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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生会长提出三项工作重点

公会暨互助部于4月22日召开常年会员大会并举行两年一度的

选举，选出公会第62届执委会暨互助部第24届理事会，接着

于5月1日复选，产生新的领导班子。

新执委理事会于5月26日举行就职典礼，恭请永久荣誉会长/顾

问加曾宗长主持监誓，永久荣誉顾问汀洲宗长致勉励词。进生会

长颁发委任状予各股委员，晚间设联欢宴会，本地三间兄弟会及

柔佛梁氏公会受邀出席，席间觞觚交错，气氛融洽，为公会的光

辉远景干杯!

进生会长在就职典礼上提出三项工作重点:-

我们要乘胜追击，继续加强会务工作，进一步提高会员

的参与。这些年来我们已体会到我会的活动，能获得会

员的高度参与，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活动是以

家庭为核心而展开的。它成功的动员了我们会员的一家

大小从祖辈到孙辈都来参与，发扬了中华文化以家庭伦

理为本的优良传统。所以，接下来我们需要加以研究如

何将这一个成功的要素，加以发扬光大。

我们需继续贯策与发扬民主议论及决策透明化。尽量让每

一个理事与股员们都了解公会的决策是经过一定的民主

程序，于会议上公开讨论，协商后才确定下来。公会的

领导与管理是集体的，民主与透明的，决策的过程中，

成员们都有参与权，但决策一旦确定后，大家就要全力

以赴，共同去推动。

吸引有心人，培养接班人，让我们的理事会能不断自我

更新，引进新血，新观念，与时并进。这样我们才能将

我会的成功模式传承下去。

以上几点，主席团今后将会加以讨论，与各股配合，交流与贯

策，希望再接下来的一届能交出一份理想的成绩单。

会长很感谢大家在过去一届来的支持与配合，让他能顺

利地完成任务，也感谢这一次又支持他连任。

他说，过去两年来经过主席团的精心策划，理事与股员

们的共同努力与全力配合下，我们交出了亮丽的成绩单，把

75周年庆祝活动搞得有声有色，辉煌灿烂，万紫千红。

庆典虽然已经过去了五个月，但仍然余音绕梁。我国邮

政局很欣赏我们所设计的75周年纪念邮票，最近还征求我

们的同意将我们的版票当样板印在他们的促销手册上。昨

天，他们也与我会的执行秘书林先生接洽，特别为此版票

1.

2.

3.

写了一段回顾。相信于不久后，我们的纪念邮票将会再现辉煌，

为我会的历史写下漂亮的一章。

各位理事，各位股员，他指出，我们的成功不是偶然的。是

我们积极争取，努力耕耘，大家发挥高度的团队精神的结果。不

是吗?

他也强调，过去两年我们的主席团发挥了集体领导的精神，每

个月都花一个星期日全日开会，详细地讨论与策划75周年的庆祝工

作，使我会去年一整年的系列庆祝活动及庆典从12月1日至10日的

多天紧密活动，都能步划一致，临危不乱，井井有条。这期间，我

们的筹款委员会配合各股进行会员家访，超标完成任务，为我们的

出版基金多添28万元。我们的特刊编委会也如期完成使命，出版了

一本内容丰富，图文并茂的75周年纪念特辑，又于庆典后出版一份

20页的花絮，将我们的盛典记录下来，供后人参考。

“我们的历史光碟编委会顺利地出版了我们的第一张光碟，

我们的摄影主任不辞劳苦，捕捉了全年的所有活动的精彩镜头，

为我会实现了史无前例的华族宗乡社团活动摄影展，还出版了《

存旧立新》摄影展专辑，获得了报章，文化界，社团与会员们的

激赏。”

“庆典期间，我们的布置组将会场布置得色彩缤纷，使会场

充满了节日的欢腾气氛，让大家都能轻易地感受与融入其境。我

们的交通与招待组的紧密配合与协调，也获得了海外宗亲代表们

的赞赏，等等，等等。所有的这些成果是公会的荣耀，也是参与

推动这些活动的各位理事与股员们的荣耀。请大家给自己一个响

亮的掌声。”

最后，祝愿大家来届再度合作愉快。谢谢大家!

1乘胜追击继续加强会务

2  发扬民主议论决策透明化

3 吸引有心人培养接班人

1乘胜追击继续加强会务

2  发扬民主议论决策透明化

3 吸引有心人培养接班人
署理会长顺发在永久
荣誉会长加曾宗长监
誓下签名就职

进生会长颁发委任状予妇女组
委员梁张美碹女士

1



永久荣誉顾问汀洲宗长吁新执委：

　关注教育及福利基金未来的发展方向

产业信托 ：梁加曾　梁美灿BBM(L)　梁汀洲　梁荣华

永久荣誉会长 ：梁加曾

永久荣誉顾问 ：梁汀洲

荣誉会长 ：梁美灿BBM(L)

顾问团 ：梁加曾　梁美灿BBM(L)　梁汀洲　梁奕嵩

名誉会长 ：梁长球　梁庆经BBM(L)　梁世海BBM(L)　 

  梁三旺　梁奕清　梁国钦　梁荣华　梁宝源 

  梁金星　梁传青　梁罗伦博士　梁荣基博士 

  梁披云　鸿发发展

名誉理事 ：梁得力　梁振发

名誉法律顾问 ：梁耀基

会　长 ：梁进生

署理会长 ：梁顺发

副会长 ：梁清福 梁淑菁 梁有财

总　务 ：梁水平

副总务 ：梁金发

财　政 ：梁庆华

副财政 ：梁陈娟玲

组织股主任 ：梁木盛

副组织股主任 ：梁黄舜熙

福利股主任 ：梁顺木

副福利股主任 ：梁南安

康乐股主任 ：梁何美莲

副康乐股主任 ：梁森富

文教股主任 ：梁文生

副文教股主任 ：梁舒云

妇女组主任 ：梁叶梨花

副妇女组主任 ：梁林素珍

青年团主任 ：梁麒麟

副青年团主任 ：梁进财

委　员 ：梁进南　梁清标　梁永武　梁卓清华

查　账 ：梁　寅　梁九英

互助部理事

信　托 ：梁连发　梁维兴　梁经文　梁宝源

主　席 ：梁清吉

副主席 ：梁钦钟

秘　书 ：梁水源

副秘书 ：梁亚礼

财　政 ：梁杜玖

副财政 ：梁振成

庶　务 ：梁槟榔

副庶务 ：梁金链

理　事 ：梁合兴　梁成水　梁怡来　梁武林　梁南钟

查　账 ：梁金福　梁成坤

第62届公会执委会暨第24届互助部理事会名表

总务水平促资深理事：

以身作则带领新人

总务水平在致谢词时指出，这次改选引进不少新人，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在过去两年来培养新人方面所作的努力可说没有白费，而且所引进的新

人都是年轻有为，学有专长，事业有成，有献身精神的宗亲，重要的是希望旧

理事们以身作则带领新人，互相配合彼此沟通认清公会的宗旨朝向我们定下的

目标与方向迈进，为会员宗亲服务。

他说，今天，我们都面对繁忙的工作，要兼顾家庭，生活紧张，这些都会产

生有形和无形的压力，所以，要拨出时间做义务工作实在不容易，不过，只要大

家把心情放轻松，尽心尽力不求回报，完成你的任务，是为公会及族人服务得到一种满足感。

他说，公会有今天这个规模是历届理事任劳任怨，默默耕耘不问收获的成果，希望本届理

事也能秉承前辈们的服务精神，发扬光大，共同努力再创辉煌！

在此，他谨代表理事会感谢今天为我们主持监誓的加曾宗长，和为我们致勉励词的汀洲宗

长，以及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也谢谢各位宗亲踊跃出席。

永久荣誉顾问汀洲宗长语重心长地希望新执委能关注教育及福利基金未来的发展方向。

他说，教育基金数十年来已经颁发出相当可观的大专及中小学奖助学金，在现代化的社会结构

下，家长更重视儿女的教育前途，以应付世界经济开放，生活的竞争，因此，大专教育越来越普遍，

教育基金将面对会员子女更广大的需求。未雨绸缪，执委会需要重视研讨之。至于福利基金，名符其

实，照顾会员福利。由于社会转变速度之快，人口老化问题随之而来，我们要以爱心，确实关怀年老

的会员，帮助那些在生活上有困难的宗亲，希望福利基金运用的更有实际意义！

他说，去年我会举行周年纪念暨恳亲大会，得到海内外宗亲的热烈支持参加，显示了团结精神!随

着今年会员大会顺利召开与选举，更加强组织的新生力量。新的执行委员会将负起新的任务，走向新

的里程碑。

“我会已步入七十五年的历史，这些年来前辈宗贤的领导，会员同心协力，克服了一切困难，今

天才有巩固的组织，良好的基础。希望执委理事，承先启后，为我会做出更好的贡献，同时发扬华族

文化的优良传统精神！”

最后，他以：“真心诚意，为会服务。加强信心，坚持毅力。团队精神，继续前进。”与各位

共勉之。

主席团开票箱点算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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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教股
主任 ：梁文生
副主任 ：梁舒云
秘书 ：梁慧君
副秘书 ：梁　毅　
财政 ：梁永武
副财政 ：梁陈娟玲

委员 ：梁奕洲　梁金河
  梁世泉　梁水师
  梁进财　梁丽云
  梁金发　梁卓清华
  梁世仁

组织股委员
主任 ：梁木盛
副主任 ：梁黄舜熙
秘书 ：梁爱梅
财政 ：梁金发　
副财政 ：梁钦钟

联络 ：梁卓清华　梁舒云
委员 ：梁森富 梁南安　
  梁陈娟玲　梁林素珍　 
  梁奕南 梁进财 

  梁刘桂枝　梁　寅

福利股
主任 ：梁顺木
副主任 ：梁南安
秘书 ：梁钦钟
副秘书 ：梁世铅　
财政 ：梁槟榔
副财政 ：梁金发

委员 ：梁振成　梁亚礼
  梁水源　梁金链
  梁武林　梁南钟
  梁玉辉　梁奕南

  梁　允

康乐股
主任  ：梁何美莲
副主任  ：梁森富
秘书  ：梁桂林
财政  ：郑爱华　
联络秘书 ：蔡钅贵女华

委员 ：梁九英 钟洪昌
  夏少容 梁进南
  梁奕南 梁刘桂枝
  梁卓莲花 梁陈传芳　 
  梁玉珊 梁世仁

  

妇女组
主任  ：梁叶梨花
副主任  ：梁林素珍
秘书  ：梁爱梅　
财政  ：梁卓清华
联络秘书 ：梁张美碹

委员 ：梁王玉英　梁谢茶花　  
  梁廖玉叶　梁戴舜玉　  
  梁　莹 梁秀梅
  梁玉霞 梁亚銮
  谭月明 陈亚友

青年团
主任 ：梁麒麟
副主任 ：梁进财
秘书 ：梁维伦
财政 ：梁雪玲　

委员  ：梁耀荣　梁兀里
   梁奕洲　梁金河
   梁水师　梁丽云
   梁世泉　梁金兴
活动成员 ：沈凌汉　蔡振乾

编委会
咨询  ：梁淑菁
   梁水平   
   梁丁尧
主编  ：梁文生
副主编  ：梁　毅

编委 ：梁舒云　梁陈娟玲 
  梁金发　梁林素珍
  梁进财
摄影 ：梁麒麟　梁耀荣
  梁奕淡

投资小组：
    梁进生　梁顺发　梁淑菁　梁清福　梁庆华
    梁有财　梁水平　梁文生　梁清吉

产业维修小组：
    梁顺发　梁清福　梁水平　梁庆华　梁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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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务水平：

总务水平致词

前文教股主任梁陈娟玲

得奖学生代表添发

在一年一度的奖助学金颁奖典礼上，总务水平代表

公会致词时指出，评审委员会订立评分标准作为

评审准则，以学业成绩的优劣取舍得奖者，公正不阿的

原则是无可非议的。

所以，他说，得奖者绝非侥幸，他劝请得奖者勿自

满，落选者也勿气馁，如果把获得奖学金当作是你的学

习上的一种肯定，那就要加把劲，在公平的竞争下，没

有人可以不劳而获的。

公会颁发奖学金是要奖励会员子女努力向学，将来

学业有成，为国家社会服务的同时也能回馈公会和梁氏

族群。他说，虽然公会没有规定得奖者学成后要回来服

奖学金评审标准
          公正不阿

务，但，我们希望得奖者能了解公会是一个非盈利团

体，它的会务活动经费是靠租金收入和过去筹款所得的

基金以及会员宗亲的捐款来维持，教育基金就是其中一

项，在这样的情况下，得奖者可以多方面为公会作出贡

献。他举例说，今年清明节那天有一位年轻人在父亲的

陪同下来到公会办公室，他说他要加入公会为会员，而

且也捐2万元作为教育基金，他还说小时候拿过公会的

奖学金，他就是刚刚升任为新加坡武装部队陆军总长建

鸿宗亲。像建鸿宗亲这样饮水思源的精神给我们年轻

一代宗亲树立一个好榜样，让我们给他（建鸿）鼓励

的掌声。

他对得奖的同学们说，今天，你们获得公会颁发的

奖学金，希望你们好好向学，取得优越的学业成绩才不

会辜负公会对你们的期望，至于他日学成要如何回报公

会就看你们的了！

教育基金委员会主席梁陈娟玲在颁奖礼上说，

2007年度奖助学金共有43份申请，录取33名或占77%，

其中小一至小三有4名，小四至小六有8名，中一至中

二有4名，中三至中四有5名，初级学院2名，理工学院

6名，大学3名。助学金1名。奖学金额共1万7120元。

得奖学生代表添发表示，毕业后会回馈公会为公会

服务，他也希望所有得奖同学努力求学，将来学成能回

来为公会尽一份责任。

颁奖嘉宾是：大学组—加曾宗长（永久荣誉会长/顾

问）；理工学院组—有财宗长（副会长）；中学组—奕

淡宗长（执委）；小学组—合兴宗长（互助部理事）。

颁奖礼后全体合照

加曾宗长颁发大学奖学金
有财宗长颁发理工

学院组奖学金

合兴宗长颁发小学组奖学金 奕淡宗长颁发中学组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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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间梁氏宗亲会：南洋梁氏公会，星州梁氏总会，

琼州梁氏公会及嘉属安定堂，平时各忙各的会务

工作，很少有机会相聚在一起。不过大家都有共同的愿

望，那就是如何打破这个局面?

在我会于5月26日的就职典礼上，四间宗亲会的领导

人集聚一起又再谈起这个问题，提议举办〈卡拉OK交流

会〉为兄弟会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一致认为是个好主

意，好办法，不妨一试。于是我会主动率先于6月23日

(星期六)主办〈新加坡梁氏宗亲会卡拉OK交流会〉，获

得各兄弟会的热烈响应，星洲梁氏总会在总务梁满的率

领下三十多人出席，琼州梁氏公会派出代表，嘉属安定

堂因为应和会馆当天也主办客属会馆山歌交流会而无法

派出代表前来，实是美中不足。

席间却来了稀客——柔佛州梁氏公会的会长传青和

       新加坡梁氏宗亲会<卡拉OK交流>

总务梁虎两位宗长， 传青宗长也是我会名誉会长，他

们的出现使场面增添异彩，我们的集会受到邻国兄弟会

的青睐，要珍惜这份情意!

进生会长在开场白时说得明白，第一次尝试主办这

样的活动，有了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接下来就要

靠兄弟会的继续努力，把这项活动当作持续性的常年活

动项目，一年举行一次或二次把它定下来，他建议，下

一次的聚会就由星洲梁氏总会来主办。他的提议获得在

场者鼓掌以示赞成，并获得星洲梁氏总会的承诺。

卡拉OK交流，歌手一个接着一个飙歌兴致好高。好

时光容易过，为了给这个好的开始留下美好的回忆，星

洲梁氏总会赠送一个纪念盘给主办单位南洋梁氏公会，

上书〈携手迈进，宗谊永固〉。一首〈明天会更好〉大

合唱作为〈卡拉OK交流〉的收场也期待更好的明天!

以歌会友
        宗谊常青

歌唱过后合照

星洲梁氏总会副会长及总务(右)赠
送纪念品予我会进生会长

歌唱明天会更好

祝酒台上台下一起唱

5



妇女组于6月17日(星期日)下午二时在公会礼堂庆祝端午节暨

双亲节，邀请到彭钟桦师傅主讲〈紫微斗数论命〉，为庆

祝活动增添不少声色，吸引逾百宗亲慕名而来听讲，携幼扶老齐

聚一堂使这个粽子飘香的节日更具亲情与温馨.

妇女组主任梁叶梨花说，难得请到〈缘中秀风水命理〉彭师

傅在百忙中前来为我们主讲《紫微斗数论命》，让我们对命理有

深一层的认识与了解，从而受益不浅。

她也说，吃粽子容易，包裹粽子并不简单，我们妇女组发动

姐妹们忙了整天才把粽子裹好，精神可嘉！

在庆祝端午节巧遇父亲节，她说，把粽子当作礼物送给孩子

的爸爸，物轻情意重，给会场带来浓厚的亲情。

除了吃粽子，茶水糕点之外，还准备了猜粽子重量等游戏和

丰富的余兴节目，多姿多彩乐淘淘！

庆祝端午节
              暨双亲节

去年的中秋节很特别，它不但和儿童节碰在一起，又是

公会庆祝《75周年钻禧纪念》，所以，康乐股不敢掉

以轻心，精心策划一项〈斗歌竞艺卡拉OK歌唱比赛〉，吸

引四百多会员宗亲和家眷出席，25位会员宗亲报名参加歌

唱比赛，经过一番激烈竞争，终于分出胜负产生冠，亚，

季，殿军歌手，他们是：吴大伟，梁君妮，周德安，陈亚

友，此外，第五奖：梁舒云同时得台风奖，服装奖：谭月

明。十位特优，其余为优秀奖等。

康乐股主任梁何美莲希望大家以亲情第一，比赛第

二，轻轻松松唱自己喜欢的歌，更不要为得奖而唱，这

样，成绩公布时就不会给自己压力，得奖固然是件乐事，

不得奖也不要太介意，只要把比赛当作娱乐自己就心安理

得了，所以，她认为每位参加者都是赢家!

在这里，她感谢邓玉君及宋明浪两位在百忙中抽出宝

贵时间为我们的歌唱比赛做评判；也感谢台前幕后的工作

人员从筹备到今天积极地参与和付出，还有热心的执委理

事乐捐和报效礼物，新水梅菜馆报效

全场自由餐，得到你们的支持和赞助

才有这么丰盛和美满的中秋夜。

去年的中秋节和儿童节碰在一

起，我们为小朋友们特别准备了一些

游戏节目包括：儿童现场绘画比赛，

猜灯谜，呼啦圈等，在场的所有小朋友都获得一份儿童节礼物。此

外，还备有家庭奖及幸运抽奖，大家玩得尽兴，吃得痛快!

传粽子游戏

75钻禧中秋月暨儿童节联欢晚会

妇女组主任梁叶梨花致词

彭钟桦师傅讲风水与命理

裹粽忙

歌唱比赛优胜者领奖后合照 儿童绘画比赛得奖者

把灯笼点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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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祖师圣诞暨众神千秋——新春联欢宴会

每逢正月初六清水祖师圣诞暨众神千秋是公会一年

中最盛大的庆典，适逢华人新年期间，所以，配

合这个节日而举行〈新春联欢宴会〉让会员宗亲一起欢

庆佳节，热闹非凡。

今年的庆典在余兴节目上同样得到金航旅游的安

排，邀请到来自中国广州大学附属艺术学校的歌舞团呈

献精彩的歌舞表演。一群年轻的歌舞艺人表演群舞：〈

千红〉，〈草原茫茫〉；独舞：〈雨竹林〉；〈如梦年

华〉；三人舞：〈邵多利〉。独唱：〈幸福万年长〉；

〈大河淌水〉等等，表现出春的气息，火的时代，飞舞

的节奏，赞颂新时代，充满着喜庆的韵味，为大家送来

祝福！

要把这个庆祝活动办的热热闹闹并不简单，福利股

和康乐股凭着多年的合作经验已经有很好的默契，他

们各司其职，丰盛的宴会令人有口皆碑，在余兴节目方

面，康乐股精心策划，除邀请外来艺人表演外也安排

卡拉OK歌唱，鲜花在绿叶的衬托下才显凸出它的艳丽

光彩！

梅镜堂宗祠每年举行春秋两季祭祖是祭

拜祖先的节日，并规定这两个节日为

先人的神主位举行晋驻仪式，让亡魂得以

安息。

今年4月1日清明节祭祖和往年一样在梅

镜堂宗祠举行祭拜仪式，沿着传统方式追悼

先人，仪式过后共进午餐。近年来，越来越多年轻宗亲参与祭祖仪

式，这是可喜的现象。

互助部在午餐时颁发奖励金给去年(2006)参与探丧和送殡活

动出席率最高的25位会员宗亲，首10位赠送NTUC超市40元购物

礼券；其余15位则赠送20元购物礼券。

去年冬至祭祖于12月17日举行，福利股也在当天颁发度岁金

给十位家境清寒的乐龄宗亲，让他们过个华人新年。

清明及冬至祭祖

爷孙一起来祭祖

前互助部主席有财颁发
奖励金予理事南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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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讯/网页委员会 

新春团拜捞鱼生

公会乘着庆祝75周年钻禧纪念的旋风，接下来的各项

活动如火如荼地展开，就像新春团拜别开生面捞鱼生，正月

初六清水祖师圣诞暨众神千秋联欢晚宴，端午节，中秋节等

等，参加的人数越来越多，越来越年轻化，这是令人鼓舞的

现像。这期〈会讯〉着重报导会务活动，图文并茂让那些

参与活动的会员宗亲回味无穷，也希望引起其他会员宗亲对

活动产生兴趣，此外，更希望会员宗亲收到这份〈会讯〉时

也给子女传阅，让他们了解有越来越多年轻人参与公会的活

动，公会不再是老人活动的场所。今后公会的各项活动都会

结合老中青而成为“家庭日”——公会是一个大家庭。

随着〈会讯〉的出版，公会的网站www.neoclan.org.

sg内容也跟着更新，所以，希望年轻宗亲可以上网浏览公

会的网页，这是公会与世界各地宗亲会或宗亲之间的联系窗

口，从而扩大我们的视野走向国际化，与科技时代并进。公

会的前途维系在年轻一代！

编委的话

公会网页刊登商业广告

公会网页：http://www.neoclan.org.sg 欢迎会员宗亲及

商家惠登广告(5cm x 9cm)优惠价200元/二年(包括设计

费)。有意刊登者请与秘书处联络，电话: 62889017。

今年四月间会员宗亲得力宗长在孩子的陪同下出席公会举行

的清明祭祖仪式时，他献捐贰万元充作教育基金，以奖掖梁氏族

人子女向学。他说，他的子女过去都曾获得公会的奖学金，而今

学业有成服务社会，饮水思源回馈公会，聊表心意，为宗亲树立

良好榜样，精神可嘉，铭感之余，特此申谢！此外，为表扬得力

宗长对公会所作贡献，特授予《名誉理事》衔以资奖励。

鸣谢

本会组织股主任木盛宗长令尊戊己老先生逝世，居丧期间将

公会执委理事等所捐的帛金转购公会教育慈善礼券共得1680元，

充作教育基金。

宗亲善 、善普昆仲令尊两回老先生逝世，在领取互助金时

善 昆仲拨1300元予互助部添置一幅致祭牌。

本会康乐股副主任森富宗长令堂兄亚伍老先生逝世，将所得

522.68元互助金捐献予公会充作教育基金。

上述三位宗长办丧事不忘慈善，好善乐施及热爱公会的精

神，仁风义举，式足钦佩，并为宗亲树立楷模，铭感之余，特

此申谢。

鸣谢

《摄影讲座暨文化之旅〉(9月1日及2日)

庆祝中秋节暨儿童节(9月22日农历八月十二日)

1.

2.

活动预告

农历新年是华人极为重视的一个佳节，新年前要大扫除把家居打扫得

清清洁洁，一家大小添新衣买新鞋，办年货，送礼等，这些习俗忙得不亦

乐乎！

作为一个华族团体沿着华人习俗，在这个佳节也要搞些活动，大扫除

把会所里里外外打扫得干干净净，迎接正月初二举行的〈新春团拜〉的到

来！

2007年2月19日在嵩岭武术馆瑞狮队的采青助兴下，会员宗亲们和受邀

前来的三家兄弟会的代表互相道贺，祝愿快乐，健康，万事如意。今年是我

会轮值主办〈新春团拜〉，大家一起捞鱼生，吃自助餐，希望大家捞得风生

水起，盆满钵满大丰收！

福利股也请互助部主席有财宗长派发红包给小孩作为压岁钱，

讨个吉利好兆头，大家乐开怀！

 贺岁自助餐

前互助部主席有财派发压岁红包  捞鱼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