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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人在同一个早晨同时游走于两

大公园，这可不是常有的事！

我南洋梁氏公会的宗亲们就是在2011年1

月2日这一天的早晨，同时穿越兀兰海军部

公园(Woodlands Admiralty Park)和即将于

一月开幕的海滨公园(Waterfront Park)。

这是公会家庭日，也是我会为迎接新的一

年而举办的常年活动。

当天早晨8时，宗亲们齐聚海军部公

园的露天剧场，在副会长清福宗长和妇女

组主任舒云宗姑的带领下做早操。大家在

剧场的圆形观众席上，跟着音乐节奏一会

儿左摇右摆，一会儿前倾后仰，大人和小

孩齐舒展筋骨，老中青三代皆乐在其中。

由于宗亲们都穿着浅蓝色T-shirt，乍看之

下犹如一遍云海，刹是好看！做完体操

后，青年团主任麒麟宗长在挥旗仪式开始

前，向大家讲解节目和介绍两大公园的概

况，同时也勉励年轻宗亲们加入青年 团，

希望在大家的努力下举办更多活动，比如

可以成立一个摄影俱乐部，让年轻宗亲们

在进行摄影艺术活动的同时，也能发挥传

承华族文化和习俗的作用。

做完体操，由进生会长主持挥旗仪

式，宗亲们在他扬手一挥后齐步向前，朝

海军部公园深处行进。海军部公园只在近

几年才正式开放，算是个相当新的公园，

由于近海，因此有红树林和小片沼泽。

风雨同舟　齐步向前

2011迎新“海军部公园大步走”

一起开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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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亲们行经两旁有花草树木的碎石走道，

沿途有小桥流水，还有俗称“亚答籽”的

小片棕榈。大家呼吸着早晨的新鲜空气，

许多爱好摄影艺术的宗亲们也各自寻找拍

摄目标，举凡奇花异草或沼泽里的螃蟹都

是他们的拍摄对象。在走到公园末端的时

候，越过一条马路就是崭新的海滨公园。

这个和对岸马来西亚柔佛州仅隔数百公尺

的公园非常靠近兀兰关卡，透过长焦距镜

头，就能清楚看到对岸的景物。在朝向兀

兰关卡的濒海走道也经过翻新，有崭新的

围栏和椅子，宗亲们或坐或站，舒舒服服

的遥望对岸风光。海滨公园岸外有个供人

垂钓的栈桥(Jetty)，有的宗亲倚着围栏望

向海面，有的却好奇的看人家都钓些什么

鱼，总之都乐在其中，偷得浮生半日闲！

海滨公园另一个吸引游人的地方，就是它

那超大超好玩的游乐场，里面有许多设施

是其它游乐场所没有的，既新奇又古怪，

有趣又好玩。

由于时间有限，宗亲必需于11点正

回到海军部公园。根据节目编排，原本是

应该先进行有奖游戏，但因自助餐提前送

到，因此就先让大家填饱肚子，与此同

时，老天似乎不作美，天色逐渐暗了下 

来。自助餐的菜色相当丰富，我们还额外

订购传统糕点和 ，应该能满足大家的五

脏庙。但就在大家吃得七七八八的时候，

天竟下起毛毛雨来，雨势越来越大，许多 

宗亲赶忙跑回旅巴躲雨。有些宗亲则选

择躲在小亭子里，大家挤在一起，聊天之

余还唱歌助兴，犹如风雨同舟，热闹又温

馨。而在活动举行的同时，有部分宗亲陆

续赶到现场加入大队同欢共乐，使人数增

加至约170人。

公会的每一个活动都是在理事们的全

情参与、不计辛劳的情况下一个接一个的

办下去，因此我们需要有新血加入，公会

才能不间断的办传统活动，才能做到薪火

相传。希望宗亲们都有相同的信念，让我

们一起传承华族传统与习俗，风雨同舟，

齐步向前。

新的一年新希望，祝宗亲们生活美

满，年年有“鱼”！

风雨同舟　齐步向前
做早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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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会长清福呼吁:

                        回馈公会　造福族人
      2010年度奖学金颁奖典礼

副会长清福呼吁奖学金得奖同学将来

完成学业，要懂得饮水思源，知

恩图报，回馈公会，将来成为公会的接班

人。可惜的是，时至今日理事的子女领取

过奖学金也很少回来公会走走看看，回到

公会服务的更是寥寥无几。

他是在公会颁发2010年度第20届大学

暨第37届学院及中小学奖助学金典礼上发

出上述呼吁。 

他说，如今科技高速发达，地球变

小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也跟着缩短了。

随着中国与印度的崛起，掌握多种语文，

学得多种技艺，了解多种文化，以扩大视

野，提高生活素质，加强竞争力，这应该

是我们在人生旅途上追求的目标。

他指出成功与失败之间只有一线之

差，胜负乃是兵家常事。学生们学成后还

需要刻苦耐劳地好好学习，且要加倍努力

进修，才能日日向上，达到成功的境界。

他向今天成功得奖的同学致予祝福，对于

那些未获奖的同学也不要气馁，在学习的

道路上也不会是一帆风顺，受到挫折要加

倍努力，以便来年得偿心愿。

他吁请宗亲们多多关心我会的信息。

多参与公会的活动，有空常“回家”来

看看!

2010年度奖助学金颁奖典礼于4月25

副会长清福致词

颁奖嘉宾与得奖学生合影

2010年度奖助学金颁奖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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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在公会礼堂举行，宗亲会员领着得奖的子女带着喜悦的心

情前来领奖，他们好高兴。

文教股主任文生致词时说，去年的申请的总人数40位。

获奖者24位或占60%，其中小学组6位，中学组6位，理工与

学院5位，大学组有5位得奖者每位可获奖金2500元。此外，

助学金2位，2010年度颁发的奖助学金总共18,260元。

他说，经过评审团根据所规定的严格评分标准而遴选出

来的各组得奖学生，他们能够得奖绝非侥幸，在激烈的竞争

下，他们的优越成绩得到肯定。他感谢评审团成员包括:名

誉会长荣基博士，春芳宗长及进生会长，还有文教股委员等

拨出宝贵时间参与评选工作。

当天的颁奖嘉宾：总务水平(理工/初级学院组)，副财政

槟榔(中学组)及互助部理事武林(小学组)，他们都为教育基金

出钱出力精神可嘉。会长进生负责颁发大学组奖学金。

得奖学生代表欣妮于致谢词时

说，身为公会会员的子女，能获得

这份奖学金是对我们努力向学取得

好成绩的肯定，也鼓励我们要更加

努力读书。

她是大学组得奖者之一，代表全

体得奖学生表示会珍惜是份奖金，他

日学业有成，将回馈公会与社会。

奖助学金颁奖典礼在欢愉的茶

叙中结束。

2010年度会员大会
公会2010年度会

员大会于4月25

日在礼堂举行, 出席的

会员宗亲踊跃，没有选

举。通过公会及互助部

的财政报告。互助部提

议，因互助部信托维兴

宗长逝世，必须推举一

位会员宗亲担任信托填

补空缺。互助部主席清

吉推荐文德宗长，获得

提议人钦钟的支持，森

富、水源附议，一致通

过。执委理事会进入第

二年的任期。

会员大会时，与会者在阅读各项报告

文教股主任文生致词

学生代表梁欣妮

进生会长(左)颁发大学奖学金 总务水平颁发理工/初院组奖学金

互助部理事武林颁发小学组 公会副财政槟榔颁发中学组

得奖学生共24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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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三八》妇女组就得搞点花样，

露两手厨艺，把自家好吃的家传

菜肴拿出来和大家分享。所以《三八妇女

节》就成为品尝美食的好日子，摆在桌子

上有福建菜，潮州菜，客家菜-------等二

十多样菜式，都是巧手烹制出来的美味佳

肴，令人食指大动，垂涎三尺。

在开始大快朵颐之前，请健身操赖美

庆《三八妇女节》
                     品尝美食
      暨卡拉OK交流会

容老师示范健身操，提醒大家在饱食之后

要注意保健。老师的健美身材，令在场者

羡慕不已，可是，美食当前，诱惑之大，

岂能放过，吃饱再说，哈哈!

品尝美食之余要有余兴节目助兴，在

卡拉OK的歌声带动下，你唱，我唱，她

也唱，陶醉在一片和谐与欢乐的气氛中，

这样的交流多美好！

妇女组主办

赖老师示范健身操

6

NY23_layout1.indd   6 1/7/11   2:25:43 PM



妇女组发动姐妹们前来公会裹粽子，于6月13日下午庆祝端午节暨双亲节，有百多位宗亲会员出席，除了

吃粽子糕点，还有余兴节目，场面红红火火，热热闹闹。

妇女组主任舒云于庆祝会上说，今天妇女在社会上的地位显得举足轻重，不论在政坛，商界，社团或职

场都扮演着重要角色，独当一面显露峥嵘，成为佼佼者。

她向出席者阐述庆祝端午节是纪念爱国诗人屈原的节日，流传至今成为华人的传统节庆，裹粽子更是不

可少的。所以为了庆祝端午节，昨天妇女组全体委员忙了整天裹几百粒粽子，摆在大家面前香喷喷的粽子就

是她们的劳动成果。好吃!给她们掌声鼓励。

她说会长领导有方，让我们妇女组有更大的发挥空间。

在余兴节目其间，委员刘桂枝以一首福建歌<卖肉粽>，博得全场响应卖得满堂红，为妇女组筹得一点基

金。

妇女组主任舒云说，这次难得执委宗亲报效糯米，奖品等，以及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拨出宝贵时间帮忙，

使庆典活动顺利圆满，致予崇高的敬意。

庆端午裹粽子

      端午节又见粽子飘香！

生
日
快
乐

妇女组每三个月为它的委员举行生日会，迄今已经举行了七

次生日会，每一次都一样那么高兴，那么快活，热闹，场

面温馨感人！

这种别开生面的生日会很特别，三几个寿星为自己做生日

也为别人做生日，到贺的客人都是公会执委理事或是委员，大家

都很熟络，平时各忙各的，难得聚集一起向寿星们说声“Happy 

Birthday”生日快乐，是那么亲切，那么掏心！

生日会丰富的食物都是寿星及各委员自备而来的，享受美食

之余，切蛋糕那一刻兴奋情绪最感人肺腑了！寿星们内心世界的

欢愉表露无遗，再一次祝愿他们生日快乐！！

祝妳生日快樂

恰
恰

妇
女组主办的舞蹈班—跳恰恰，已经

开课了，在洪素兰老师的指导下，

参加的学员都能跟着拍子跳起来，舞起

来！其实跳舞不难，不过要跳得好不容

易。初学者就得1234跟着老师的节奏一

步一步跳起来！大家都很认真地学，舞步

越跳越轻松，活泼，希望跳出一个“春

天”来！

舞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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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儿弯弯照狮城，照在高文路上南洋梁氏

公会的广场，照亮前来参加“月光晚

会”的每一位宗亲的心，他们携幼扶老，脸上

绽开了笑鬻，兴高采烈，要来吃月饼，赏月；

小孩要提灯笼，玩游戏。这种热闹场面令人鼓

舞，令人感到兴奋，欢聚一堂庆祝中秋佳节，

温馨自在乐淘淘!

每到中秋，康乐股就会大费周章筹备一

个盛大的庆祝晚会，让宗亲会员过一个快乐

佳节。9月18日的晚上公会的广场张灯结彩，

                           康乐股主办

            《月圆花好庆中秋暨儿童节》
                             联欢晚会

进生会长带领小朋友提灯笼！

世坤宗亲表演古筝 副会长有财(右二)颁幸运奖

圆满谢幕

康乐股主任木盛致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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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乐股主办

            《月圆花好庆中秋暨儿童节》
                             联欢晚会

《月圆花好庆中秋暨儿童节》联欢晚会就

在这里举行。

康乐股主任木盛说，公会举行一年一

度的庆祝中秋节联欢晚会，一年比一年来

得丰盛且多姿多采，除了有丰富的幸运抽

奖外，在余兴节目方面也推陈出新，有卡

拉OK歌唱，还特别请到世坤宗亲呈现古

筝表演，他的演奏博得满场掌声，也有猜

灯谜和游戏等等。这一切都得到会员宗亲

们的大力支持和参与，更重要的是得到执

委理事们出钱出力，报效奖品和礼物，才

能把中秋联欢晚会办得这么成功圆满。

尽兴之余，又到了幸运抽奖时间，丰

富的奖品是很吸引人的，所以，在场的每

一位都希望自己是幸运儿之一，得到一份

奖品。其中十份儿童幸运奖请互助部庶务

金福主持；十份成人奖则请组织股主任金

发主持；家庭幸运奖5份请副总务庆华主

持；三份大奖请副会长有财主持。随着幸

运儿一个一个的领奖，《月圆花好庆中秋

联欢晚会》也到了曲终人散的时刻，带着

兴奋的心情说再见!

圆满谢幕

猜灯谜

投选

玩游戏

灯笼与月亮相辉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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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亲团摄于翔云龙须岩庙

互助部派发奖励金
发挥高度互助精神

福利股每年的清明和冬至都在公会祠堂举行祭祖仪式，这种传统活动是要让

会员宗亲聚集一起追思和祭拜先人，慎终追远，并为先人晋驻神主位，仪

式庄严肃穆，祈求保佑子孙兴旺，世世平安，事业有成，万事顺意。

清明祭祖在2010年4月4日举行筵开27席。冬至祭祖则在2010年12月19日

举行筵开32席，疏肴招待前来祭祖的宗亲。

拜访柔佛梁氏公会交流后合影

参观黑脸观音庙留影

配合乐龄周，福利股每年都主办乐龄郊游，今年带领80位乐龄会员宗亲

包括执委理事及各股委员，于11月20日一大清早浩浩荡荡乘坐豪华巴

士出发。公会津贴旅费， 乐龄会员宗亲只付半价，优惠旅游大受欢迎，踊跃

报名参加。

短程旅游最适合乐龄人士，麻坡善财爷，黑脸观音庙等景点都是他们喜

欢去的地方。既然来到麻坡顺道拜访柔佛梁氏公会，在该会供奉的武德尊王

神明前敬柱香，祈求平平安安，顺顺利利。两会的领导人也进行交流，加强

彼此间的联络与友情，宗谊常青。

乐龄郊游麻坡善财爷

派发度岁金
雪中送炭人间有情
冬至祭祖当天，福利股也派发度岁金给家境清寒的

乐龄宗亲，今年有12位乐龄宗亲获得度岁金。这

是公会每年新年前送给他们的一份礼物，让他们感受到

人间有情!

拜访柔佛梁氏公会

福利股主办

清明、冬至祭祖

互助 部 为 鼓 励 宗

亲会员自动自发

地出席探丧和送殡的活

动，每年根据个人的出

席 率 ， 选 出 其 中 出 席

率最高的25位加以奖

励。前12位赠送40元

的NTUC购物礼券，其

余则赠送20元的NTUC

购 物 礼 券 。 借 此 希 望

宗亲们发挥高度的互助

精神。

荣誉会长／顾问美灿BBM(L)宗长颁度岁金

互助部主席清吉(右)颁奖励金予庶务金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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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股主办

   出席“世界梁氏宗亲恳亲大会”

我会代表团

世界各地宗亲会出席代表讨论下一次主办地点 出席“世界梁氏宗亲恳亲大会”的我会代表(前排)

福建南安翔云安定联谊会会长梁永坚从槟城
梁氏宗祠主席梁振华手中接过会旗。

于2010年11月6日至8日假槟城海湾度假酒店举行，约有500余名来自

世界多个国家和城市的宗亲会代表出席盛会，我会共有12名代表参

与其盛。

主办此次盛会的槟城梁氏宗祠邀请槟城首席部长林冠英出席首日的开幕

典礼，出席者还包括来自美国、越南、泰国、台湾、新加坡和港台等地区的

代表。典礼简单却十分隆重，槟城首席部长林冠英先生和槟城梁氏宗词主席

梁振华宗长先后致欢迎词；接着是举办以弟子规为主题的讲座。最后是各宗

亲会的首席代表致词并让与会者参与谈论。欢迎晚宴就设在海湾度假酒店的

沙滩上特意搞了个沙滩派对，余兴节目有华族和印族舞蹈、现代歌舞表演、

舞狮叠桩采青及24节令鼓表演等精彩节目。

次日，首席代表们前往槟城梁氏宗祠讨论和票选下一次世界宗亲会的主

办单位，最后议决由中国福建省承办。在首席代表们议事的同时，其余代表

则前往槟城数个旅游胜地游览。晚上，代表们前往贵都酒店出席闭幕典礼暨

欢送晚宴，槟城交警 更为代表们乘坐的大巴开路。席间，与会者在欣赏文娱

节目之余，也相互介绍问好，新交旧雨共饮畅谈，甚至翩翩起舞，场面十分

热闹。第三天是自由活动日，代表们各自到槟城各处游览观光。

随着槟城梁氏宗祠主办《2010年世界梁氏宗亲恳亲大会》之后，中国

福建省取得《2012年世界梁氏宗亲恳亲大会》的主办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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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原梁氏文化研究会预定于2011年5

月19日，20日及21日，在山东为重修<梁

氏大宗祠>而举行祭祖大典。届时海内外

梁氏族人将聚集山东寻根问祖，进一步弘

扬梁氏文化。

在中国东原梁氏文化研究会的协调下，经

众多海内外梁氏族人共同的协商，拟在九

世祖叔鱼公墓所在地——梁陵(属中国七十

二家皇陵之一，位于山东东平县)重修一座

<梁氏大宗祠>，工程已经启动，预定能如

期竣工。届时，我会组织股将组团前往参

与祭祖盛典，有意参加者，请向我会秘书

处报名，先到先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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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两岸探亲观光团”是组织股于3月13日至20日成行的旅游团，这个行程

是特别安排的，因为厦门是中国福建省城市而金门则属台湾的城市，所以顾名思

义《海峡两岸探亲观光团》就这样敲定，有26人报名参加，号召力相当不错。

这个团在团长清福副会长的率领下出发直飞厦门，当晚在南普陀吃素宴，然

后入住厦门华侨酒店。翌日乘船赴金门，游览参观水头古厝群，得月楼，瞿山坑

道，慈湖，高粱屋中心，双鲤湿地生态馆，模范街，一条根，莒光楼等都是最负

盛名的金门象征景点，一天走透透。

回返厦门之后,安排两天下乡福建南安翔云探亲和亲人团聚话家常。过后参观

土楼古迹,也到厦门的鼓浪屿游览。

返回新加坡前,在南安宗亲设宴会款待,亲情款款,宗谊常青!

厦门 / 金门

   海峡两岸探亲观光团
参观古迹——土楼

探亲团摄于翔云龙须岩庙

金门防空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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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心系中华文化》摄影比赛于12 月19日完成评选工作，这是一次公开评选

活动，地点在南安会馆，5位评判和工委会成员从上午10时开始评选参赛作品至

下午2 时方选出得奖作品。此次比赛的期限依旧是两年，从2009年1月1日开始至2010

年12月1日截止，主题必需和新加坡的华族有关联，但作品必需是在新加坡拍摄。

参赛作品的主题包罗万象，有的画面表现孝道和亲情、热闹的庆典活动、以及宗

教仪式或各类华族习俗等，非常多姿多彩。本届比赛共设有三大奖项，既公开组、学

生组和学校优异奖，颁奖典礼暨摄影展将于2011年的春节举行，地点在怡丰城（ViVo 

City）。第三届《心系中华文化》摄影比赛的比赛期限暂定从2011年1月1 日开始至

2012年12月1日止，欢迎宗亲报名参加比赛，大家也可以从南洋梁氏公会的会讯和网

站获取相关信息。

《心系中华文化2010》摄影比赛的大会秘书处是设在南洋梁氏公会，其他主办单

位是厦门公会/安溪会馆/南安会馆/三江会馆，支持单位是宗乡联合总会/福建会馆/武吉

班让福建公会，赞助单位有金航旅游业有限公司/新中文化教育交流中心，特约网站是

随笔南洋文学网。

《心系中华文化2010》
摄影比赛评选佳作

新春团拜
(正月初二)2011年2月4日

庆祝清水祖师圣诞及众神千秋
(正月初六)2011年2月8日

清明祭祖
2011年4月3日

会员大会
2011年4月24日

颁发2011年度奖助学金
2011年4月24日

活动预告

鸣谢
新露宗长报效互助部锣鼓队大标及五面

旗帜，合共7425元，这使互助部锣鼓队

阵容更整齐壮观。新露宗长维护公会互

助部的精神，令人敬佩。铭感之余，特

此申谢。

总务水平宗长令堂白氏太夫人于去年四

月间逝世，同人等深表悲悼，并前往探

丧执绋。在治丧期间，水平宗长不忘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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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得3930元，同时也将名下所得互助金

1103.75元捐献公会充作教育基金。仁风

义举，式足钦佩，并为宗亲树立楷模，

铭感之余，特此申谢!

妇女组主任舒云宗女士令堂陈氏太夫人

于去年11月间逝世，同人等深表悲悼，

并前往探丧执绋。在治丧期间，舒云宗

女士不忘公益慈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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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得2170元，同时也将她弟弟世

强宗长名下所得互助金828.95元。捐献

公会充作教育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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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文聪宗亲将他名下领取的互

助金581.83元，捐献充作互助部基金，

用以添置设备。文聪宗亲热爱公会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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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