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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贺新禧  新年快乐

〈2008心系中华文化〉摄影比赛于

12月26日截止，获得社团，摄影学会，以

及摄影爱好者热烈响应，踊跃参加，参赛人

数115名，总共收到参赛作品475件，令人

鼓舞。

评选工作随着于12月28日在本会礼堂

举行，工委会邀请到摄影界五位知名人士

当评判，他们是:-符诗云先生，Mr. Mathies 

Heng，Mr. Albert Lim，沙颖先生和余火德

先生。协助评选工作的成员有：进生会长，

黄碧梅，麦庆良，梁麒麟，梁进财，梁耀荣

和郑明达。

经过五位评判的严格筛选，首三名作品

出炉了，接着五份优异作品也选出来了。至

于得奖名单先卖个关子，暂时还不能公布。

不过，上述得奖作品连同80份优秀作品将

于2009年1月30日在怡丰城(VIVO CITY)的       

〈春城洋溢华夏情〉会场，恭请丹戎巴葛集

选区国会议员/华社自助理事会执行理事长/工

委会顾问陈振泉先生主持颁奖礼暨摄影展开

幕仪式。摄影展将举行至2009年2月8日。

五位评判对这次参展作品的水准感到满

意，不过，他们认为这是为了推广和保留华

族文化和传统而设的比赛，因此，参赛者应

把镜头放在一般传统习俗和百姓日常生活的

点点滴滴为主，捕抓民众的生活面貌，不要

局限在庙宇神坛的祭祀活动，舞龙舞狮及舞

台表演等。

〈2008心系中华文化〉摄影比赛是由安

溪会馆，南洋梁氏公会及厦门公会联合主

办，赞助单位是金航旅游业有限公司及新中

文化教育交流中心。这次的摄影比赛能够取

得这么美好的成绩，加强了主办单位和赞助

单位的信心，并为下一届的摄影比赛奠定基

础，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社团，会馆加入主

办与赞助行列，壮大我们的队伍，为推动和

弘扬中华文化尽一份力量！

〈2008心系中华文化〉摄影比赛
得奖作品诞生了！

← 评选现场↑



公会在庆祝

端午节当

天 ，除 了 请 宗

亲们吃粽子之

外，也把庆祝活

动搞得多彩多

姿，让会员宗亲

团聚一起过个

温馨的日子。

妇 女 组 于

6 月 1 日 ( 星 期

日)下午二时在

公会礼堂庆祝

端午节暨双亲

节，邀请到预防医学中心陈浩霖讲师主讲

<如何预防慢性疾病>，这个讲题很吸引

人，给活动增加许多号召力，逾百宗亲慕

名而来听讲，大家都觉得难得有这个机会

听听医药保健知识，进一步了解预防胜于

治疗的理念，以便在日常生活中过得轻

松愉快。

 妇女组主任梁叶梨花说，难得请到

陈浩霖讲师主讲预防慢性疾病的方法，让

我们受益不浅。

她也说，为了庆祝端午节，妇女组提

前一天发动姐妹们放下家里的活到公会来

包裹粽子，包裹粽子并不简单，准备馅

料，煮煮炒炒，忙了整天才把粽子裹好，

煮好，忘我精神可敬可佩！

在庆祝端午节之际巧遇父亲节，她

说，把粽子当作送给孩子的爸爸的一份礼

物也不错，物轻情意重，更具意义，这份

亲情令人难忘。

妇女组主任在致词时呼吁出席者慷慨

解囊，捐款赈济中国四川地震灾黎，她

说，天灾无情，人间有情，恻隐之心人皆

有之，伸出你的援手。在永久荣誉会长兼

顾问加曾和文德两位宗长率先捐款带动

下， 获得热烈响应与会者纷纷往捐款

箱投下义款，此情此景令人感动!

青年团主任麒麟放映公会的活动

幻灯片，让参加者特别是年轻人多了

解公会的各项活动，拉近他们与公会

之间的互动关系。而且，提出趣味

的问题让他们回答，答对有奖，反

应热烈。

除了吃粽子，茶水糕点之外，

庆祝端午节暨双亲节

2008年5月12日，一场无情的7.9

级大地震给中国四川省人

民带来家破人亡，哀鸿遍野，顿成人间地

狱，惨不忍睹，震憾世界，牵动人心。

天灾无情，人间有情，赈灾捐款如火

如荼的普天盖地的展开。为响应这项义

举，我会吁请会员宗亲伸出援手，用我们

的爱心去温暖地震灾民的悲伤，公会率先

从福利基金拨款五千元发起捐款，义款从

四方八面纷至沓来，公会从庆祝端午节那

天开始设立义款箱发动会员宗亲捐款，总

共收到$13,866/=。

公会委派福利股主任顺木，副总务金

发及互助部秘书水源等三位，于2008年

天灾无情  人间有情

7月17日将义款呈交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

二等秘书韩旺强先生，韩先生说，他代表

中国政府及人民，特别是四川灾区的老

百姓，对我会及会员宗亲的捐款表示衷

心感激！

兹将捐款者芳名列下:-

南洋梁氏公会福利基金五千元，梁加

曾二千元，梁文德一千元，梁进生五百

元，梁顺发／叶梨花五百元，梁淑菁五百

元，梁水平／何美莲五百元，梁杜玖／卓

清华五百元，王海东等五百元，梁锟包五

百元，梁丰记二百元，梁添二百元，梁金

福二百元，梁清吉一百元，梁庆华／林素

珍一百元，梁文生一百元，梁有财，梁木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  伸出援手
    向四川地震灾民献一份爱心!

盛，梁武林，梁麒麟，梁玉珊，梁玉霞，

梁永武，梁宽旭及梁清杉(以上各捐五十

元)，梁水源，梁金链，梁成水，梁槟榔，

梁南钟及梁亚礼(以上各捐三十元)， 梁安

伦二十元，简 十元，以及捐款箱共八

百零六元。

 

福利股主任顺木(左二)将赈灾义款呈交给中国
驻我国大使馆二等秘书韩旺强先生，在场的有
副总务金发(左一)及互助部秘书水源(右一)

妇女组主任梁叶梨花呼吁
出席者，在欢乐的时刻
不要忘记中国四川地震灾
民，伸出援手—捐款

参加者梁成水举手发问

预防医学中心讲师陈浩霖先生
示范预防疾病的方法

粽子飘香的季节

还准备了游戏和丰富的余兴节目，美好的

日子容易过，又到了压轴的幸运抽奖，请

副会长兼妇女组顾问淑菁主持，得奖幸

运，没得奖也快乐，多好!

端午节包裹粽子的过程：准备馅料→裹粽子→煮粽子→粽子煮熟了！皆大欢喜。



庆祝端午节暨双亲节

庆祝中秋节活动

时，康乐股也

考虑到配合儿童节，

所以，特别精心策划

一番，在节目的安排

上兼顾儿童的兴趣让

他们乐在其中。

节目开始前，进

生会长率领小朋友提

灯笼绕会所一周，当

晚嘉宾厦门公会会长林 利和金航旅游总

经理林瑞泰，以及会员宗亲也带领着子女

一起参与提灯笼，营造了一个喜洋洋的节

日气氛，并为接着下来的节目带动更多人

去参加，一个接着一个一气呵成。

一个三四百人的聚会使整个会所都沸

腾起来，好不热闹。要让这个场面由始至

终充满生气勃勃，有赖于节目上的安排，

中秋月圆儿童乐
月亮带来的团聚和欢乐

联欢晚会
康乐股早已胸有成竹，设计一套包含：卡

拉OK歌唱，猜灯谜，幻灯片欣赏及问答

游戏，巨星模仿表演，游戏方面有竹竿舞

和红旗白旗等，老少咸宜。尽兴之余更少

不了幸运抽奖，把活动推上最高潮。

康乐股主任梁何美莲在庆典上强调，

虽然是一个中秋节活动，但都需要财力，

物力和人力，所以，除了公会的拨款外，

我们的执委理事也慷慨解囊，乐捐和报效

礼物，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得协助各项工

作，出钱出力，没有他们的热心和付出，

我们的活动不可能办得这么成功，她代表

公会向他们致予崇高敬礼。同时要感谢何

顺海夫妇报效全场的花卉，把会场布置得

花团锦簇，生气勃勃。

 在月圆的中秋夜晚，大家玩得尽

兴，吃得痛快!幸运儿把礼物捧回家去，

好高兴！ 

康乐股梁何美莲:请大家
尽情地参与余兴节目

女声小组合唱

猜灯谜游戏

跳竹竿舞

扮巨星，看，他像谁?

儿童才华表演

快!把灯笼点亮！

提灯笼庆祝中秋节

拉首动听的曲子

在夜空下听她歌唱



新加坡的农场已经采用有机培植不用农

药，并确保新鲜供应。有机菜园不只是种蔬

菜，还种小麦草，食用仙人掌，芦荟，菌菇，

黑木耳等等，这些都是有益健康的食物。难怪

到来参观的人趋之若雾，或许是好奇心所驱使

而近似疯狂地购买，不亦乐乎！

福利股主办━━

               乐龄郊游

新加坡有那些旅游景点供旅客或国人去游览和观光？每年福利股为主办乐

龄郊游而伤脑筋。几年下来该去的地方都去了，再说，适合乐龄游览的

地方也很有限，所以，福利股得去寻找适合老人走走看看的景点，让他们享受

半日消闲的日子。

今年，福利股于11月23日(星期日)带了乐龄宗亲会员去林厝港参观现代化

农场—牧羊场—龙珠果园—小麦草园—叶绿青菜园等。果然，昔非今比，过去

的农场，给人的印象是，臭气熏天，到处脏唏唏，然而，今天的农场引进现代

化的设备和管理，令人耳目一新！

牧羊场，顾名思义，那是养羊的地方，但，却不是一片草原，不见羊

儿在草地上吃草，而是把羊只饲养在栏里，喂它们吃饲料。这些是乳羊用

来挤羊奶的。现在是用机器挤羊奶了。羊奶的营养价值高，市场需求大，

所以，我们还可以喝到新鲜的羊奶是很难得的！

这么长的是什么瓜?

啊！好大一个葫芦高高挂

瞧！这是什么水果？不，是冬瓜，信不信由你！

落花生是这模样的。

重温乡村菜园
           的点点滴滴

水耕法培植的蔬菜

参观林厝港有机蔬菜果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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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代替人工挤羊奶，很吸引人

工人在整理小麦草 没见过这些菌菇，把它拍下来！



冬 至 祭 祖
每逢季节倍思亲，逢年过节，在华人的传统习俗都必须祭拜祖

先，以表孝心，追思先人，祈求在天之灵庇荫世代子孙，吉

祥如意，财源广进。今年冬至祭祖于12月21日(农历十一月廿四日)

适逢正日又是星期日举行，前来祭拜祖先的宗亲特别多，其中有七

位宗亲为其先人晋驻神主位举行点主仪式。祭祖仪式过后，设蔬肴

40席招待宗亲会员。

尽管全球经济大海啸席卷世界各国，新加坡也不例外的

情况下，福利股每年配合冬至祭祖的同时，派发度岁

金给家境清寒的乐龄宗亲，今年也不例外，由公会互助部主

席清吉宗长派发度岁金给十一位乐龄宗亲，送上一份温情，

让他们过个好年！

祭拜牲礼丰盛，祭祖仪式隆重举行

派 发 度 岁 金

一家大小敬香祭拜

为先人晋驻神主位的仪式

互助部主席清吉派发度岁金予简 女士
领取度岁金的乐龄宗亲与互助部主席清吉(前排右4)
及福利股主任顺木(前排左5)合影



公会就像是宗亲们的一个

大家庭，新年前就要进

行大扫除，福利股发动执委理

事大家一起动手，洗洗刷刷，

拖地板抹门窗，擦香炉和抹神

龛，把会所的庭院里里外外打

扫一番，明窗净几焕然一新，

迎接新年的到来，虽然辛苦了

半天，心情却是轻松愉快的。

新春团拜
2009年1月27日(正月初二)

庆祝清水祖师圣诞
2009年1月31日(正月初六)

庆祝<三八妇女节>
2009年3月

清明祭祖
2009年3月29日

会员大会
2009年4月

颁发奖助学金
2009年4月

鸣 谢

2008年世界梁氏宗亲(澳门)恳亲大会

互助部查账金福宗长令堂王氏太夫人逝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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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0元，充作教育基金。

互助部理事南钟宗长令堂朱氏太夫人逝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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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0元，同时另捐献1000元，此外，复将名下所得互助

金179.05元，合共2379.05元充作教育基金。

互助部副主席钦钟宗长令堂卓氏逝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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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元，并将所得123.05元互助金，合共2113.05元捐献予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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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
动
预
告

进生会长在恳亲大会上发表意见

今年的恳亲大会是在澳门渔

人码头于10月30日与31

日举行，主办单位是澳门梁族联

谊会。我会派出的代表团共有卅

人，加上星洲梁氏总会与琼州梁

氏公会的代表们，新加坡共有64

人出席大会，可以说是除中国之外，最大的一个代

表团。新加坡梁氏宗亲会向来不遗余力，积极参与各兄弟会

所举办之恳亲会，敦宗睦族的精神，可圈可点。

出席恳亲大会的代表一致推举槟城梁氏宗祠承办2010年世界梁氏宗亲恳亲大

会，告别澳门，后年槟城再见！

大会过后，我会代表团也顺道北上，到广州，珠海，番禺和开平等地游览。一路

游山玩水，了解广东之风土民情，还参观了孙中山先生纪念馆，玩得不亦乐乎！

大扫
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