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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福建翔云(象运)家乡安定联谊会决定继续修订族

谱(简称续谱工程)，这项工程将包括海内外梁氏族

人，范围广泛，所需动用之人力物力非常浩大，工程预

料要到2010年才能完成。

续谱工程意义非凡，特别是对海外的梁氏族人要寻根

问祖，可以投石问路，追踪溯源，揭开几代人所渴望得到

的答案。有鉴以此，公会已成立续谱工作委员会，与安定

联谊会紧密配合，更希望得到所有会员宗亲的合作，把您

的梁姓亲友都找来，收集他们家族的资料，填妥所附之表

格，这些工作非常繁琐，填写力求一次性精确完成，以避

免更动或修改费时费劲。

兹将工委会负责人名单及其电话列下，方便联络，彼

此互动俾工作能于2008年底顺利完成。把根留住！

填妥表格后，请于2008年12月31日前呈交本会秘书处

展开
续谱工程

把
根
留
住

续谱工作委员会：——

	 主席：	进生—94501279

	 责任委员：

	 梅庄：	顺发—97655553

	 	顺木—97503977

	 四房：	杜玖—96706375

	 	木盛—98500578

	后山大路边：	清福—91854333

	 连埔林：	亚礼—64581193

	 美岐：	有财—91287608

	 	水平—98271233

	 光内：	槟榔—91599441

	 	庆华—96783062

	 山仔尾：	钦钟—91052686

	 	文生—94506793

	 椒岭：	振成—67811207

	 东山：	清吉—97572840

	 	金福—96252028

	 	金发—96639629



跟着领队大步走

2008迎新逍遥行在樟宜海滨举行

《2008迎新逍遥行》

青年团自2001年第一次主办大步走

以来，它每次举办的活动可从参

加者的人数得到肯定。今天所举办的

《2008迎新逍遥行》也不例外，参与

这一次活动的宗亲大约有百多位。这是

令人鼓舞的！

虽然昨天是莘莘学子年终学校假期的最后一天，但

还是有不少宗亲趁着这个好机会，带着一家大小前来樟

宜海边参与这项活动。公会所举办的任何活动，无论是

大步走、新春团拜或是中秋晚会等等，不仅可以让大家

聚在一块儿联络感情，也可以加强家庭的凝聚力，一举

两得，公会就是一个大家庭。

《2008迎新逍遥行》和以往所举办的大步走有很大

的不同之处，除了在陆地上竞走和玩游戏之外，有些宗

亲们还尝试在海上划独木舟呢！(或许等待摩天观景轮完

工之后，明年我们可在空中进行活动？)	在青年团主任麒

麟的精心策划及青年团委员耀荣等的协助下，今年的行

走活动确实增添了不少特色。除了上述所提到的划独木

舟项目之外，首10名完成全程6公里竞走的宗亲各可获

得一份购物礼券作为奖励。在完成竞走之后，我们观看

了由新加坡救生协会所呈献的“海上救生示范”。大家

都对所示范的一系列不同的救生法看得目不转睛。主讲

人也传授了我们正确的心脏复苏法，大家都可说是上了

一堂宝贵的课。为了确保我们有专心“上课”，主讲人

还在示范后发问了几道有奖问答题，不少宗亲都踊跃地

举手抢答，兴致好高！

紧接着是划独木舟比赛，一共有八组报名参加。在

一旁观看比赛的我们不断地为参赛者打气；其中一组参

赛者经屡次独木舟翻覆，最终放弃参赛，但我们还是为

他们尽力参赛的精神给予了鼓励的掌声。比赛过后已是

中午时分，大家都饿了，我们都挤到救生协会的办事

处享用丰盛的自助午餐。当天的最后一项节目是小朋

友最喜欢的“Rambo	Rock”，小朋友们都玩得不亦乐

乎，大人们更是被逗得乐开了怀。游戏节目结束后，

《2008迎新逍遥行》就到此为止，2008年的第一个早

晨就这样充实地度过了。

我们由衷地感谢所有执委理事、赞助者及参与此

项活动的宗亲们的鼎力支持，让我们的《2008迎新逍

遥行》成功举行。让我们一块儿为2008年的到来迈开

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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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婴儿带来吹海风

率先走完全程有奖

海上救生员俱乐部前颁奖

“独木舟”你会划吗？ 看！出了什么状况？

“Rambo Rock”可乐了！

海上救生员俱乐部
负责人梁耀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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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会长淑菁在颁发2008年度奖助学

金典礼上指出，公会会员趋向老

化，想方设法召募新血，引进更多中，青

年龄层的梁姓宗亲加入我会，以填补这个

空缺，乃当务之急。

她说：在公会五百多位会员中，51岁

以上的会员占76%，而30岁至50岁的会

员则只有23.5%，随着会员年龄老化，子

女逐年长大，反映出一个事实，那就是奖

学金的申请人数，从2001年度66份，下

降到今年的35份，尤其是小学组的下降

率最为显著。

公会文教股于4月27日在礼堂举行

2008年度奖助学金颁奖典礼，邀请名誉

会长奕清颁发大学组奖学金，总务水平颁

发理工学院组，组织股主任木盛颁发中学

组，互助部副庶务金链颁发小学组。观礼

嘉宾包括：永久荣誉会长/顾问加曾，名

誉会长，执委理事，各股委员，会员宗亲

和得奖学生的家长等百多人，典礼后茶

点招待。

淑菁副会长也指出，今后，会务的发

展，需要全体会员们齐心协力，共同努力

为公会寻求注入新血，除了鼓励你们的子

女多参加公会的活动外，也要把南洋梁氏

公会介绍给所有梁姓亲戚朋友们，鼓励他

们加入公会，有新血不断加入和积极地参

与各项会务活动，并提供创新的点子，我

会才能把优秀的中华文化和传统价值观，

代代相传，让更多的后代都能继续在“前

人种树，后人乘凉”中受益。

她强调，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华民族

五千年的优秀文化和传统习俗，成为各国

人民竟相学习的浪潮，向来弘扬中华文化

和维护传统民间习俗的宗乡团体的地位，

也相对备受重视，像我会这样组织健全的

姓氏公会，七十六年来存旧立新，弃芜存

菁，更突显它的重要和意义了！

2008年奖助学金颁奖典礼

2008年度奖助学金得奖学生与颁奖者及公会执委理事合照

副会长淑菁：吁年轻宗亲加入公会

文教股主任文生：吁得奖学生回馈公会

文教股主任文生：

鼓励得奖同学饮水思源  回馈公会

文教股主任文生希望得奖同学们懂得

饮水思源，将来有机会会回来回馈公会或

贡献公会。

他说，公会颁发奖助学金的宗旨是要

奖励品学兼优的会员子女，以激励他们勤

勉向学，发奋图强；更要珍惜这份奖金，

好好向学，以取得优越的学业成绩，才不

会辜负公会对他们的期望。

接着，他说，这是公会颁发第18届大

专奖学金及第35届中小学，高中，学院

奖助学金，申请学生共有35位，得奖学

生共有26位，或占74.3%，其中小学申请

者有8位，得奖学生6位，中学申请学生

共有10位，得奖学生8位，高中，初院申

请学生共有6位，而得奖学生共有5位，大

学有7位申请者，4位得奖。今年的总奖金

共17,410元。

他指出，教育基金来源包括一间店屋

的常年租金收入，加上宗亲们的热心捐

献。他并感谢总务水平，组织股主任木盛

及互助部副庶务金链等三宗长，他们的至

亲逝世，居丧期间不忘慈善，将赙仪转购

公会教育慈善礼券，或名下所得互助金捐

献予教育基金。同时表扬他们热爱公会的

精神，为宗亲树立楷模。

副会长淑菁指出：会员老化  当务之急在于引进年轻宗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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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奖助学金颁奖典礼

组织股主任木盛颁发中学组奖学金

互助部副庶务金 颁发小学组奖学金

总务水平颁发理工与学院组奖学金

努力向学优秀成绩得到肯定

代表得奖学生的易涵致谢词时说，这

是公会对他们的努力向学取得好成绩的肯

定，更是对他们将来在学习上的鞭策，他

说，得奖同学一定会更加努力读书，不会

辜负大家的厚望。

对出钱出力的阿公，阿婆，叔叔，伯

伯，姑姑，阿姨等的无私奉献，致予崇高

敬意！

得奖学生代表易涵：

2008年度奖学金得奖学生合照

名誉会长奕清颁发大学组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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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75周年钻禧纪念”庆典之后，我会的会务在原有的基础上攀越另一

个高峰，面对新的挑战，今后会务的走向引起执委理事会的特别关注，

所以，才会有3月8日在龟咯红树林度假屋举行《会务前瞻交流会》，执委理事

及各股委员四十多人出席交流会，充分体现热爱公会的积极行动。

《会务前瞻交流会》是组织股负责的一项活动，在主席团的督导下，经过

周详的策划，并得到各股的配合，提出十项课题供探讨，即：(一)公会今后将如

何跨出一步，参与全国性或区域性的活动，扮演较积极的角色；(二)如何让更多

会员宗亲更积极地参与公会与互助部的活动，从中物色接班人；(三)会员需要什

么样的旅游配套？(四)设立乐龄俱乐部的可行性？(五)与兄弟会或其他社团联办

《卡拉OK交流会》；(六)如何使公会的年轻委员积极和主动地参加庆典和会务活

动？是否可以成立《南洋梁氏公会高尔夫球队》？(七)举办《家庭日》烹饪或聚

餐；(八)对未来会务发展，公会应多主办文艺活动吸引年轻人参加；(九)在凝聚

会员宗亲方面，互助部将如何继续扮演重要角色？(十)公会的产业管理方面是否

有改进的空间？

在会长进生的主持下，与会者以轻松和毫无

拘束的心情针对有关的课题发言，知无不言，言

无不尽，结合现有活动提出具体而又有建设性的

意见。其实，公会的组织架构是健全的，而且各

股的常年活动也已上轨道，这是不争的事实，不

过，尽管如此，还是留有改进的空间，那就有赖

执委理事们多费心了。

主席在总结交流会所讨论的课题时指出，公

会的活动一路来都以家庭为中心，活动重点放在

会员的家庭，所以，适合老中少的参与。至于涉

外活动也越来越频繁，但碍于资源有限，向外扩

展活动都会面对有形或无形的阻力，有不同的意

见和看法，见仁见智，就如这次青年团主办全国

摄影比赛，我们邀请安溪会馆和厦门公会作为联

办单位，同时，也邀请到金航旅游作为赞助商，

如果这个模式可行，今后我们将逐步进行。

他说，交流会提出的很多宝贵和可行的点

子，都交各股深入探讨，然后去落实。总的来

说，这次的交流会是有收获的，期盼着它开花

结果！

《会务前瞻交流会》是于3月8日假笨珍龟咯

红树林消闲屋举行，柔佛梁氏公会也应我们的邀

请，会长传青宗长，总务恒宝宗长，顾问梁琥宗

长前来出席，对彼此间将来在会务上的合作以及

加强宗亲间的联系交换意见，交流会让两会领导

人建立更深厚的情谊。

“会务前瞻交流会”主席台上，进生会长请大家热烈发言

妇女组主任梁叶梨花在交流会上提出，该组将计划
主办“家庭日”

文教股主任文生说，公会要如何推动青年委员积极
参与公会的各项活动

公会执委清标表示不赞成组“乐龄俱乐部”

“会务前瞻交流会”  
跨出一步走向社区

委员奕南有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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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组“三八龟咯欢乐游”，参观海上养鱼场 参观海上养鱼场时，也可以买海鲜

妇女组为庆祝《三八妇女节》，配合公会组织股主办的交流会，于是组团去马

来西亚笨珍龟咯的红树林消闲屋欢度两天一夜的假期。获得热烈响应，有八

十多位执委理事及会员宗亲参加，分乘两辆旅游巴士浩浩荡荡从公会出发，途中有

说有笑，充满欢愉气氛。

到了红树林消闲屋已经是午餐时间，大家的肚子都饿了，虽然是粗茶淡饭，大家

也吃得津津有味。不过，晚餐却是丰富的美味海鲜烧烤，鱼虾，螃蟹，肉类，番薯，

玉蜀黍等等，新鲜口感，让人大快朵颐。

晚间的自由活动，有卡拉OK可以飙歌，搓麻将，打牌，各投所好，玩个通宵不

亦乐乎！

翌日一早，乘搭游艇浏览龟咯海上美景，参观海上养鱼场，购买新鲜海产，逛街

市购物等等，其乐无比。回味无穷！

三八妇女节
龟咯欢乐游

副会长有财请大家提好意见 会场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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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响应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号召，发起筹款活动，呼吁

会员宗亲捐款赈济中国历史上罕见大雪灾的灾黎，并在

公会设一个捐款箱，获得执委理事及会员宗亲的慷慨解囊，热

烈捐款，公会也从福利基金拨五千元，连同会员宗亲的捐献一

共筹得一万四百八十二元五角五分。

公会代表：副会长有财，福利股主任顺木及互助部秘书水源

于3月18日将义款呈交中华总商会，由该会蔡天宝会长接收。这

三位代表也于3月27日出席中华总商会将所收到的捐款移交给中

国驻新加坡全权特命大使张小康的仪式，席间张大使和蔡会长还

与我会代表拍照留念。

公会代表有财(副会长)，福利股主任顺木，互助部秘书水源将
捐款于3月18日呈交给中华总商会会长蔡天宝(右二)，该会社
会事务委员会主席李秉萱(右一)也在场。

筹款赈济中国雪灾灾黎

我会与安溪会馆和厦门公会联合主办《心系中华

文化》摄影比赛，金航旅游业有限公司及新

中文化教育交流中心为赞助单位。总奖金总值约二万

元等待赢取，第一名：现金1200元+双人旅游配套；

第二名：现金800元+双人旅游配套；第三名：	现金

500元+双人旅游配套。从今年1月1日起已接受报名

参加，截止日期：2008年12月26日下午5时。有充足

的时间去猎取最精彩的镜头，筛选最美妙的画面来参

赛。欢迎会员宗亲拿起相机去捕捉难得一见的景物。

摄影题材必须和新加坡华族文化活动有关或具华

族特色，参加作品必须是在新加坡拍摄。参赛相片

的拍摄日期必须是介于2008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

26日之间。比赛开放给各界人士参加(评判团成员除

外)。参赛表格可从http://www.neoclan.org.sg网址下

载，或向上述主办单位索取，也可以使用复印表格，

参赛者可将作品及表格呈交或邮寄至秘书处：南洋梁

氏公会，87	Kovan	Road，Singapore	548176或致

电：62889017或62856276	询问。

参加《心系中华文化》摄影比赛

心系传统   联系你我....
看现代摄影艺术如何诠释传统文化的内涵与价值观

参赛表格可从以下网址下载：

http://www.neoclan.org.sg/

询问电话： 
62889017 / 62856276 

截止日期： 

2008年12月26日下午5时

Entry forms are available at 

http://www.neoclan.org.sg/

Tel: 62889017 / 62856276

Deadline: 5pm, 26th December 2008

我们希望能借此摄影比赛来引起各界人士对华族文化的认知与重视，更希望摄影爱好者

的作品能起到宣传与影响的作用。作品内容必须与新加坡华族文化活动有关联，主题可

以围绕在任何一个华族节日、民俗活动或信仰上。 

Through this contest,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hopes that the public will grow to appreciate and value 
Chinese culture and that the works of photography enthusiasts will help to achieve these goals.  
The content of submitted works must revolve around Chinese cultural activities in Singapore and the theme 
of the photographs has to be related to any Chinese festival, folk activity or religion.

第一名　现金S$1200 + 双人旅游配套

第二名　现金S$800 + 双人旅游配套

第三名　现金S$500 + 双人旅游配套

5份优异奖各为现金S$300

 Cash S$1200 + Travel package for Two

 Cash  S$800 + Travel package for Two

 Cash  S$500 + Travel package for Two

5 Merit prizes : Cash S$300 each.

奖品

1st Prize

2nd Prize

3rd Prize

總獎金總值約

$20,000

主办单位:  安溪会馆   •   南洋梁氏公会   •   厦门公会
赞助单位:  金航旅游业有限公司 • 新中文化教育交流中心

摄影爱好者一个

好消息!

兹将捐款者芳名列下：

文德二千元，加曾伍百元，进生伍百元，顺发/叶梨花叁百元，

水平/何美莲叁百元，淑菁二百元，清吉，庆华，杜玖，梁戴舜玉，

世霖，奕泉，美石及福居(以上各捐一百元)，顺木，进财，玉辉，

丽辉，梁刘桂枝，清杉，玉霞，玉珊，辉龙，爱梅，(以上各捐五十

元)，南安叁十元，水源，金链，槟榔，亚礼，南钟，成水，合兴，

进南，振成，清标，有财，文生，永武，孝顺，金殿(以上各捐二十

元)。捐款箱共五十二元五角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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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正月初六清水祖师圣诞暨众神千秋是公会福利股一年中举办的最盛大的庆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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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宗亲踊跃出席，热闹非凡。

为了筹备这个庆典活动，福利股不敢掉以轻心，从设计请帖到酒席及余兴节目的安排，力求做到最完美。

今年的庆典在2月12日晚上举行，宴开45席，受邀嘉宾包括来自各社团代表，盛大场面洋溢着节日的气氛。在余兴节目

方面情商金航旅游的安排下，邀请到来自中国杭州市艺术团呈献精彩的歌舞表演节目包括：“花儿”，“风之羽翼”，“京

调”，“孔雀飞来”，“茉莉花”，“戏曲联唱”及“秧歌”等，获得全场热烈掌声。顾问团打赏表演艺人六百元大红包，对他

们的表演感到激赏。

此外，康乐股凭着多年的经验在余兴在余兴节目方面，精心策划，除邀请中国艺人表演外也安排卡拉OK歌

唱，让爱唱歌的业余歌手一起飙歌，有独唱，有对唱，还有大合唱，优扬悦耳的歌声

与众同乐，引起共鸣，现场气氛非常和谐。

青年团在节目之间穿插一段幻灯片，介绍公会各项

活动的精彩片段，让会员宗亲对公会有深

一层的认识。当然，丰盛的宴席更令人大

快朵颐，齿夹留香，津津乐道！

延续华人的传统习俗，每逢农历清明和冬至这两个节日，我

会梅镜堂宗祠举行春冬两季祭祖仪式慎终追远，这两个节

日也是宗亲为其先人的神主位举行晋驻仪式，让先人得以安息宗

祠。逢年过节，初一，十五敬香膜拜。

今年3月30日(农历二月廿三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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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餐筵开22席。

互助部在午餐时颁发奖励金给去年(2007)参与探丧和送殡活

福利股主任顺木致词时，呼
吁宗亲踊跃出席这项一年一
度的庆典活动 公会顾问团，常务理事及福利股全体委员台上祝酒

清明节祭祖时，有宗亲为其先人晋驻
神主位，图为荣誉会长美灿宗长(站立
者中)主持点主仪式

互助部主席清吉(右)颁发奖励金予参加探丧及
送殡活动出席率最高的26位之一

在冬至祭祖时，福利股颁发度岁金予家境清寒的乐龄
宗亲，图为进生会长(右二)颁发度岁金予其中一位宗
亲。左一为福利股主任顺木及副主任南安(右一)

动出席率最高的26位会员宗亲，首12位赠送职总超市40元购物礼

券;其余14位则赠送20元购物礼券。鼓励会员宗亲多出席探丧与送

殡活动，发扬互助精神。

去年冬至祭祖于12月16日举行，有五位宗亲为其先人晋驻神

主位，祭祖仪式过后延开三十席，越来越多宗亲举家前来祭拜，

追思先人。

福利股也在当天分发度岁金(每份二百元)给十位家境清寒的乐

龄宗亲，送一份人间温情，让他们过个好年。

清水祖师圣诞暨众神千秋－－ 新春联欢宴会

清明及冬至祭祖

来自中国杭州市艺术团的精彩表演，有独舞，
群舞，独唱，笛子演奏等，博得热烈掌声

捞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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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者在阅读各项报告

出席柔佛梁氏公会凤坡宫庆典

一年一度的会员暨部员大会以于4月27日(星期日)上

午十一时正在礼堂召开

会上进生会长把过去一年来，公会暨互助部的会务

稳健发展归功于各股主任及委员们积极推动所取得的骄

人成绩，更希望大家加把劲，继续努力，并肩合作把会

务从一个高峰推向另一个高峰！

会上复准前期会员大会记录，通过2007年度公会

暨互助部财政报告，总务也向大会提呈2007年度会务

报告。

在会议前没有收到任何会员的书面提案，所以，没

有特别议题讨论。

常年会员暨部员大会

柔
佛梁氏公会凤坡宫于4月21日(农历三月十六日)庆祝武德尊王圣诞千秋晚宴，我

会副会长清福和有财带领十二位代表前去赴宴，受到该会主席传青及总务恒保

等理事的迎接，宴会前宾主之间就加强会务联系等问题交换意见，言谈甚欢，席间更

是觞觥交错，盛意拳拳，为两会将来的合作举杯祝贺！

赴宴途中，顺道游山玩水，参观 株巴辖的石山古庙，十八罗汉，麻坡的善财爷

等处，上香敬佛求平安！

公
会网站是我会和海内外宗亲及团体建

立联系的窗口，互通信息最快捷的管

道。同时，它也具有商业价值，欢迎宗亲在

网站惠登广告，优惠价每栏120元，它将为你

带来无限商机！

欲知详情请电：

62889017公会秘书处。

网站是我会信息的窗口

活 动 预 告

1)	妇女组：庆祝端午节及双亲节〜01/06/08

2)	青年团：烧烤会＋独木舟＋摄影幻灯片欣赏〜14/06/08

3)	康乐股：庆祝中秋节暨儿童节〜13/09/08

4)	组织股：出席澳门恳亲会/珠江旅游团〜30/10至2/11/08

宾主合照:前排坐者柔佛梁氏公会主席传青(右二)总务恒保(右四)及
我会副会长清福(右三)，副会长有财(右一)

柔佛梁氏公会主席传青(左二)向嘉宾敬酒

我会文教股副主任舒云即兴上台
高歌一曲助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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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会康乐股负责的“卡拉OK室”是开放给所有会员的活动场所，开放时间是每逢星期五从晚上7时30分

至10时30分，每次每人收费三元，欢迎会员宗亲和你们的亲友一起来唱歌。

会员也可以租用卡拉OK室，每次租费50元。(三个小时)

此外，每逢星期三晚上有歌唱班，由邓美凤老师教导，有兴趣者请电：62889017秘书处询问详情。

卡拉OK室——欢迎你来唱歌！

齐
心
合
力
大
扫
除

抹神龛的玻璃和神台

大扫除大功告成，好乐！

大家出把劲，把香炉擦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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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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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扫除是前

奏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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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正月初六清水祖师圣诞暨众神千秋的新春联欢晚会的到来!福利股于1月20日发

动执委理事总动员大扫除，一大清早，大家到了公会，自动自发分头工作，有

的搓香炉，有的抹橱窗，神龛。妇女组负责打扫厨房与炊事——泡茶水，准备

早餐和午餐。

大扫除工作虽然不简单，但大家以轻松的心情去做，不把它当着一种苦

差，其乐亦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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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讯/网页委员会	

鸣 谢
总务水平令尊新策老先生于今年一月间逝世，居丧期

间，水平宗长允将执委理事及会员宗亲等的赙仪转购公会教
育基金慈善礼券，共得3520元，连同他名下所得的互助金
1252.74元，合共4772.74元全数捐献予公会充作教育基金。

会员玉益宗亲令德配王氏桃娘夫人于去年11月间逝世，他
在领取名下互助金共得413.92元时，将其中213.92元捐献予公
会充作教育基金。其余二百元捐献予赈济中国雪灾灾黎。

对水平和玉益两位宗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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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利股副主任南安与康乐股活动成员何顺海先生在公会举

行“新春团拜”和庆祝清水祖师圣诞暨众神千秋新春联欢晚会
期间，报效布置会场的花卉，使会场花团锦簇，鲜艳夺目。他
们出钱出力，热爱公会，精神可嘉，特此申谢。

族人寻根问祖可以从《族谱》下手，公会配合福建翔

云(象运)家乡安定联谊会进行续谱工程，这对族人来说是一

项很有意义的工作，所以，我会成立工委会，发动执委理事

负责联络宗亲，协助他们追宗溯源，整理祖先的相关资料，

不过，这也要宗亲们的合作，这是互动的，因为，要靠你们

提供家族的资料，让我们全力以赴把工作做好。

此外，宗亲们，公会主办的活动要你们的参与，《心

系中华文化》摄影比赛是全国性的，欢迎你和你的子女拿起

相机去猎取精彩的镜头寄来参赛，除嬴取丰厚奖金之外还有

一种满足感，享受一份荣誉和乐趣！

《会讯》是公会传递信息的管道，希望会员宗亲在获

得信息后，告诉你的亲戚和朋友，让他们知道公会的活动也

来参与，特别欢迎年轻宗亲的到来。

一对橘子，代表吉祥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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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委 的 话

新
春
团
拜 捞得风生水起——发阿！

新年啦，红包一个来！

贺年  贺岁  捞鱼生

贺年贺岁年年贺，贺岁贺年贺年年！

华人农历新年是个大节日，家家户户非常重视，当然，庆祝形式丰俭随意。

新年前我们收到的贺年卡，纷至沓来。我国总统纳丹也寄来一张节日的祝贺

卡。作为一个华族团体沿着华人习俗，我会也寄发新年卡，向会员宗亲及相关的

海内外社团拜年贺岁。

2008年2月8日农历正月初二，公会会所锣鼓喧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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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会一年一度的《新春团拜》，大家一起捞鱼生，享用自助

餐，希望大家捞得风生水起，年年有余，盆满钵满大丰收！

当天，副会长清福代表公会派发红包给小孩作为压岁钱，讨个吉利好兆头，

大家过个快乐年！

正月初二新春团拜，大家拜个年，好不热闹

“一个压岁红包，代表什么——

瞧！阿姨疼爱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