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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团展开多项活动，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新
一届的青年团自去年五月上任以来，就积极的策划与展开活

动。至今已成功的推出三项活动，备受欢迎与关注。青年团

也计划于今年展开多项活动，包括以传统文化为题材的全国性摄

影比赛。

我们乐观的期待，青年团将与我会其他各股一样，扮演举足轻

重的角色。共同推动会务的发展，发动更多青少年宗亲，前来参

与会务活动，以使我会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为了让青年团能

发挥年轻人的魄力与丰富的想象力，理事会将会给予他们全力的

支持，让他们能无后顾之忧，全心全意的去发挥。

青年团主任麒麟在台上讲述“数码相机”摄影技巧

“学以致用”拍，拍，拍！



去
年的中秋佳节格外热闹，从牛车水延伸至新加坡河畔，使热闹气

氛飙升至另一个境界。宗乡会馆、社团、民间组织几乎在同一天

庆祝，让月光温暖满人间。

公会康乐股于去年9月22日(农历八月十二日)在会所举行《金秋赏月

庆团圆》暨儿童节联欢晚会，会员宗亲们携带一家大小约三四百人，在

月圆的夜晚欢庆佳节。

康乐股为庆祝这个节日，准备了丰盛的自助餐和月饼，还有余兴

节目，如:卡拉OK歌唱、儿童绘画比赛、最佳儿童服装竞赛、最相似家

庭成员竞赛、武术表演，游戏等等；值得一提的是，青年团特地借这个

集会放映公会活动的幻灯片欣赏，让会员宗亲们更加了解公会的各项活

动，过后进行有关连的问答比赛。

联欢晚会精彩节目一个接着一个，非常紧凑，扣人心弦，欢乐的歌

声洋溢会场，现场绘画比赛是儿童的最爱，表现他们的天份，画出他们

看到的或想到的，五彩缤纷跃然纸上。游戏节目与参加者互动“Limbo 

Rock”难不倒人，反而让大家乐极了！何启君小弟弟与何凌莹小妹妹的

武术表演更博得不少掌声。

康乐股主任梁何美莲表示，很高兴看到出席者踊跃参与游戏节目，

大家毫无拘束，尽情欢乐。她感谢所有出钱出力的执委理事和宗亲。

压轴好戏幸运抽奖是每个人的期待，希望自己是当晚的幸运儿，丰

富的奖品令得奖者乐开怀，这样的中秋赏月是非常圆满的!

把灯笼点亮再说

 灯笼照亮了“我”

在夜空下欣赏节目

现场绘画比赛的优胜者  “最相似家庭成员”——尤如双生姐妹

《金秋赏月庆团圆》
暨儿童节联欢晚会

最佳儿童服装比赛

“Limbo Rock”你真棒！

何家小弟弟和小妹妹的武术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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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河之旅”出发前合照

“佛牙花”上有蜂蜜

“佛牙寺”里的轮回，让你转运

上柱香祈福

跟着领队沿着河边走走看看

牛车水的新地标“佛牙寺”听导游讲述

福利股与青年团联办

乐龄郊游
《新加坡河之旅》
久违了！新加坡的唐人街——牛车水
牛车水的城区面貌变化有多大？常去的人感受到，很久

没有去的人更能感受得到。它是新加坡华人的发祥地，富有

浓厚华人传统文化色彩。不久前一座宏伟庄严，雄辉壮丽的

《佛牙寺》就峙立在这里。

我会福利股和青年团于去年11月25日联办《乐龄郊游》

就慕名而来，一行80多人参观牛车水最新地标——新加坡佛

牙寺龙华院。在两位导游的引导解释之下，整个佛牙寺走透

透，对兴建佛牙寺的缘起和大金塔内供奉的佛牙舍利子，文

物馆珍藏的数百件稀世文物略知一二，大开眼界，可谓不虚

此行！

告别佛牙寺，来到新加坡河畔，一行人浩浩荡荡畅游这

一带的名胜古迹，如维多利亚纪念堂，莱佛士铜像，浮尔顿

大酒店(前邮政总局)，昔日的新加坡河两岸的景物已然时移

景迁，高楼耸立在新加坡河水的倒映中更显壮丽，景色更迷

人！依依不舍的穿街走巷，到了粤海清庙和天福宫，上香添

油，祈愿，祈福，愿菩萨保佑平安，横财就手!

快乐的时光容易过，到了午餐时间，大伙乘巴士去大成

酒楼吃一顿丰盛的菜肴，大家都说“赞”！

游兴未尽，争取时间继续预定的行程到滨海艺术中心

去，噢！偌大的艺术殿堂，富丽典雅，把它拍下留着纪念。

从这里远眺鱼尾狮，还有那刚建好的摩天观景轮尽入眼

帘！

河畔的雕塑是昔日生活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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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河历史之旅”大家都很乐

青年团负有重要使命就是
协助推动会务及带动

年轻宗亲为公会效力
但如何能达成这个使命？

青年团主任为了能做到既能吸引

年轻人来参加公会的活动，又

能够起到推广华族文化的作用，他想

到利用摄影为题材举办讲座。由于他

本人就是从事摄影这一行的，所以要

办一个摄影讲座对他来说并不是件难

事，但办文化活动却还缺少这方面的

学识，于是便想到和文化界的朋友一

起联办讲座。而首先想到的人选，就

是我国资深前报人韩山元先生。

于是，在同年6月分举行的执委会

常月会议上，他把自己的想法提了出

来，他觉得结合摄影和文化的讲座，

能让喜欢摄影的宗亲们也有机会接触

华族文化，而喜欢华族文化的宗亲们

又能够学到基本的摄影知识，可谓一

举两得。结果，这项提议得到会长和

众理事的支持，在会议上顺利获得通

过。7月底，《联合早报》记者潘星华

女士来公会进行采访。过后，有关我

会举办摄影兼文化讲座的新闻，于8月

27日图文并茂的刊登在早报《团缘》

版上。

2007年9月1日，我们举办了首

个结合摄影和文化的讲座，这在我国

社团还没人办过。讲座分两部分，第

一部分是于9月1日举行的《基本数码

摄影》讲座，这是由青年团主任麒麟

主讲基本摄影理论和拍摄技巧，同时

也指导参加者把这些技巧运用在数码

傻瓜相机上。他在讲座上不断强调，

其实一般人只要懂得基本摄影理论，

再加上不断的练习和揣摩，是可以用

傻瓜相机拍到具相当水准的相片的。

当时，参与讲座的人数超过百人，他

们都兴致勃勃的提问。为了更好的让

来宾们了解数码相机的结构，他准备

了两个拆散了的数码傻瓜相机机身和

零件，这引起参加者的兴趣，纷纷好

奇的拿起来细看和讨论，场面好不热

闹！

第二部分的讲座是于9月2日举行

的《新加坡河历史之旅》，这次是由

韩山元先生带队，在新加坡河沿岸一

带，边走边讲述先辈在许多年前南来

的经历及新加坡河的演变过程。从韩

先生的口中，我们才知道原来位于浮

尔顿酒店旁的“加文纳桥”(Cavenage 

Bridge)有个“乌龙桥”的外号。原

来，当年的最初设计是要让这座桥

能向两岸升起以便让大船驶入新加

坡河，但却在建好后因故障而不能升

起，以致现在的新加坡河不能让大船

驶进来！当然，我们还到过粤海清庙

和天福宫等早期南来华人的聚集地

点，韩山元向我们讲述这些历史建筑

物建造过程和一些历史事件的典故和

缘起，当然也包括一些传统礼俗。参

与活动者在边听历史故事的同时，也

利用在摄影讲座上所学到的技巧进行

实践拍摄，这可说是达到了我们的最

初目的，既让对摄影有兴趣的参加者

认识华族文化和历史，也让对华族文

化有兴趣的参加者学点基本摄影常

识，真是一举两得、一石二鸟啊！

讲座结束前，参加者填写问卷。

结果交上来的问卷中，有好多对于这

次的讲座给予很好的评价，也几乎都

希望我们多办类似活动。这样的反

应，对我们可说是很大的一种鼓舞！

原本为会员宗亲举办的讲座，出

席者反而是非会员居多。虽然讲座成

功举行，却是美中不足。

资深报人韩山元讲述新加坡河的历史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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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妆示范与讲解

化妆后变成另一个人

$136，这是公会邮寄给会员信件的邮费，
因为每当有办活动时，公会便得花这笔钱来通知
或邀请会员们参加活动。但经过2007年9月1日和
12月1日举行的这两次讲座来看，本会会员的参加
人数寥寥可数，反倒是公众的反应非常踊跃。

所以，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会员们要不对活动
不感兴趣，要不就是根本没有打开公会的通知信！

136块钱对许多人来说，可能只是区区小数，但对于非
营利组织的公会来说，寄出去的通知信一次又一次的有如
石沉大海，这其实是很大的浪费！

前来参加两次讲座的来宾中，以非会员占绝大多数，
即表示外人对我会的活动甚感兴趣，那为什么就我们自己
的会员不感兴趣？我们想，唯一的解释，就是多数会员们
根本没有打开我们寄给他们的通知信！那为什么每年的华
族节日又有那么多宗亲前来参加庆典或祭祀活动？这实在
是让众理事们百思不得其解！

根据我会会长－进生宗长的说法，这可能需要一段时
间的不断举办和推销我会的活动，会员们才会热起来，但
我们就是不明白为何公众就能够马上热起来？难道会员们
都不看华文报？因为我们不会寄通知信给公众，所以他们
肯定是通过华文报获得我会举办活动的消息。

新加坡华族文化有赖于华人社团的不断推动和推广，
才能继续获得传承和发扬光大，单靠个别家庭的努力是不

《基本人像摄影》和
《泉州梨园戏曲的示范》讲座

听的兴奋，报以掌声

可能做到的。所以，我会举办活动，目的也是希望宗亲们
能够不断的接触华族文化，使我族文化能继续发扬光大。
但绝大多数参与每年的几个传统节日的会员中，其实都是
上了年纪的宗亲，而年轻一辈的宗亲是不会主动参与的。
为了吸引这些年轻宗亲，我们将会多主办有趣的活动，也
尽可能举办结合华族文化的活动。

我常想问华族子弟们，有庆祝华族传统节日的习惯
吗？农历新年、元宵节、中秋节、端午节或者是卫塞节？
即便不是特意庆祝，总有过和亲友共度华族节日的经历
吧？假如有一天，华人不再庆祝传统节日，甚至不再进行
任何华族的民俗活动，你说华人还会是华人吗？你有想过
这一天真的会到来吗？

我个人认为会，但那应该是一两百年后的事了。根据
目前华族社会的发展趋势，如果我们不设法教育年轻华族
子弟，这肯定是会发生的！当然，其转变过程是缓慢而不
痛苦的，也许会在不知不觉中，我国华族子弟会象现在的
美国社会般只庆祝圣诞节，实行个人主义，大部分只追求
己利。

虽然我活不了那么久，但我不要这种转变发生在我的
后代子孙身上！

因此，我呼吁南洋梁氏公会的宗亲们支持我会的活
动，甚至也带动年轻宗亲一起来参与本会的活动。

 青年团主任  梁麒麟撰  

侧

记

热烈发问

继2007年9月1日和2日举行的讲座取得成功之
后，打铁乘热，乘胜追击再次举办类似活

动。这次还是由青年团主任麒麟主讲摄影技巧，而
华族文化讲座方面，则邀请到湘灵音乐社前来主讲
《泉州梨园戏曲示范》。

于是，在10月份执委会常月会议上，在进行一
番讨论后，理事们同意和支持这项活动，会长更强
调公会应该全力支持青年团主办的活动，因为青年
团除了团员年龄较年轻外，在公会的6个股中是最需
要获得扶持的一股。

12月1日下午2点正，我们在公会礼堂举办名
为《基本人像摄影》和《泉州梨园戏曲的历史及其表演方
式》讲座。

首先，麒麟讲述如何利用自然光拍摄人像。除了基本
摄影理论和技巧外，他还利用事先拍的人像作为例子。他
告诉参加者，其实只要稍作观察和利用基本摄影技巧，大
家都能拍到理想效果的照片。比如，我们可以用一片反光
板或任何有反光作用的材料来进行补光，那么在背光的情
况下也不需要开启闪光灯即能拍到具艺术效果的照片。当
然，快门的速度和光圈值的大小也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如再能选择适当角度和构图，大家都能成为一名“好摄
手”！

接着，湘灵音乐社的艺术指导－林少凌先生主讲梨
园戏曲的表演方式，他一会儿表演小生的唱腔，一会儿示
范花旦如何走莲花步，真是有趣极了。其中最逗人的是当
他示范丑角时，其滑稽有趣的动作和表情，让大家乐开了
怀！而冯崇胜先生则主要讲梨园戏的化妆术，他边讲解，
林少凌则一边作化妆示范。最后，林少凌还在现场穿上戏
服，摇身一变成为一位古代的俊俏小生，并即席表演南音
的演唱方式和技巧，大家也乘机用相机拍下表演过程。过
后，麒麟示范如何利用反光板来进行补光和采光，让大家
看到这位俊俏小生在背光的情况下，补光前和补光后的不
同效果。

这次讲座的人数虽然大不如前，但大家都乐在其中。
所谓独乐乐不
如众乐乐，希
望将来能多举
办华族文化活
动 ， 让 华 族
朋友们都能享
受到参与华族
文化活动的乐
趣，让大家都
能受到我族文
化的熏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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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骏宗亲夫妇（站立者）接受探访。前排左
起：互助部庶务槟榔，互助部副主席钦钟，副
会长兼福利股顾问有财，福利股主任顺木

副会长有财（左三）向渊源宗亲（左一）讲
述福利股这次进行 “家访”的意义。在场者
右起：福利股主任顺木，互助部副主席钦钟
及福利股副主任南安（左二）

福利股正副主任顺木与南安（右三及二）在
副会长有财（右一）及互助部副主席钦钟（
左二）的陪同下，探访文和宗亲（左一）及
其家人

福利股正副主任顺木及南安（右一及左二）
在副会长有财（左一）和互助部副主席钦钟
的陪同下探访泗河宗亲（左三）

公会在去年庆祝75周年金禧纪念时

进行了会员《家访》，发现有一

小部分会员宗亲的健康或经济状况欠

佳，福利股便决定在庆典过后进行重

点《家访》的工作。2007年七八月间

在该股正副主任的率领下进行个别会

员宗亲家庭访问。

出发前福利股收集了有关资料，

通过电话预约家骏宗亲到他家探望， 

家骏宗亲，是德士司机，妻子患严重

糖尿病，需要长期洗肾，而且还需要

动手术，他们的女儿也患糖尿病，每

天需要打针，医药费繁重，只靠他一

人驾德士收入无法支付庞大的医药

费，公会考虑了家骏宗亲的情况，决

定从福利基金拨款帮他缴交月捐，另

外拨款二千元接济他解决燃眉之急。

接着探访了互助部前信托碹石

宗亲，代表们对他给予亲切的慰问，

并表示公会将在冬至时颁发度岁金予

他，让他老人家过个好年。另一位受

访的宗亲渊源，他有病还得做散工维

持生计，同样公会也颁发度岁金予

他。文和宗亲虽然行动不便，但精神

奕奕，关心公会的会务，对公会的各

项活动大力支持，值得嘉奖。

受访的宗亲还包括：楠柴，泗

和，加木及前公会园丁清海等。

福利股主任顺木，副主任南安，

互助部副主席钦钟和奕淡等，在副会

长有财的陪同下，到公会前义务秘书

陈树能先生的府上探访，对他过去予

公会的关怀与协助致予敬意和衷心的

慰问。他老人家身体健康欠佳，但为

人乐观，在家修养，他对公会的会务

关心一如既往，且慷慨捐献伍仟元充

作福利基金，热爱公会的精神可嘉。

编委的话
一年复始，万象更新！

给大家拜个早年：〈新年新希望〉

这
一期的会讯以很大篇幅报导青年团主办的活动，这是因为这几项活

动办得非常成功，吸引不少非会员参加，大大提高公会的知名度。

今后，青年团将会举办更多适合年轻人的活动让年轻人参与，从而使公会的

活动走向年轻化。我们将及时把这些信息带给会员宗亲。

此外，《会讯》接受商业广告，欢迎从商的宗亲们惠登广告，你们的支

持是给《会讯》的出版得到肯定。

公会前义务秘书陈树能先生（坐者）捐献伍
千元予公会充作福利基金，福利股主任顺木
接受支票

副会长有财（左）与互助部前信托碹石宗亲
话家常

探访90岁高龄的楠柴宗亲（坐者右）

探访加木宗亲（中）

探望入住老人院的公会前园丁清海宗亲（坐
者中）

福利股进行《家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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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讯/网页委员会 

马
来西亚彭亨梁氏联宗会订于2007 

年12月8日为庆祝该会成立50周年

举行庆典。为了表示热烈的支持与关怀，

我会特地组织了一个48人强的代表团，于

12月7日出发，前往彭亨文冬，与来自香

港，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各州及沙巴之

梁氏宗亲会代表们会合，共襄盛举。  

此次盛会，正好离我会于2006年12月

9日举行的75周年钻喜纪念庆典一周年。  

大家再次见面，都感慨时间飞逝，仿佛宗

亲们不久前才聚首狮城，对我会的75周年

钻喜庆典还印象深刻，记忆犹新。这一次

再聚会，倍感亲切。 

可惜的是这一次聚会，就只那么短短三，四小时的晚

宴时间。没有大家所热切盼望的交流与恳亲会，实在是美

中不足。

我会的代表团也趁此机会，游览云顶高原与吉隆坡。 

三天的团体出游，真也其乐融融，流连忘返。

鸣谢

去年九月间本会福利股进行家访，探望公会前义务秘

书陈树能先生，表达公会对陈先生过去对公会的关

怀与协助，向他致意及衷心的问候，并得到陈先生慷慨捐

献伍仟元充作公会福利基金，对陈先生好善乐施，热爱公

会的精神，仁风义举，十足钦佩，铭感之余，特此申谢！

鸣谢

去年八月间本会互助部副庶务金链宗长令堂王氏太夫

人仙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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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0元，同时也将所得的互助

金共581.26元，捐在公会教育基金。

宗成宗亲令堂许氏太夫人逝世，他将所得互助金共

676.24元捐献予公会教育基金。对上述两位宗长好善乐施

及热爱公会的精神，仁风义举，十足钦佩，并为宗亲树立

楷模，铭感之余，特此申谢。

公会代表团一行抵达彭亨梁氏联宗会会所前合照

宾主合照 在VIP桌的进生会长（中结领带）举杯祝酒 云顶的蓬莱仙境清水祖师庙

1) 正月初二新春团拜(8/2/08)

2) 正月初六清水祖师圣诞暨众神千秋(12/2/08)

3) 妇女组庆祝《三八》妇女节龟咯之游(8/3/08)

4) 清明祭祖(30/3/08)

5) 会员大会/颁发奖助学金(04/08)

活动预告

彭亨梁氏联宗会50周年庆典

鸣谢

青年团主办《2008迎新逍遥行》，得到文教股主任文

生宗长的大力支持，慷慨报效150件T恤；互助部

财政杜玖宗长报效价值400元的NTUC超市购物礼券作为

这项活动的奖品。署理会长顺发宗长提供巴士服务，互助

部主席清吉宗长报效帐篷。对上述诸位宗长热爱公会的精

神，致以崇高敬礼，并特此申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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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allon Recycling

收�：��、�、�、�、�、�、�、等金属和机器

梁杜玖
NEO TOH KOW

124 Woodlands Industrial Park E4
Singapore 757849

Email: metal@singapore.com

Tel: 6368 3883   Fax: 6365 8681
H/P: 9670 6375

Your Partner in metal trading & recycling

金 和 五 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