沙罗民众争取基本人权及小区权益的成功

活动，吸引了马来西亚全国各地小区及民众的支持；马来人、印裔社群以及具有社

会意识的各族大专院校生等等，先后到白小拜访考察，或支持、或取经；白小保校

运动成为深具代表性的全国议题，甚至吸引外国媒体前来访问报道。从某个角度而

言，白沙罗的阮梁公圣佛庙也是有史以来最多各族涉足的大马华人庙宇。（周泽南）

白沙罗新村小区在庙前广场上上演的壮丽的保校运动诗篇，是庙宇作为华社

小区活动中心的明证。阮梁公庙不单单是白沙罗新村村民祈福瑞求安宁的神庙所在

地，也是策划与执行保校运动的大本营。当庙里的舞狮团高举着一幅写着“保校保

庙保华教，为国为民为小区”横幅时，庙宇与小区的密切关系显露无余。（周泽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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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会宁会馆是马来西亚华人社团中一种颇具地域特色的地缘性组织，它们在团结

本籍贯乡亲、传承华人文化尤其是会宁文化方面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早期的庙宇寄托华侨浓厚的乡情及祈求平安顺达的愿望。同时，四会人以阮公

圣佛、梁公圣佛及文氏贞仙为“主体神”的民间信仰，成为辨别该方言群的象征，

也是划分华人社会中各方言群边际的一种明显符号。而从另外的角度看，特色鲜明

的四会人的民间信仰，也是该方言群加强内部团结、增强凝聚力的精神纽带。

根据我们在马来西亚各地华社所做的田野考察来看，混杂佛道儒三教成分、富

有中华传统文化因素的庙宇，普遍是马来西亚华裔的小区中心。民间宗教信仰深入

普通华人的骨髓和灵魂，神庙与华人息息相通、“血乳交融”，它们在华人中下层

社会凝聚力、动员力之强，绝非政党乃至社团所能比拟。神庙实际上就是华人社会

保护、传承自身族群文化的坚强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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