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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灯主一对“清醮手灯”

“灯鸡”脚上要带上一对戒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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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梁氏公会于1月23日(星期六)农历已丑年十二月初九在会所场地，统一举办新加坡梁氏族亲 

〈龙须岩清水祖师暨万安堂三代祖师〉保安清醮，意义非常重大。

这是我会经过多年的酝酿，做了很多工作才付诸实现，并在公会发动和号召下，获得梁氏族亲的

认同和热烈响应，报名参加者达160多户，第一次统一举办能取得这么骄人的成绩令人鼓舞。

我会隆重举行清醮祈福供天仪式从1月22日晚上11时开始，宗亲们拨出宝贵时间参加空前盛大的

清醮盛典，场面热闹非凡，鲜花水果等丰盛供品，应有尽有，在道士的引领下，虔诚祈祷，为家人族

人祈求平安，消灾添福增寿，祈愿国泰民安，国运昌隆!

道士在诵经

道士在作法事

盛况空前�功德圆满
团结宗亲�世代平安

举办新加坡梁氏族亲

龙须岩清水祖师暨

万安堂三代祖师保安清醮



进生会长说，美国总统的农历新年贺

词“Chinese Lunar New Year”—

称为华人农历新年。结果，引起韩国人大

声反对，越南人也不高兴，因为韩国人和

越南人也一样庆祝农历新年。因此，美国

总统的农历新年贺词，就把它称为“亚

洲人的农历新年”—“Asian 

Lunar New Year”，又

惹来其他亚洲国家的

不满，日本人就不同

意，因为，日本人不

庆祝农历新年。

究 竟 是 “ 华

人”或是“亚洲

人 ” 的 农 历 新

年 ? 不 管 怎 么

说 ， 农 历 新 年

是我们的一个传

统节日，我们要珍惜它。

他说，近几年来，不管是在亚洲，美

洲，欧洲，甚至一些我们不很熟悉的国

家，都在庆祝华族农历新年。

他是在正月初六庆祝龙须岩清水祖师

暨众神千秋的新春联欢晚宴上这样说的，

有一些大国的总统，总理也纷纷发表农历

新年贺词，向各地华族拜年。舞龙舞狮，

载歌载舞，这种庆祝华人农历新年的活

动，在世界很多地方，也越来越普遍，越

是“华人”或“亚洲人”的农历新年？

来越让外国人能接受与参与。我们有理由

乐观期待，再过几年，华人农历新年，会

如圣诞节一样，成为多数地方共同庆祝的

一种盛大的节日。

但是，他指出，也有一些人对农历新

年，并不很在意。只把它当成其中一个公

定假期看待。其实，事情没有这麽简单。

所以，不管怎么说，他认为农历新年是我

们的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是我们的文

化，我们要珍惜它，将它发扬光

大，与时并进。作为一个新加坡

的华族宗亲团体，我们正扮演这

一个角色，我们每年农历正月除

二都在会所举行新年团拜，正月

除六的神诞也有新春联欢晚会，

让大家共聚一堂，共同欢庆佳

节。希望会有越来越多人参与，

越来越热闹。

他祝大家虎年行大运，如虎

添翼，生龙活虎，龙腾虎跃，

虎虎生威。

这个由福利股于2月19日(星期五)在

公会广场主办的常年盛大晚宴，宴开四

十余席，场面热闹非凡洋溢着新春佳节

的气氛。

福利股主任顺木致词时指出，庆祝龙

须岩清水祖师圣诞适逢农历新年，又是星

期五很多人隔天不用上班，所以，可以和

家人一起来参加这个盛大的宴会。他祝愿

大家，新年伊始身体健康，事业兴隆，合

家平安。

在余兴节目方面，他说，和往年一样

在康乐股的协助下尽量做到多姿多采，除

卡拉OK外，特别情商金航旅游为我们安

排来自中国江西省杂技团表演精彩的杂

技，如转碟，芭蕾，手技和滚筒等，精彩

无比的演出，令人叹为观止，报以热烈

的掌声。

他说，今晚的庆典能如此成功与顺利

举行，是得到宗亲们的爱护与支持，踊跃

参加，他感谢台前幕后的人员的落力工

作，希望大家多喝几杯，尽情地唱，把快

乐带回家！

会长在庆祝龙须岩清水祖师圣诞新春晚宴上致词

进生会长赠送纪念品给江西省杂技团领导杨军 常务委员及福利股全体委员台上敬酒

转碟，在你面前转给你看！

福利股主任顺木致词

高难度的滚筒表演

在肩膀上跳芭蕾，美极了！

顶功，了得！

叠罗汉转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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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杯饮胜！ 康乐股全体委员向大家拜年

恭喜！恭喜！新年快乐！恭喜发财！新年期

间，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互相祝

贺。希望新年伊始，讨个吉祥，来年会更好！

公会延续华人的传统习俗，每逢正月初二举行新春团拜，请来嵩岭武术馆

的醒狮团采青助兴，锣鼓喧天，求个吉祥如意，会务蒸蒸日上。

会员宗亲一家老少来到公会，还有来自兄弟会的代表，大家相聚一堂，

格外亲切，握手互相祝愿新的一年身体硬朗，事业兴隆。

捞鱼生，讨个个好兆头，年年有“鱼”，捞得风生水起，横财就手。丰

盛的自助餐让大家吃得很开心，大快朵颐！

会长致词时说，一年难得有这个机会让宗亲们相聚一起，大家都很珍惜

这一刻，希望在会员宗亲的关怀与爱护之下，联系宗谊，公会扮演不可或缺

的角色。

副会长淑菁派发红包给小孩，压岁钱讨个大吉大利。

大家都认同新春团拜意义深长，所以，每年出席团拜的会员宗亲有增无

减，越来越热闹越有气氛！此外，公会也给远方亲朋戚友和宗亲会捎个新年

的问候，祝愿天下太平，幸福年年。同样的，公会也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贺

卡，片片寄语，愿宗谊常青，会务如日中天！

新 春 团 拜

嵩岭武术馆的醒狮采青助兴 一对橘子拜年，大吉大利

新春团拜，聚集一堂，过好年

领了贺岁红包，好开心！

副会长淑菁派发贺岁红包

捞鱼生！捞得风生水起！

好大盘的鱼生啊！

永久荣誉会长兼顾问加曾
宗长和署理会长顺发宗长
上柱香，祈求虎年更好！ 丰盛的自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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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到中秋分外明也特别圆，可是，去年

的中秋节却不见月亮，而且细雨霏

霏，雨朦胧夜朦胧。但是，风雨无阻，出

席的会员宗亲络绎不绝和往年一样踊跃，

可是，兴致还是很高！感动天地，雨过天

情，没等月儿露出笑脸，大家一窝蜂踊上

广场，儿童们更是迫不急待要提灯笼了！

庆祝中秋佳节气氛终于照亮了南洋梁氏公

会，笑容都挂在每个人的脸上。

虽然，因为当晚下着毛毛细雨而使节目稍微

延迟开始，不过，大家都很有耐心，认为守得云开见月明，果

然不出所料，雨停了。虽然，看不到月亮，可是，每个人的心情已经变的

轻松愉快多了。三四百人的场面又沸腾起来了。

庆祝中秋节配合儿童节，所以，在节目的处理上，康乐股特别兼

顾儿童的兴趣让他们感受到中秋节的乐趣——不只是吃吃月饼而已。

康乐股在安排余兴节目方面经过一番策划，卡拉OK歌唱有闽，

粤及华语歌曲，有合唱，对唱，穿插期间有游戏，成人和小孩一起

玩游戏，其乐融融，没有隔阂。猜灯谜更吸引不少人枪揭谜底，猜

对有奖。

幸运抽奖，把活动推上最高潮，有十份儿童奖由总务水平主持抽奖

与颁奖，十份成人奖由财政杜玖主持与颁奖，津贴幸运奖五份由康乐股委员

雅源主持与颁奖，三份大奖则由进生会长主持。

康乐股主任木盛在致词时说，虽然，天公不作美下了一场小雨给中秋节

晚会带来一点扫兴，可是，宗亲们仍然兴致勃勃，这种精神感动天地，雨停

了，月亮婆婆含羞答答若隐若现，朦胧的月色另一种

情调。少有的一个中秋夜晚。

他说，庆祝中秋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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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代表公

会向他们致予崇高敬礼。同时要感谢梁雅源夫妇捐献

一千元，请宗亲们以掌声表达谢意。

财政杜玖颁发奖品给幸运得奖者康乐股全体委员和卡拉OK歌唱表演歌手合唱在台上合照

进生会长在台上颁奖前抽奖
票根抛向空中再抓住一张

中

庆

秋

庆祝中秋节在雨中进行
细
雨
朦
胧

雨过天晴，歌照唱，舞照跳

梁雅源宗长颁发家庭奖予幸运儿

在台上玩游戏

总务水平颁发儿童奖

康乐股主任木盛：雨停了，
大家可以开始赏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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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股每年的乐龄周都安排乐龄宗亲会员郊游，去年11月

21日就带领80位乐龄会员宗亲，分乘两辆豪华旅游巴士

去马六甲一日游。

马六甲是马来西亚著名的古城旅游胜地，新加坡人都喜欢去马

六甲游玩，参观 与娘惹博物馆，三保庙，古董街等景点外，吃

道地的娘惹餐，购买当地土产或纪念品等，

这次游览马六甲与往年不一样，因为，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

及夫人刚刚访问过马六甲，街头牌坊装灯结采别有一番迎宾的气

为庆祝国庆妇女组于去年

8月15日(星期六)及16

日(星期日)组团2天1夜 淡休

闲欢乐游。游览美丽纯朴的

淡岛，享受丰富的美味海鲜

佳肴，品尝道地的各式印尼糕点。参观东南亚最大的庙宇包括历

史最古老的大伯公庙，逛街市购物等等。

淡，久违了！一群五十多人来到 淡岛，它给人的第一个印

象是， 淡变了，变得更繁荣了，声色犬马样样有，各投所好，

看表演，按摩，唱卡拉OK，参观印尼缩影，整个印度尼西亚的

民族，文化，艺术，民情风俗等等尽在眼前，虽然是短短的旅程

获益不浅，不虚此行!

妇女组主办

抵达 淡岛拍张全体照留念

参观印尼缩影，了解印尼的民俗文化

幸运抽奖——你赢奖，我颁奖等着吃一顿丰盛的海鲜餐观赏印尼的舞蹈

拜胡锦涛主席所赐到马六甲
一游拍照留念大家等着吃一顿道地娘惹餐

乐龄游马六甲古城

马六甲古城街景

乐龄宗亲马六
甲一日游

氛。在参观景点时也遇见来自中国福建省的宗亲，异乡相遇显得

格外亲热。

虽然，往返马六甲路途遥远，一路上大家有说有笑，轻松愉快

也逍遥，忘掉舟车劳顿都觉得短程旅游观光很适合乐龄宗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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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三日早晨八时，为参与《2010年迎新健身大步走》活动

的挥旗仪式，宗亲们相继抵达麦里芝蓄水池。大家为这一

年一度的家庭日而来，也为再度相聚而来。

在水池畔，清新的凉风拂面而过，池水荡漾，鸟鸣猴语，美丽

的晨光则照在青葱草地和朵朵鲜艳的花儿上。如此良晨美景，加上

新鲜的空气，真是相聚言欢的好地方！此刻，宗亲们在等待活动正

式开始的同时，有的在池边悠闲的漫步，有的做起健身操，真是悠

哉闲栽！而去年在双溪布络湿地公园的愉快情景尤在脑海里盘旋，

虽让人感叹时光飞逝，却也教人应把握现在，筹划未来。

在启步前，青年团主任麒麟宗长简短致词，请宗亲们在走完全

程后回来玩有奖游戏，同时也感谢公会财政杜玖宗长赞助T恤及公

会提供交通和午餐。一如既往，一百四十多位宗亲在挥旗仪式开

始前先来个大合照，接着我会会长－进生宗长主持挥旗仪式。待

⊙麒麟撰

锦旗一挥，有些年轻宗亲即迫不及待的快跑前进，有些则扶老携

幼，有的年轻夫妻手推婴儿车，不急不缓的向前行进。

麦里芝蓄水池的池畔和林间都有走道。我们首先沿着林间的泥

石路前进，一路上但见两旁丛林密集，各类植物丛生，偶见松鼠

和猴群出没，空气也特别清新，宗亲们或慢跑或慢行，欣赏两旁

景色。在走了约两公里后，宗亲们便掉头沿池边木道往回走，算

是完成了一半的行程。木道沿水而建，可以看到水里的游鱼和乌

龟，树木的倒影则增添景致，使景色更幽美。这样的美景，令人

精神为之一振，双腿也好象

更有力气了。沿途有巨大树

干延伸至池畔，虽挡道但也

别有一番景致。麦里芝蓄水

池有许多猴群聚居，猴子猴

孙常在木道旁的树下徘徊，

等待游人施舍食物，有的母

猴甚至怀抱小猴在走道上乞

食，完全不惧游人。

宗亲们陆续走完四公里

的路程，回到起点稍作休

息，准备玩游戏。青年团委

员志伟是“游戏统筹”，负

责策划和准备道具。第

一项游戏是“瞎子摸

路”，参与者必须用布

蒙住双眼，手里持着一

个盛着乒乓球的汤匙，

再由一位同伴牵着，绕

过障碍物，最快回到起

点者可获得奖品。第二

个游戏是“解人链”，

约八个人组成一队，大

家手拉着手围成一个圆

2010年迎新健身大步走 
——麦里芝蓄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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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再设法解开这个链，由于需要相当复杂的技巧，宗亲们都费

了好大的劲才“解脱”出来，但也玩得不亦乐乎。

约 十 一 时 三 十

分 ， 大 家 虽 玩 得 很

愉快，但由于必须回

到公会吃午餐，宗亲

们只好到停车场登上

巴士，一起“打道回

府”，回去享用丰盛的自由餐。当宗亲们祭完“五藏庙”后，青

年团主任便把准备好的购物礼券分赠予有奖游戏的获胜者。到此，

《2010迎新健身大步走》活动便圆满结束。

多亏青年团委员和众理事的出钱出力，这一次的活动才能成

功举行，希望来年的年度聚会更精彩，更让人回味，也更希望有

多些年轻宗亲能加入青年团，为公会和华族文化尽一分力。期待

来年再相聚，也希望通过这些活动来促进宗宜及使我族文化与传

统得以保留和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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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至不只是祭祖，而且也是庆团圆的意义，因为，这个传统

的节日是一家团聚的日子，庆祝活动少不了要吃汤圆，以

前汤圆是自家搓的，现在方便多了，可以到超市或巴刹去买，还

有红的，金黄的和白的，而且馅料有莲蓉，豆沙，芝麻等，不一

而足，都很讲究口感。

公会于2009年12月20日在宗祠梅镜堂举行冬至祭祖，当天也

特备汤圆。前来祭拜祖先的宗亲特别多，同时有八位宗亲为其先人

晋驻神主位举行点主仪式。祭祖过后设疏肴四十多席，聚集一堂追

思先人，祈求在天之灵庇佑世代子孙兴旺，吉祥如意！

今年统一举办《保安清醮》在农历十二月初九举行，因

此，福利股决定在这个日子之前大扫除，发动执委理

事于2010年1月17日(星期日)上午九时前来公会打扫会所。

大伙儿一起各就各位，干起活来驾轻就熟，你擦香炉，

我抹神龛，洗洗刷刷，妇女组成员则负责清理厨房，除烟

祛污，把厨房

清洗得干干净

净。

辛苦了大

半天，大家享

受一顿由妇女

组 准 备 的 午

餐，大扫除的

工作完成，准

备迎接新年的

到来！

大 扫 除

福利股主任顺木在为清水祖师整理服饰 青年团副主任进财把香炉擦亮加把劲

互助部副主席钦钟：把香炉擦亮不简单！

妇女组清洗厨房之外，还得准备午餐。

冬至不只是祭祖亦聚庆团圆
发度岁金送温情

祭祖仪式之后，福利股每年循例从福利基金拨款派发度岁金给

十一位家境清寒的乐龄宗亲，并请顾问奕嵩宗长主持，送上一份迎

接即将来临的虎年的礼物，让他们感受到公会的温情！

为先人晋驻必须将它的神主牌请下来祭拜然后供奉在神龛丰盛的祭品

告诉你那个神主位就是——

丰盛的祭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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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各州的宗亲会访问团一行四十多人于2009年9月26

日的下午四时莅临我会，他们来自槟城，霹雳，森美兰等

地，虽然没有铺红地毯，却以电子爆竹响起毖毖泊泊的爆竹声，

给予热烈的欢迎。

在礼堂的接待仪式上，进生会长说，难得

有机会与马来西亚各州宗亲会的代表团聚集一

起，就今后彼此间在加强会务上的联系与发展

等方方面面的问题，进行切磋与探讨。获得各

州代表们的热烈发言，特别对如何引进年轻一

代成为会员并培育他们作为接班人的问题上，

大家感同身受，面对同样的处境。

进生会长向大家介绍了我会的经验，他

说，我们追随时代取向，与时并进，设立网

站，也通过“面簿”(facebook)交流网，打开

天窗让年轻人进来，果然引起年轻人的好奇或

兴趣，已有好几十位成员，我们对这项尝试所

取得的响应感到满意，只要坚持下去，相信有

一天会看到预期的成果!

槟城梁氏宗祠的代表介
绍该会的现况

马来西亚各州梁氏宗亲会代表团莅访与我会领导进行融洽地交流

槟城梁氏家庙的主席道生宗长非常赞赏我会的做法，认为值

得大家学习与效法，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他也提出了他们在这些

问题上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经历。他语重心长地说，会务要发展下

去就得设法克服所面对的种种难题。 

马来西亚各州的宗亲会访问团是应星洲梁氏总会的邀

请前来出席该会的60周年纪念宴会，顺道拜访我会，我们

非常珍惜这次的交流。

“
有客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

”
远方客人来访

公 会 网 页 更 新
公会网站www.neoclan.org.sg网页已经完成全面更新。更新后的网页画

面看起来会比较生动活泼，而且网页空间还可以容纳更多的活动照片；我

们随时都可以把最新的活动照片上网。我们也在网页上连通了新加坡宗乡

总会网站及最近被受青少年网民所喜爱的面簿 网站，让您随时

可以保持联系及获得最新的公会活动信息。希望大家上网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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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表格可从以下网址下载
Entry forms are available at

http://www.neoclan.org.sg/
请上交友网站“facebook”以获取最新消息
Please log on to “facebook” for latest info

询问电话  For Enquiry 

62889017 / 62856276 

截止日期  Closing Date

01.12.2010  5.00pm

公开组
首 奖　现金S$2,000 + 中国游双人旅游配套

次 奖　现金S$1,200 + 中国游双人旅游配套

三 奖　现金S$800    + 中国游双人旅游配套

5份优异奖各为现金S$300

首 奖　现金S$800 

次 奖　现金S$500 

三 奖　现金S$300 

5份优异奖各为现金S$150

学生组

学校优异奖
奖品为奖杯一座及奖金S$500

各参与单位是：

主办单位： 南洋梁氏公会、新加坡厦门公会、新加坡安溪会馆、新加坡南安会

馆、新加坡三江会馆

支持单位：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新加坡福建会馆、新加坡武吉班让福建公会

赞助单位： 金航旅游业有限公司、新中文化教育交流中心

特约网站： 随笔南洋网

 宗亲们如欲获取更多详情，请即刻浏览我会网站，下载参赛表格和比赛规则。

第二届《心系中华文化》摄影比赛已经开锣了！请宗亲们即刻拿起相机，拍摄任何

与本地华族文化有关的题材，再把得意之作提呈参赛。比赛期限是从2009年1月

1日开始至2010年12月1日止，宗亲们可以到公会索取表格，或在以下网址下载参赛表

格：http://neoclan.org.sg/nc/index.shtml、http://www.sfcca.org.sg/及facebook网站。

参赛作品的题材必须和本地华族有关，相片也必须是在本地拍摄。

这项由我会大力鼓吹的活动，于2008年圆满完成第一届比赛后，主委会立即开始招

兵买马，继续筹办第二届比赛。结果，从第一届的仅三家协办单位和两家赞助单位，增

加至五家主办单位、三家支持单位和两家赞助单位，而特约网站依旧是《随笔南洋网》

。奖金和奖项也有所增加，公开组的首奖可获得现金$2,000及中国游双人旅游配套，学

生组的首奖也能获得现金$800。此外，为了鼓励学校参与其盛，主委会也特设《学校优

异奖》，评选标准是参赛学生的数量和作品质量。以下是比赛的主要资料：

第二届

《心系中华文化》
 摄影比赛已经开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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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大会	 4月25日

颁发2010年度奖助学金	 4月25日

庆祝端午节	 6月13日

庆祝中秋节	 9月19日

我会名誉会长、中国

著名教育家、书法

家、诗人、社会活动家、

爱国华侨领袖梁披云先生

(又名雪予)，于2010年1

月29日上午9时许寿终澳

门 镜 湖 医 院 ， 积 闰 享 寿

108岁。

梁披云先生，1905年

农历二月初二出生于福建

永春蓬莱村(现吾峰吾顶村)

。先后毕业于国立武昌师

范大学，上海大学，两度

留学日本。创建黎明职业大学，他历任海内外多所学校校长、国立大专学校校长，

马来西亚与印度尼西亚首府华文日报总编辑及国内多家报社编辑。

六十年代移居澳门。梁老对于推动教育事业、文化事业锲而不舍，贡献丰硕，

澳门特区政府为表彰其功绩，2001年授予银莲花荣誉勋章，2007年授予金莲花荣

誉勋章。梁老曾多次为我会题词，他的逝世，是我会的巨大损失。

在此，新加坡南洋梁氏公会全体同仁向梁老致以沉痛的哀悼！并向其家属致以

深切的慰问！

青
年
团
主
办

书
法
班

邀请著名书法家梁荣基博士指导

缅怀我会名誉会长梁披云宗长

披云宗长为本会周年纪念题字。

我会青年团主办的书法班已于今年3

月5日开课，我们很荣幸能邀请到著

名书法家梁荣基博士教授指导书法技巧。

梁荣基博士是南大荣休的中文系讲师，也

是我会名誉会长。目前他在南大开办书

法班。我会举行《存旧立新》摄影展和 

《心系中华文化》摄影比赛的书法题字皆出

自他的手笔。除了书法造诣精湛外，梁博士

的丹青也别有意境，字中有画，画中有字，

多年练就的功力确实不同凡响。由于这是为

本会而办的书法班，荣基博士的收费也比南

大书法班优惠。

我们也计划在来年的春节团拜或其他庆典活动上，让会员们在现场

挥毫和展示自己的作品，将来也可能以《心系中华文化》这个名义和其

他社团联办书法比赛。练习书法可以陶冶性情和舒压，希望得到你们的

支持，也欢迎你的亲朋好友报名参加这个书法班。详情如下：

 上课时间 : 每逢星期五7:30pm至9:30pm

 期限 : 三个月

 收费 : 120元 

荣基博士给学员们讲授
书法技巧。

学员们一见到色彩斑斓、雕琢精巧的印
石，都按耐不住好奇心，纷纷趋前触摸欣
赏。进生会长(左二)与本会名誉顾问荣基
博士欣赏各自带来的印石。

荣基博士给学员们示范如何临摹柳公权和
颜真卿的字体。

鸣谢

活动预告

总务水平伉俪为次郎世川君完

婚，办完喜筵不忘慈善，捐

献3560元充作公会教育基金，热爱

公会的精神，可钦可佩。铭感之余，

特此申谢。

新水梅菜馆报效互助部锣鼓队制

服50套，每套60元合共3000

元，这使互助部锣鼓队添置新制服，

新的精神面貌，阵容整齐壮观。新水

梅菜馆维护公会互助部的精神，令人

敬佩。铭感之余，特此申谢。

公会副财政槟榔宗长令德配林氏

太夫人于去年二月间逝世，

而于今年二月间互助部理事武林宗

长令堂廖氏太夫人(康乐股/妇女组委

员梁刘桂枝令家姑，青年团副主任进

财令祖母)逝世，同人等深表悲悼，

并前往探丧执绋。在治丧期间，槟

榔宗长和武林宗长都不忘公益慈善，

允将公会。执委理事及宗亲等帛金转

购公会教育基金慈善礼券，分别各得

2150元及1990元。充作教育基金， 

仁风义举，式足钦佩，并为宗亲树立

楷模，铭感之余，特此申谢!

此外，有八位宗亲将他们名下领

取的互助金捐献充作互助部

基金，用以添置的设备。他们是：-

剑印宗长(227.75元)，鹤算宗长

(279.25元)，木盛宗长(170.75元)， 

瑞源宗长(293.25元)，金托宗长

(291.75元)，胜嘉宗长(171.75元)， 

维兴宗长(298.15元)及武林宗长

(306.15元)

对上述各位宗亲热爱公会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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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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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p1

《保安清醮》每五年举行一次
梁氏族人来自福建南安翔云家乡，散居在各个村落(房

祧)的农业社区，供奉龙须岩清水祖师暨万安堂三代祖师，

每个房祧轮流举行清醮，每九年或十年一次，祈求神明保

佑，风调雨顺，五谷丰收，合家平安。随着族人南来，也

把这个传统习俗带到新加坡已有百多年历史，有的在家乡

作醮，有的集合一起借用公会场地举行较大规模的清醮，

有鉴于此，公会经过仔细探讨与策划决定从今年起统一举

办“新加坡梁氏族亲保安清醮”延续这个传统仪式。由于

是公会统一举办，所有祭祀供品，灯笼以及准备工作一概

由公会福利股统筹统办。祭祀形式也遵循传统，杀猪宰羊

以示隆重。随着时代的演变，时至今日，既然统一，今后

定五年举行一次，因为按照过去的规定，十年太长，三年又太短，

所以，五年恰恰好。

这次举办《保安清醮》，我会扮演着积极角色，筹备期间通过

报章发布新闻，刊登广告，向会员发通告，还有公会的网站和会讯

等所有管道，尽量把这个信息传达给会员和宗亲，让他们充分了解

该会举办《保安清醮》的意义，不只是延续传统习俗，满足年长的

族人的夙愿，更重要的是，让年轻一代的族人对这个传统习俗有所

认识，从而拉近族群间的亲和关系与凝聚力。

《保安清醮》获得名誉赞助(捐献二千元)：加曾宗长，杜

玖宗长，梁寅宗长；赞助人(捐献一千元)：美灿宗长，顺发宗

长，如意宗长。金福宗长捐献五百元。每位参加者收费250元

(赠送一朵晚宴襟花)，晚宴襟花一朵50元，

一席500元。

《保安清醮》是按照道教的祭祀仪

式，报名参加者作为灯主必须把一家大

小，祖辈，父辈及子孙辈的生辰八字交给

道士诵经祈福消灾，祈求神明保佑，合家

平安，身体健康，事业兴隆，子孙兴旺。

“清醮”另一个名称为“斋醮”。“清”与 

“斋”，其意思是一样的，是清洁以示恭敬。是

指为了恭敬神明，祭礼灵验，所以，凡参加者

在祭祀前必须斋戒沐浴，换穿干净的衣服，不

饮酒，不茹蕈，修身养性，其重点在于内心的

虔诚。

“醮”是一种祭法，与一般的祭法不同，亦

不以供献品为主，而是专赖道士的法术与神灵沟

通，一般在天亮之前，于露天祭祀天神星宿。所以，

订于十二月初八午夜时分起鼓祭祀仪式。

这次的清醮盛典，该会宗亲们夜以继日，不分老少，不分彼

此，甚至全家出动，协助各项工作，祭祀仪式顺利圆满完成，了

却大家的心愿。

香烟缭绕，功德圆满。公会为答谢非会员宗亲的大力支持和踊

跃参加”保安清醮”庆典，他们都自动成为公会会员，免交入会基

金及一年会费(参加互助部除外)，获得很好的回应，团结宗亲，公会

阵容更壮大，会务更上一层楼!

祭祀仪式过后，参加的每户灯主都分得一份供品和一对保安灯

笼。隔天即十二月初十举行联欢宴会，大家聚集一堂，祝愿幸福美

满，美好的明天！

前往九皇爷拿清水 掏井水回来作醮 掏井水回来了，开始作醮

十二未敬香者虔诚膜拜 清醮的高潮是“走灯” 入灯仪式

清醮的联欢晚会上干一杯

福建南安翔云安定联谊
会会长永坚高歌一曲

青年团副主任进财
唱一首歌给你听

稿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