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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盼了已久的象山梁氏族谱五修工

程，终于圆满落幕，于11月13至15

日举行谢谱仪式，紧跟着在16日至18日于

厦门市举行恳亲大会。两会都吸引了千多

人观礼，人气兴旺。我会也组成了一个54

人的代表团前往助兴。

姓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环

节。世界上有百多个国家，几千个民族。

但是像中华民族一样，有着几千年来不间

断的编写与充实族谱的优良传统，可说少

之又少。
(文转第2版)

福建翔云家乡谢谱仪式与世界梁氏宗亲恳亲大会

弘扬姓氏文化 宗谊常青

在惠安县旅游

进生会长受邀致词



新加坡的翔云梁氏后裔也积极参与了

象山族谱五修工程。感谢翔云修谱

团队的辛勤与不屈不挠的精神。五修工程

终于划下句号。这一次的谢谱仪式，公会

也参与了。其中包括我会青年团与摄影俱

乐部成员。他们花了几天的时间，拍摄了

不少翔云家乡的风土人情文化，及谢谱盛

典精华。不但亲身经历与体会了百年难得

一见的盛大谢谱庆典，还享用了家乡的美

食，加上清新凉爽的高原气候，让人心旷

神怡，回味无穷。

恳亲会落幕后，一支36人的旅行团就

出发到漳州华安参观世界文化遗产：华安

客家圆土楼古民居。古楼的规模宏大，设

计科学，布局宜家宜室，受到国家重点文

物保护。随后，我们入宿天福山庄，享受

山庄内的宜人石雕景观，零污染的空气，

犹如置身世外桃园，令人流连忘返。

族谱五修工程功德圆满

(文转第3版)

(文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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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槐和联明宗亲盛宴款待

这一次的旅程最后于21日晚进入高

潮，在厦门的前槐和联明两位宗亲的好客

宴请下，分坐五席，于华侨旅店的鲤鱼门

享用福建美食。宴席间，干杯，饮胜之声

不绝于耳，大家“美美”的享用了此次旅

程的最愉快，最感人的晚餐。

再见了翔云！再见了厦门！再见了，

所有热情好客的宗亲！

(文接第2版)

前槐与联明宗长的热诚设宴款待

摄影俱乐部成员猎取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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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一过，组织股就紧锣密鼓的筹备

下一个精彩节目「长江三峡/张家界

之旅」。立即组成了一个26人的团队，于

5月26日出发，乘机直飞重庆，于当晚入

住五星级「世纪钻石号」豪华邮轮，开始

长江三峡之旅。

沿 途 ， 我 们 观 赏 了 「 瞿 唐 峡 」 ，

「巫峡」，「西陵峡」，并游览了被誉为

江上明珠的「石宝寨」，“诗城”「白帝

城」，与「神龙溪」。夜间，邮轮也安排

了欢迎酒会与晚会，惜别酒会与晚会。两

个晚会的节目多姿多彩，温馨怡人。长江

三峡之旅的唯一遗憾就是天不作美，雨后

雾气太重，无法观赏难得一见的邮轮“上

梯，下梯”的精彩片段。长江三峡之旅最

后以参观气势磅礴的世界最大水利工程

「长江大坝」落幕。雨中游大坝，惊叹大

坝工程的雄壮气魄，别有一番风味！

游罢三
峡过张家界

游山玩水回味无穷

船长和大副在欢迎酒会上向会长祝酒

「世纪钻石号」的甲板谈天说地

登上五星级「世纪钻石号」之前拍照留念

高山瀑布气势磅礴

乘坐小船逆流而上

十里画廊浏览山峪

长江三峡大坝气势磅礴

古寺参梯云直上

(文转第5版)

石宝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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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山玩水回味无穷
脚
下
成
千
峰
林

第二段的旅程「张家界」，果然不负

众望，不管是袁家寨子，阿凡达山

寨，天子山武陵源，十里画廊等等，处处

奇峰连绵，怪石嶙峋，从峰顶俯瞰脚下成

千峰林，层层叠叠全是奇景美观，精彩之

处，令人目不暇给。感叹大自然所赐予的

无以伦比风光！

张家界之旅的高潮，该属于利用天然

的山景为舞台的大型歌舞剧。剧中描述了

刘海与狐仙的爱情故事。大自然的山景加

上美丽的爱情故事，歌舞剧至今仍令人回

味无穷。旅程的最后惊喜是最后一天在长

沙的午餐，午餐是由翔云移居至长沙，事

业有成的梁水贯宗亲及其家人宴请，大家

一边进餐，一边诉乡情，温馨感人！

再见了长江三峡！再见了张家界！

层
层
叠
叠

天门山 张家界的山峦起伏

凤凰城留下脚印

在水贯宗亲家作客石宝寨

(文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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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八十年岁月的南洋梁氏公会，

要代代相传继续走下去，就必须

要有年轻的宗亲加入公会，融入公会的

各项活动扮演积极角色，把会务搞得有

声有色，团结宗亲，成为公会的一股新

生力军”

这是代表公会在颁奖典礼上致词的

组织股主任金发的心声。他说，公会为

了让青年宗亲加入公会而成立青年团，并

展开各项适合青年人的活动，如：“迎新

大步走”，“心系中华文化摄影比赛”，

成立“摄影俱乐部”，举办“烧烤会”等

等，目的就是希望通过这些活动能够吸引

年轻宗亲在百忙中抽出一点时间参加这些

2012年度奖助学金颁奖典礼

活动，逐渐融入公会，扮演积极角色，成

为公会的一股新生力军，公会将来的发展

与前途跟年轻宗亲的参与息息相关。

他也促请大专奖学金得奖同学要珍惜

这份奖金，特别是大学奖学金2500元的金

额为全新加坡社团或会馆之冠，得奖同学

要知道得来不易，要铭记于心，将来学日

有成要记得公会是祖先留下的宝贵资产，

要把公会发扬光大。

2012年度是公会颁发第22届大专奖

学金及第39届中小学，高中，理工/初级

学院奖助学金，于4月22日在公会礼堂

举行，共有32位申请，得奖者25位或占

78％。

署理会长顺发颁发大学组奖学金

副会长有财颁发理工/初院组奖学金

财政庆华颁发中学组奖学金

文教股副主任麒麟颁发小学组奖
学金得奖学生合照

公会代表金发致词

公会代表金发致词吁请：

青年宗亲融入公会活动
成为一股新生力军

(文转第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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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会与互助部于2012年4月22日召开

常年会员与部员大会。会员踊跃出

席，会上通过2011年公会及互助部财政

报告，同时也通过2011年公会及互助部

会务报告。会议通过整修楼上与楼下所有

男女厕所。今年没有选举，所以，第64

届执委会暨第26届互助部理事会进入第

二年任期。

较早时，文教股主任文生致词时指

出，在32位申请者中包括：小学7

位，中学5位，高中5位，理工/初级学院

8位，大学6位及助学金1位。25份奖助学

金总奖金18,230元。他说，奖学金的资

金来源是靠公会在维多利亚街的黄金广场

购置的一间店屋收取租金和宗亲们的热心

捐款。这是拜有远见的前辈所赐，他们把

筹募到的捐款投资于产业收取租金回报，

得以应付每年所需的奖助学金。

虽然公会没有明文规定得奖者将来

一定要回来服务公会，他说，得奖同学应

该要懂得饮水思源，所以，他呼吁得奖的

小宗亲们将来事业有成，回来贡献公会，

回馈公会。

颁奖典礼在很和谐的气氛中进行，

家长陪伴着孩子一起前来，以愉快的心情

看到孩子穿着校服上台领取奖学金，那一

文教股主任文生促：

得奖同学回馈公会

2012年度
会员及部员大会

出席会员大会的宗亲在阅读会务报告

得奖学生与颁奖嘉宾等合照

文教股主任文生致词

刻打从心底涌现出来的喜悦挂在他们的脸

上，孩子们也因为自己的优越成绩得到肯

定，当他们从颁奖嘉宾的手上领取奖金和

奖状时感到高兴。四位颁奖嘉宾是：署理

会长顺发(大学组)，副会长有财(理工/初

院组)，财政庆华(中学组)，及文教股副主

任麒麟(小学组)。

得奖学生代表志维表示： 
要向宗长们学习

得奖学生代表志维致谢时响应前两位

宗长的呼吁，表示要再接再厉，再努力争

取好成绩，以便实现公会对他们的期望。

他说，得到这份奖学金对他来说意义深

厚，更使他感到亲情的存在。也希望不久

的将来，完成学业以后，有机会参与公会

的活动，有机会向宗长们学习。

颁奖典礼在愉快的茶叙声中结束！

得奖学生代表志维致谢词

(文接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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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乐股主办

“圆月融融庆中秋暨儿童节”
联欢晚会

天
上
人
间
融
圆

今年的中秋节－八月十五日正好是星期日，所

以，全国各处都定在星期六或星期日晚上庆祝

中秋节，公会就定在星期六晚上举行，虽然到处都有月光会，

会员宗亲还是选择到公会来和宗亲们一起欢庆这个吃月饼赏月的夜

晚，共叙宗谊其乐融融，留下多么美好的回忆！

康乐股主任梁何美莲说得好，公会就像是个大家庭，叔叔伯伯兄弟

姐妹，趁着这个月圆的中秋夜晚欢聚在一块，一边吃月饼一边赏月是人生

一大乐趣！不是吗？

她说，正是这样我们的中秋暨儿童节联欢晚会参加的人数一年比一年

多，一年比一年热闹。除了吃月饼之外，我们还准备了丰盛的自助餐，饱尝

美食之余还有机会赢取丰富的幸运抽奖。

当然，在余兴节目方面，她说，我们也不敢掉以轻心，让卡拉OK歌手

演唱他们拿手的歌曲，猜灯谜，游戏节目包括：踩气球比赛，剥柚子比

赛，跳凌波乐，还有儿童服装秀。总之，一个紧接一个，大人小孩兴

致勃勃玩得乐翻天。邀请文教股主任文生主持儿童幸运抽奖，互助

部副主席钦钟主持成人奖，副会长清福主持家庭奖及首二三奖。

康乐股主任感谢执委理事和宗亲们慷慨乐捐，报效礼

物等，表演歌手的落力演唱，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的

参与，并得到嘉宾和会员宗亲的踊跃出席，使

晚会得以圆满举行。

和
谐
美
满
共
赏
月

副会长清福颁发首二三奖

互助部副主席钦钟颁发成人奖

康乐股主任
梁何美莲致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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踩气球儿童服装秀

剥柚子游戏

跳凌波乐

文教股主任文生颁发儿童奖

摇呀摇 ─ 跳支舞

丰富的自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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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期会讯刊登一则“寻人启事”─

有 位 宗 亲 要 寻 找 亲 生 父 母 。 这

则“寻人启事”有效！一天，秘书处接到

一位女宗亲的电话说，寻人者要找的父母

正是她的父母，只是父亲的名字有点出

入，不过，地址是她的旧居，所以，她要

求与寻人者进一步求证。果然不错，皇天

不负苦心人！

可是，要找的父亲梁水川(应是梁瑞

春Neo Swee Chun之误)，母亲庄淑娥

(Chng Seok Ngo)住宅地址：1203G Upper 

庆祝端午节暨双亲节

相隔半个世纪

兄弟姐妹相见欢

妇
女
组
主
办

Serangoon Road, 5 Miles, Singapore是

正确的。他们都已经过世。现在，寻人者

要找的人是他的兄弟姐妹了，双方考虑是

否要相认，经过认真考虑他们决定相认。

双方接触后定下相认的日期和时间，

那是今年5月6日，在公会相认，卓金木

和他的哥哥梁桂林，姐姐─等相见面

了，在场有进生会长，署理会长顺发，总

务水平，互助部主席清吉等人见证这感人

的一幕。新水梅菜馆的老板梁寅答应设自

助餐庆祝。

子，紧接著把裹好的粽子一串串放进大锅

里煮，得煮上三小时，真是不容易，姐妹

们，辛苦了！这也发挥了团队精神！

当天，妇女组很荣幸邀请到杨新发心

理医生，为我们主办讲座，课题是“如何

战胜抑郁症”，这个课题吸引来了很多会

员宗亲及朋友，整个公会礼堂座无虚席，

杨新发医生以幽默风趣的演讲鼓励宗亲们

多参加公会的活动，也是减轻抑郁症的良

药，获得全场热烈的掌声。杨医生对我会

妇女组的组织加以赞赏有加，答应今后如

有关讲座的节目，他愿意为我会效劳，在

此我会妇女组再一次谢谢杨医生。

我们也邀请赖美蓉小姐示范健身操，

会员们也跟着赖老师一起做运动，接着还

有余兴节目，咔啦OK,  传粽子，玩游戏，

猜粽子等等，大家玩得不亦乐乎⋯⋯

烧肉粽啊⋯烧肉粽⋯卖

烧肉粽⋯⋯

妇女组主任舒云宗姑

以一首“烧肉粽”歌曲掀

开节目的开始来庆祝“端

午节”，端午节是纪念伟

大爱国诗人《屈原》投江

自尽，那天正是五月初五

日，后来人们就在这天裹粽

子及划龙舟来纪念他。主任致词

说：在每一次庆祝“端午节”时，妇女

组的姐妹们就得在节日的前一个星期，

就得购买粽子的材料，例如：粽叶、蚝

干、虾米、香菇、糯米等等，在节日的前

一天，一大清早姐妹们要上巴刹买新鲜猪

肉，然后七点钟集合在公会厨房，开始忙

忙碌碌，大家分工合作，洗洗切切，煮煮

炒炒，把材料准备好，姐妹们就开始裹粽

主任舒云致词

杨新发医生：如何战胜抑郁症

送一份纪念品给杨医生裹粽子忙

会长和副会长与杨医生及厦门公会会长林澄利合照司仪玮玲

舒云的“烧肉粽”掀开序幕

跳支舞多轻松！

相认在公会，大家为他们祝福

兄弟手足情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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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节是民间传统的溯源追本节日，

上坟扫墓，祭拜先人。

在 公 会 ， 每 年 这 一 天 举 行 祭 祖 俗

称“春祭”，福利股负责采购牲礼，鲜花

水果，发糕和各种各样的供品，在梅镜堂

宗祠祭拜祖先，追思和凭吊先人，邀请会

员宗亲前来参与，慎终追远倍思亲。

福利股主任顺木说，清明节是一个很

配合乐龄周组织乐龄宗亲一日游是福

利股一年一度的活动在冬至之前举

办，今年福利股于11月24日带领78位乐龄

宗亲乘搭豪华旅巴，前往马来西亚麻坡/东

甲一日旅游。

起早摸黑，早上六时十五分就要集

中公会会所，大家以轻松愉快的心情来到

公会准时出发。早餐是在通关后在新山一

个小镇解决，然后，巴士直达东甲才开始

旅游景点：先参观“黑观音庙”，上柱香

拜拜，许个愿，顺心顺意。接着前去参观

一间糙米厂，了解糙米的加工过程和它的

成品等，增广见闻很难得。享受丰盛的午

餐后，继续参观景点，来到麻坡的“善

财爷”，除了上香拜拜之外，大家也乐得

在那里购买手信物。在 株巴辖参拜“崇

龙宫海口大伯公庙摸鱼”，据说摸到发财

鱼会带来好运─一定要摸到鱼才甘心！

途中到土产店让大家购买马来西亚的

土产和特产，大包小包，大买特买，买得

不亦乐乎！满载而归！在新邦令甘享受一

顿晚餐，结束一日的旅程不言累！

福利股主办：乐龄东甲／麻坡游

上香敬佛购物乐

参观黑观音庙

发财鱼！快过来让我摸摸你！ 丰盛的一餐

福利股主办

清明祭祖传达孝悌亲情

在福利股主任顺木(右三)的率领下举行“春祭”仪式

鼓励会员宗亲参加
探丧与送殡活动
互助部派发奖励金

为鼓励会员宗亲参与探丧与送殡活

动，互助部派发奖励金给去年参与

这项活动出席率最高的31位宗亲以资奖

励。前19位各获得职总超市40元购物礼

券，另12位则各获得20元购物礼券。互

助部主席清吉和副主席钦钟主持颁发奖励

金仪式。

有意义的节日，所以，几千年来它一直能

够保留至今，让这个优良传统，世世代代

香火传承。

举行祭祖的同时，有宗亲为其先人晋

驻，恭请荣誉会长兼顾问美灿宗长BBM(L)

主持仪式。过后并备蔬肴筵开25席，招待

所有前来祭祖的宗亲们！

互助部主席清吉颁发
奖励金予公会查账水
文(右)

互助部副主席钦钟 
(右)颁发奖励金予
理事槟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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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预告

鸣
谢

我会会员宗亲热爱公会有目共睹，又有五位宗亲在办理丧事不忘作慈善。他

们是：

－. 成来宗亲令尊其芳老先生逝世，他领取互助金时捐献1300元予互助部制作

致祭牌一座。

二. 华木宗亲令尊梁盒老先生逝世，他领取互助金时捐献1300元予互助部制作

致祭牌一座。

三. 互助部查账振成宗长令堂詹氏太夫人仙逝，他将执委理事及宗亲的赙仪共

1870元捐献充作教育基金，同时将他名下领取的互助金432.71元捐献给互

助部作为基金。

四. 会员金殿宗亲令德配王氏太夫人仙逝，他将名下领取的互助金456.71元捐

献给互助部作为基金。

五. 总务水平宗长令兄嫂仙逝借用棺屏除费用外另捐200元充作互助部基金。

上述五位宗亲的热心捐献，精神可嘉，铭感之余，特此申谢！

迎新大步走
6/1/13

新春团拜
11/2/13

清水祖师圣诞
15/2/13

<三八妇女节>
2/3/13

清明祭祖
31/3/13

会员大会暨奖助学金颁奖礼
28/4/13

青年团组员在6月25日，到位于新加坡

北部的乌敏岛，度过一个休闲的周

末。从樟宜码头乘坐木船抵达乌敏岛后，

我们不费时间，立刻就到脚车出租店，选

择我们心仪的脚车，之后便开始一天的路

程。当天的天气非常炎热，幸好一路上有

好多架自动售卖机,让我们能够在休息时方

便的购买饮料。在岛上骑脚车并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因为岛上的路弯弯曲曲，上山

时有时更是因为体力不足，因此得步行推

车。完成此行后，大伙们到了餐馆，都各

自买了冰凉的椰子，解渴解热。大家虽然

累了，但看到美味可口的佳肴，个个都忘

了刚才的累，都吃的非常有劲。我们边吃

边聊，一起商讨青年团接下来能够办的活

动。享用食物后，我们便结束了这次的聚

会。大家都盼望下一个聚会的来临！

乌敏岛

青年团出走记

“宗乡总会青年事务组在5月26日举办

了“青年领袖集思营”，汇聚了90

位来自各会馆、新移民组织和机构的青年

领袖，集思探讨举办吸引年轻人的活动。我

会也派出5位代表，参加此次的探讨会。”

参与宗乡总会主办“青年领袖集思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