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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生会长: 乐见公会的成长与壮大

清水祖师圣诞新春联欢晚会

进生会长致词

公会主席团与福利股全体委员及嘉宾台上祝酒

公会的活动不论是哪一股主办的都

得到会员宗亲的热烈支持踊跃参

加，人数一年比一年多，场面越来越热

闹，节目也更多姿多彩，搏得一致赞

好，有口皆碑，公会会务取得骄人成

绩，成长和壮大是令人鼓舞的。

进生会

长在正月初

六庆祝龙须

岩清水祖师

圣诞暨众神

千秋的新春

联欢晚宴上

致词时，信

心满满地告

诉出席晚宴

的会员宗亲，他说，连续举办了20多年的

联欢晚宴，一年比一年更热闹，会场弥漫

着节日的气氛令人振奋。每逢华族农历新

年，趁此佳节大家欢聚一堂，互相祝贺新

年好，真是人生一大乐事！

这是福利股主办的一年一度最盛大的

新春联欢晚宴，筵开四十多席，余兴节目

更是多姿多彩，除康乐股提供的卡拉OK歌

唱外，特别情商金航旅游安排来自中国内

蒙古呼和浩特市民族歌舞团呈献的歌舞节

目有:顶碗舞，孔雀舞，独舞，独唱，马

头琴独奏及群舞，华丽的民族服装和着

美妙歌声，轻快的舞姿，博得全场掌声

经久不息。

会长说，我们也特别重视正月初二

的“新春团拜”，经过几年来的努力，前

来参加的人数亦逐年增加。今年参加的

人数估计已超出150人，团拜活动包括:挥

春，醒狮采青，拜年橘子，捞鱼生，自助

餐，华乐助兴，派发贺岁红包等等，让出

席的宗亲会员感受到春节的欢乐！我们

终于成功的将新春团拜办成另一项百人

盛会，可以肯定的说，将来也会像今晚

的联欢晚宴一样，越办越好，更热闹，

更温馨！

此外，他也说，每年阳历1月1日青年

团主办的迎新大步走也将近十年了，今年

的参加人数接近二百人是历年来人数最多

的一次，给青年团加强信心和鼓舞。

我们也注意到，他指出，近两年来传

统的清明与冬至祭祖活动，同样，出席的

人数显著增加，这样下去，公会场地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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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用之虞，所以，我们考虑再三把停车场

进行修整，增加可用空间。

我们能有今天的成就，他强调，要归

功前辈理事们的智慧与远见，他们的努力

与献身精神以及宗亲会员们的鼎力支持。

使我会成为新加坡宗亲会馆中的佼佼者之

一。希望我们一齐共同把握这一股动力，

使会务活动蒸蒸日上。

今年是龙年，我们庆祝龙须岩清水

祖师圣诞的联欢晚宴，这个“双龙”的

晚宴，他祝愿大家龙年行大运，龙腾虎

跃。龙马精神，龙凤呈祥，大展鸿图，

大吉大利！！ 

福 利 股 主

任 顺 木 致 词 时

说，今天是岁次

壬辰年正月初六

日，福利股主办

庆祝龙须岩清水

祖师圣诞，观世

音菩萨，三代祖

师，梁府大人，

六王府大人，福

德正神，众神千秋，第廿二届新春联欢宴

会，承蒙大家拨出宝贵时间，出席今晚的

宴会，使场面增光不少。

他说，新的一年，新的开始，每个

人都有新希望，正所谓一年之计在于春，

值此新春佳节，让我们向龙须岩清水祖

师暨众神明上柱香，祈求神明保佑身体

健康，事业顺利，子孙兴旺。更祈望明

天会更好！

他代表公会感谢大家这么踊跃来出

席今晚的新春联欢宴会，有你们的出席

才有这么热闹的场面，还有要感谢台前

幕后的所有工作人员，有他们的服务晚会

才能如此顺利与成功举行，请大家多喝几

杯，今晚菜粗酒薄，如有招待不周，还请

多多包涵。

福利股主任顺木致词

执委理事和嘉宾与歌舞团团员谢幕

顶碗舞 

孔雀舞

独舞—天边

马头琴独奏

独唱—辽阔的草原

妇女组的排舞

康乐股全体谢幕

2



新春团拜

红红春联写满吉祥高高挂祝你万事如意！向你拜年啦！

请到名誉会长荣基博士前来挥春，为正月初二新春团拜掀开

序幕。接着，在锣鼓和爆竹声中，嵩岭武术馆的醒狮队采青助兴，正式

举行祭祖团拜仪式。公会的广场好热闹呀！

一年容易又一个春夏秋冬，去年今日记忆犹新，玉兔辞行送旧岁，

金龙腾飞迎新春。会员宗亲从四方八面而来，阿公阿嬷孩子孙子，一家

大小都来了，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恭喜，恭喜！新交旧雨难得相聚一

起，说说现在，谈谈过去，有说不完的话语，回味往事好贴心，忆难忘！

爆竹声，锣鼓声，敲醒了美丽的早晨，两只瑞狮舞起来了！一片

欢腾热闹，感染着朝气勃勃的春天到来的快活，不论老少脸上都挂着愉

快的笑容，可爱，可亲！捞鱼生给新春团拜掀起另一波热潮，祝吉祥如

意，财源滚滚，横财就手，祝愿之声此起彼落，希望新的一年伊始，大

家捞得风生水起，盆满钵满。也期望国运昌隆，五谷丰收。祝愿公会会

务更上一层楼！

在大家吃自助餐的时候，请来两位华乐手拉二胡与琵琶演奏轻音乐助兴，美味佳肴当前

令人大快朵颐。

小孩更乐，上台向总务水平拜年说声“恭喜发财”，拿

个贺岁红包，龙年快高长大，学业进步。

散会前送你一对拜年的橘子，祝你龙年行大运！明年

再见啦！！

挥春，小朋友也来露一手 领了红包大家乐

新春的欢乐合照

在荣基博士(左二)的带领下，进生会长 
(右三)及署理会长顺发(右二)一起挥春。

梁博士的春联祝愿生意兴隆

把红彤彤的春联挂起来

总务水平(右二)派贺岁红包

二胡和琵琶弹奏出“春”的旋律

瑞狮采青

  红红春联高高挂
祝你吉祥

3



我会在去年10月份，受邀派团出席马

来西亚霹雳梁氏宗亲会30周年纪念

及槟城梁氏家庙庆祝成立140周年联欢晚

宴。公会理事在开会讨论后，决定组团前

去赴邀，并在参加晚宴前，绕道金马 高

原游玩，松懈身心。

一团28人在10月26日早晨，就浩浩荡

荡地到公会集合，开始5天4夜的行程。在

路途中，大伙们在豪华巴士上唱卡拉ok, 消

磨时间，也同时排练我们要在两个宴会上

的歌唱表演，让整个路程显得非常自在，

毫不忧闷。

到了金马 高原，我们参观了：三宝

万佛寺、玫瑰园、蜜蜂园、仙人掌园以及

草莓园。来到闻名的BOH茶园时，大家

更陶醉在它那壮观的景色。由于金马 的

气候比较凉快，人们都喜欢吃火锅暖身，

我们也不例外。暖身后，团员在绵绵细雨

中逛夜市，买土产和纪念品，从中也展示

了“杀价”功夫。

在金马 逗留了两晚后，第3天清晨

便启程下山，途中参观了极乐洞，前往霹

出席怡保／槟城
梁氏宗亲会周年庆典宴会

雳州参加霹雳梁氏宗亲会的庆典。当晚，

我会团员上台高歌“爱拼才会赢”，以表

祝贺。在怡保逗留一晚后，隔天一早就北

上槟城，参加29日的晚宴。

到了槟城，大家也不忘祭祖，所以第

一个目的地就是到槟城梁氏宗祠，上香祭

祖，同时和梁氏宗祠的宗亲们进行亲切交

流。各股正副主任也向宗祠的宗亲们介绍

我会的活动，场面轻松，大家都学习了许

多主办活动的方法，可说受益不浅。在离

开槟城梁氏宗祠后，团员们便返回酒店，

准备参加当晚的晚宴。

在梁氏家庙的晚宴上，我们同样以歌

祝贺，团员活泼的歌声，带动了全场的来

宾和我们一起高歌。来自大马不同地区的

几位公会领导，也上台和我们一同高歌祝

贺，把气氛搞得very high！。可见大家当

晚都乐开了怀，更有的还跳起舞来！大马

游也在晚会的高潮里结束了。

这次的大马游，见证了我会的团队精

神与凝聚力，让参与者有了难忘的经验。

大家都期待着下一次团体出游。

游极乐洞

摄于金马

新马梁族一家亲

游
 金
马
  
高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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霹雳梁氏宗亲会晚宴上进生会长(中)接受纪念品

进生会长(右二)与青年团主任志伟(左)、副主
任丽云(右)和霹雳梁氏宗亲会肇乾宗长合影

进生会长与槟城梁氏家庙
兆羽宗长互换纪念品

在槟城参观极乐寺 拜会槟城梁氏宗祠

在槟城梁氏家庙宴会上唱“当我们同在一起”

霹雳梁氏宗亲会宾主合照

新马梁族一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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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步走

带着宠物一起多写意

放风筝

出发前留影

把滨海湾的美景留住

我会青年团在元旦举行一年一度的活

力大步走。和往年不同的是，青

年团今年以崭新的方式来举办这项活动。

今年的大步走改在傍晚举行，地点

是在滨海湾水坝。目的是要让会员们体验

新加坡美丽的夜景，同时也保留我会的

这项传统活动，四代同堂一起愉快迎接新

的一年。

今年，出席的人数将近190位。会员

宗亲携带一家大小，自备风筝与相机，高

高兴兴地到滨海湾水坝集合。在点算人数

后，进生会长便挥旗，开始当天的活动。

大伙儿沿着水坝的周围，漫步走向

滨海南公园。途中可看到滨海湾金沙综合

娱乐城以及滨海中心摩天轮的雄伟外观。

再加上一路所看到的花草树木，让人感觉

非常逍遥自在，几乎都忘了烈日的炎热。

完成路程回到集合点后，大家休息了一会

儿，青年团便开始分派饭盒给参与者，之

后让大家进行自由活动。

自由活动的时刻，可以看到很多宗亲

一家大小一同放风筝。尽管当日的风势不

是很强，尽管有些风筝打了结，甚至有些

连飞都飞不起来，却阻挡不了一家人共度

欢乐的时光。生活上许许多多的烦恼与不

快，也跟着风筝，随风翱翔。很多宗亲也

——滨海湾水坝

趁此机会，把美丽的景色拍了下来。

在黄昏时分，大家再度聚集在集合

点，走向早已设定的地点拍团体照。这张

包含新加坡夜景的珍贵照片，我会将赠送

给每户参与大步走的宗亲，作为纪念。

活动在太阳下山后结束。大家都抱

着渴望的心情，期盼明年的迎新大步走

更精彩。

进生会长挥旗

2012年迎
新大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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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团于11月26日，在新加坡救生员协会樟宜海边的会所举办了交

流烧烤会。

烧烤会开始前，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该会会长与救生员，为我们讲

解基本的水上救生技巧，同时也为我们示范如何在紧急的情况下，进行人

工呼吸，让参与者都学到了宝贵的知识。

小朋友们也兴高采烈地在海边沙滩上游玩，有的砌沙城堡，有的玩捉

迷藏，个个都玩得非常高兴。

之后，我们回到会所内，开始我们的烧烤会。美味的食物让每个人都

吃得津津有味。大家边吃边交流，场面非常热闹。夕阳西下，在弥漫的灯

光下，小朋友们也开始玩起了火花，个个都乐开了怀。

青年团要感谢所有出席烧烤会的执委理事，各股委员，让这次的活动

能够圆满。

2012年迎
新大步走

吃得津津有味

急救须知

海边砌沙堆

火花四射谈笑风生

烧烧烤烤好味道

青年团主办烧烤会

年青会员融入公会

7



康乐股主办

儿童才华表演

卡拉OK表演者谢幕

主任梁何美莲致词

【秋月融圆庆中秋暨儿童节】联欢晚会

自古以来都是这么说:月到中秋分外明，可是今年的中秋则不然。月亮婆婆躲起来

了，天不作美，下着细雨霏霏，真可恼！不！让我们撑着伞提着灯笼拨开乌云把

月儿请出来，我们要赏月啦！

公会的广场不搭棚就是要赏月，纵然是下雨也照旧要庆祝中秋暨儿童节，这股热情

雨水浇不熄，你看！ 撑着伞提灯笼的场面多么感人！真的不但感人也感动了天，不一

会儿雨停了，虽然月亮还没有露脸，大家都乐开怀，好热闹吖！

康乐股主任梁何美莲说，好了，刚才天下着细雨，现在云开还见不到月亮，让我们

点亮灯笼代表月亮照亮大地，庆祝中秋节和儿童节，小朋友们让我们尽情地享受这个传

统佳节带来的快乐，在儿童现场才华表演的时候，拿出你们的勇气和本领，展现你们的

才华。。

她说，今晚给大家准备了丰富的自助餐，糕点，当然月饼是少不了的，在吃月饼品

茶赏月的同时，我们也提供多姿多彩的余兴节目有:卡拉OK歌唱，猜灯谜，古筝独奏，

玩游戏—呼啦圈等等，希望大家互动，营造和谐的气氛。更精彩的压轴好戏是幸运抽奖:

儿童幸运奖(10份)请福利股主任顺木颁发，成人奖(10份)请互助部主席清吉颁发，家庭幸

运奖(5份)及首/二/三奖请副会长淑菁颁发。

随着晚会的落幕，她感谢执委理事和宗亲乐捐，报效礼物，表演者，所以的工作人

员，以及出席嘉宾和会员宗亲，有你们的出席和参与，晚会才能够这么圆满成功举行！

撑着伞提灯笼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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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拉圈比赛

台上台下互动 

互助部主席清吉(右一)颁发成人奖

副会长淑菁(右二)颁发首/二/三奖 

自助餐

观赏精彩的表演

【秋月融圆庆中秋暨儿童节】联欢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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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至”是中国传统的一个节庆，是

农民农忙之后庆丰收的节日。全

家团聚庆丰年。在农历年里，冬至是

一年中排在最后一个传统节日。这

天家家户户吃“汤圆”，象征家

庭的和谐与团圆。

公会福利股每年都在冬至前

的一个星期日于梅镜堂宗祠举行

祭祖仪式，福利股主任顺木说，这

是发扬我族孝心与孝道的传统美德，

还有宗亲为其先人晋驻与定购长生禄位，

同时举行祭拜，祈求子孙兴旺，世代平安事业有

成，万事顺意。

借祭祖与宗亲团聚，备疏肴卅余席招待

宗亲们。

发乐龄度岁金

冬至祭祖仪式过后，福利股主

任请我会永久荣誉顾问汀洲宗长分

发第廿一届乐龄度岁金给十位年老

宗亲，每位获得200元。虽然这只是

区区200元，却表达了公会对年老宗亲

的一片爱心与关怀。希望能够帮他们渡过一

个不景气的年头。

冬至
祭祖吃“汤圆”象征和谐与团圆

荣誉会长美灿宗长BBM(L)
主持点驻仪式

永久荣誉顾问汀洲宗长(右二)
分发度岁金 

经过一番整容，公会的停车广场变宽阔了！

公会广场进行一番修整，四周的树木都砍掉了，地

面铺上水泥宽阔多了，大铁门也换了不锈钢拉门，门柱

上钢质玻璃灯罩更是焕然一新，四周围墙也粉刷好了。

为迎接农历新年的到来，把会所内清洗打扫清洁才显得

陪衬，福利股发动执委理事们一起大扫除。

大扫除并不简单，福利股一大早到会所把工作分配

好，大家各忙各的，擦香炉最吃力，铜质香炉经过一年

来的氧化表面一层污垢渍不易除去，利用强力除污剂还

得出力甚至用铜刷子才能把香炉擦亮，看到闪闪发亮的

香炉，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满足感。还有些人抹神龕抹

玻璃，爬高爬低，忙得不亦乐乎！妇女组姐妹负责打扫

厨房，洗洗刷刷完毕之后还得准备午餐，精神可嘉！

半天的忙碌过后，会所焕然一新，大家才共进一个

爱心午餐，感觉真好！

擦香炉的阵容庞大

大
扫
除

妇女组姐妹们在厨房忙得不亦乐乎 抹神龕抹玻璃得爬高爬低互助部副主席钦钟为神明更新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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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游踪好回忆

38
一年一度的“三八”妇女节又来临了。今年的庆祝”国际三八妇女节”以轻松，自由

烧烤，卡拉OK及跳舞的形式;

三月三日傍晚七点开始，公会广场便开始热闹起来了。在温馨的音乐，美妙的歌声，

烧烤的香味，欢乐的谈笑中，恰似一个嘉年华会。

当天烧烤的食物与瓜果都是在理事及各股委员的合作下自我准备的，舞台布置也是就地

取材，配合清吉宗长提供的桌椅及卡拉OK的音响，让大家都有自我付出和参与的满足感。

当晚我们也给大家一个意外的惊喜，以华人传统的长寿面，红鸡蛋，生日蛋糕，为所

有今年六十岁的寿星祝寿。人生一甲子，有机会在众多亲人的祝福下庆生，令当晚的寿星

公与寿星婆都乐开了怀。！

当晚出席人数大约150人，节目终于在晚上十时圆满结束。

乐龄郊游:

每年乐龄周，福利股招待乐龄宗亲主

办一日郊游，这次带领80位宗亲去

柔佛四湾岛旅游。公会津贴一半的旅费。

四湾岛地方虽小，却是许多新加坡

人慕名而去的旅游景点，所以，当福利股

决定组团去四湾岛旅游，立即获得热烈响

应，报名踊跃。。

旅游是一件乐事，特别是短程旅游很

受乐龄宗亲欢迎，分乘两辆豪华旅游巴士

出发。贵宾旅游社安排参观迪沙鲁果园

购买当地水果，在四湾岛享用龙虾午

餐后，在四湾岛小镇的大街小巷走透

透，参观草药园和鸵鸟园，对城市人

而言， 草药园和鸵鸟园很有新鲜感，

对这些产品也爱不释手，买一二件喜

欢的东西当作纪念品是旅游的乐趣！

一日的旅游时间容易过，在新山

吃完丰盛的晚餐后就踏上归途！

四湾岛欢乐一日游

用心聆听导游讲解

妇女组主办

庆祝“国际三八妇女节”烧烤会

妇女组主任舒云致词

祝你六十岁生日快乐

随歌起舞 大家唱 烧烤会吃得开心

进生会长高歌一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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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预告

鸣
谢

清明祭祖
1/4/2012(星期日)

会员大会/奖助学金颁奖典礼
／摄影俱乐部成立仪式

22/4/2012(星期日)

端午节
17/6/2012(星期日)

中秋节
29/9/2012(星期六)

我会会员宗亲热爱公会，又有三位宗亲将他们于2011年第四期所领取的互助

金捐献充作互助部基金。他们是:-

(一) 文荣宗亲令堂卓氏太夫人逝世，他将名下领取的互助金594.63元捐献给互

助部充作基金。。

(二) 部员玉益宗长逝世，他的哲嗣答应将所得互助金462.63元捐献给互助部充作

基金。

(三) 福安宗亲令堂陈氏太夫人逝世，他将所得的互助金捐献其中200元给互助部

充作基金。

以上三位宗亲的热心捐献，精神可嘉，铭感之余，特此申谢！

寻人
启事

有位宗亲要寻找他的亲生父母，梁水川 (Niu Swee Chun)，庄淑娥 

(Chng Seok Ngo)，很久以前住在:1203-G, Upper Serangoon Road, 5 Miles, 
Singapore。认识他们或其后人者，请通知本会秘书处，电话: 6288 9017

我会青年代表一早到现场布置，为宣传我会
会务和活动出一份力。左起：青年团主任志
伟、文教股副主任麒麟、青年团副主任丽云及
委员奕伟。    

青年与社体部代部长陈振声向进
生会长了解我会发展状况。

公会的活动项目繁多，
让参观者看得入神。

我会执委理事鼎力支持宗乡总会青年团主办的街头秀展和达人秀竞赛。

宗乡总会青年事务组在12月4日首次与来自不同会馆及新移民组织的青年举办达人秀，

比拼才艺。公会也受邀参与在乌节路YOUTH PARK的达人秀会展。

展览项目琳琅满目
我会在展览会上展出了公会历史，2008及2010心系中华文化摄影特辑。，75周年邮

票及摄影特刊，会讯，千禧年纪念杯等。并且张贴了上百张生动的活动照片，如：新春团

拜，庆祝龙须岩清水祖师圣诞暨众神千秋新春联欢晚会，中秋暨儿童节联欢晚会， 心系

中华文化摄影比赛，迎新大步走等等。

社会发展青年及体育部代部长陈振声也 临达人秀会场，参观了我会的展览单位，并

向进生会长及青年团主任志伟了解我会的组织及近期活动。

同心协力，不分你我
我会执委理事及青年团早在几个星期前就开始策划及准备展览项目，虽然展览会布置

时间有限，我们发挥了团队的力量把展览场地布置得五彩缤纷。

薪火相传
随着时代变迁，各宗乡团体都希望能够吸引更多年青人参与活动来延续现有及未来的

发展。因此，我会参与宗乡总会这次举行的青年达人秀确实意义重大。我们深信，这将在

未来提供多一个平台让年轻人接触宗乡团体的活动与青年团的朝气。

我会展品琳琅满目，不胜枚举。

大伙儿同心协力布置街头秀展摊位。

街头秀展摊位布置大功告成！
我会参与展出史料

宗乡
总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