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说，人生难得几回“醉”是一种享受，那么，难得

忙里偷闲也是另一种的享受。配合乐龄周，福利股带

领六十七位乐龄会员宗亲于17/11/13到滨海湾花园作半日

游，看看这个人工打造的空中花园，置身于汇集了世界奇

葩异卉的花园美景，漫步于花丛间，各花入各眼，不是眼

花缭乱，而是一种爱花惜花的感觉，当你看到生长在遍野

山间的猪笼草竟然出现在这个林林总总的花卉殿堂，争艳

斗宠，让你想起了它─犹如儿时的“玩伴”，那样美，

那样耐看！你会赞叹不虚此行！

给乐龄会员宗亲主办一日游，选择国内这个最新景点

获得一致赞成，因为这个耗费巨资打造的，汇集了世界各

地的花草树木于一室的空中花园，成为世界各国游客慕名

而来的旅游胜地。既然它能吸引不远千里而来的旅客，作

为新加坡人又岂能错过。

真的，不到滨海湾花园，不知道造物者的鬼斧神工。

仰望那擎天树的垂直热带攀缘植物，附生植物和蕨类，人

造奇景，让人叹为观止！

都市人的生活，一般都是忙忙碌碌，要松懈生活上的压

力，最好就是找个像滨海湾花园这样的地方，散散步，散

散心，看看花草树木，又能呼吸新鲜空气，调节身心，有

利于健康。福利股带领乐龄会员宗亲来滨海湾花园一游真

是用心良苦，从乐龄宗亲们的脸上看出打从他们心中流露

出来的那份喜悦，他们从容地走着，悠闲地东看看，西望

望，陶醉在万紫千红的花丛中，大饱眼福，看得出他们是

尽情与尽兴的！美好的时光容易过，匆匆又到午餐时间，

到菜馆去吃一顿美味的午餐，享受一下 “舌尖上”的甜，

酸，苦，辣！痛快！痛快！

偷得浮生半日闲  看人工打造的空中花园

奇花异卉尽在滨海湾花园

与擎天树比高低

奇花异卉争艳斗丽  从滨海花园远眺金沙赌场景观

一起拍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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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清水祖师圣诞新春联欢晚会
进生会长宣布举办

“第二届梁氏族亲统一保安清醮”

“华族因为有了悠长的历史，深厚

的文化传统，才会生生不息，

渊源流长。同样的，我们公会也要有

自己的历史累积，创造自己的价值，

才能有坚强的生命力。作为一个宗亲

团体，我会最重要的使命，莫过于保

留我们的传统文化，并加以传承和发

扬，这才是公会的生存之本。没有传

统，没有活动，没有会员经常来会所

参与活动，既使公会资产再充裕，会

所再大，也不过是摆摆门面，不会有

活力”。

会长进生在正月初六庆祝清水祖

师龙须岩圣诞暨众神千秋新春联欢晚

会上郑重指出，这是作为宗亲团体的

生存之道。五年前，他说，我们做出

会长进生致词

宾主举杯饮胜干杯！
进生会长(右)与名誉会长佳吉谈笑风生

华族舞蹈妇女组的舞蹈阵容 卡拉OK歌唱

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将各房祧分别每

十年举办一次的家族保安清醮统一起

来，不分房祧，每五年合办一次，由

福利股统筹统办。我们之所以要由公

会来统筹统办，是认识到这不是一个

常年性的传统活动，在高度西化与商

业化，加上人口老化，小家庭成为社

会核心的今天，也许很快就会流失。

失去的家族传统，要再重新建立起来

将是非常艰难的。保安清醮传统的保

护与传承，理应由公会来担当。

进生会长即席宣布，公会将举办

第二届的统一保安清醮，时间一样是

订在农历十二月。由于会所场地有

限，我们只好量力而为，有意参加的

宗亲，希望你们尽早向秘书处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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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股主任水文致词

福利股主任水文： 
把传统节日融入时代潮流

较早时，福利股主任水文致词时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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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利股每年今天主办这个庆典都得到宗亲们踊

跃出席，他说，很高兴看到今晚有这么多宗亲合家

前来出席新春联欢晚会，比往年更热闹，这说明

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庆祝龙须岩清水

祖师圣诞暨众神千秋并不是个人的心

愿,而是所有宗亲们的共同心愿，祈求

新的一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瑞气祥

和，万事顺意，马到功成!

这是梁氏族人的传统节日，我们

就延续传统的习俗和方式来庆祝，这

样才能把节日的气氛按传统的形式，

世世代代相传下去，随时代潮流的改

变我们也作出调整，得到康乐股的协

助，尽量做到既不失传统之余，又能

融合潮流，做到存旧立新的概念，正

如余兴节目的安排，除了木偶戏，卡

拉OK歌唱外，还特别情商著名的艺

人，如：台北艺术学院高才生黄祖佑

表演新疆舞蹈“巴郎”，新加坡华族

戏曲博物馆艺术总监黄萍演唱京剧“

望江亭”，国大舞蹈团优秀舞蹈员李

恩磊表演华族舞蹈“爱莲说”，还有

梨园女子乐坊首席二胡演奏家王晶的

二胡独奏“喜洋洋”和“赛马”等精

彩无比的歌与舞，令我们的节目内容

更丰富，多姿多采，博得热烈的鼓励

掌声!

酒过三巡，常务委员和福利股全

体委员上台敬酒，清水祖师保佑，祝

愿大家心想事成，万事如意！
常务与福利股委员祝酒

福利股全体委员谢幕

咚咚锵，咚咚锵，醒狮团的锣鼓声

和着电子爆竹声，唤醒了公会广

场，吸引众多宗亲会员们的到来，这是

公会每年正月初二举行的新春团拜，随

着嵩岭醒狮队的两只瑞狮的舞步，新春

团拜的仪式开始了！

瑞气祥和，满园春色，新春佳节

的气息令人心旷神怡，见面时互道祝福

有说不尽的快活，话语也很投机，老老

少少心情轻松的聊天，话说当年的你我

他，这种每年一遇的场面意义深长。

进生会长长话短说，祝愿宗亲们，

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心想事成，

万事顺意，身体健康！

挥春，更显托出新春团拜的另一个

特色，在名誉会长荣基博士的主持下，

生色不少，写春联，门联，应宗亲们的

请求写了一幅又一幅，红彤彤的春联带

来春的祝福，迎春接福！

新春伊始，庆祝新春佳节公会推

出发财鱼生招待宗亲，讨个大吉大利，

金玉满堂，年年有鱼，生意兴隆，横财

就手，捞得风生水起，大家捞的不亦乐

乎。接着丰盛的自助餐令人大快朵颐！

孩子们更乐，东奔西跳，吃喝玩乐

之余，从永久荣誉顾问汀洲手上领取一

封压岁红包，好爽哟！

临别依依，每人手上提着一袋拜年

橘子，讨个吉祥如意，说声珍重再见！

文接第二页

孩子们排队领取压岁红包兴高彩烈的样子

捞鱼生

梁博士的挥春

新春团拜新春团拜欢聚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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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教股主任文生宣布，明年公会将修改奖学金的申请准则，好让大

学和理工学院一年级的学生也有机会申请奖学金。(申请者如果

得奖，他必须在拿到学生证后才能领取奖学金)。

他在公会颁发2014年度奖学金典礼时也说，今年有28位学生申请，

成功得奖有21位，或占71％。总奖金17,000元。

得奖的五位大学生，他说，将自动成为公会青年团的活动成员，为

公会添加一股新生力军。

组别 申请人数 得奖人数 ％

小学组 9 6 66

中学组 4 4 100

高中组 4 3 75

理工学院组 5 3 60

大学组 6 5 83 进生会长(右)颁发大学组奖学金

副会长清福(右)颁发理工学院组奖学金 副会长有财(右)颁发中学组奖学金 副组织股主任叶梨花颁发小学组奖学金

文教股主任文生宣布，明年公会将修改奖学金的申请准则，好让大

文教股主任文生致词

文教股主任文生宣布：

灵活处理大学和理工学
院一年级学生的申请

4

NY28_3.indd   4 11/8/14   11:21 AM



公会与互助部于2014年4月27日举行常年会员大会。当天

出席的会员及部员都达到法定人数。今年没有选举，公会第65

届执委会和互助部第27届理事进入第二年任期。

大会通过：(1)前期会员大会会议记录；(2)2013年度公会

及互助部财政报告；(3)总务提呈2013年度会务报告 (4)通过由

执委会推荐名誉会长托三旺宗长就任公会产业信托。

一位在建筑业赚到一桶金后，毅然于
2006年结束建筑业而转换轨道，从事劳务
行业，充分表现出从商的敏锐眼光和过人
的胆识，他的成功绝对不是侥幸。三旺宗
长拥有两间公司─马尼拉建筑与鼎泰，
承包樟宜国际机场的劳务服务，雇佣四
五百名工人。现在这盘生意全交给儿女去
管理，经营与策划，他退居幕后督促，所
以，有时间从事社团和慈善工作，社交活
动。热爱我会，关心会务，出钱出力从不
落人后，贡献良多。受委为名誉会长及产
业信托深庆得人，造福族亲。

名
誉
会
长
兼
产
业
信
托

这是他第十一

次获奖，他说，将

来离开学校后，到

社会工作会记得饮

水思源，回来回馈

公会。若公会会务

上需要他，他会义

不 容 辞 ， 挺 身 而

出。他希望得奖的

同学也一样为公会

尽一份力。

智深同学就读于南洋理工大学环境土木工程系

第三年，成绩优越而得奖。

青年团副主任丽云强调，如何在以英语为主流的大环境里传承华族传统文化和保存

价值观是棘手的挑战。青年团挑起了面对这个挑战的责任，近年来不遗余力地针对青年

的爱好来举办活动，希望召募年轻会员，探讨如何为公会未来发展制定目标和策略方针。

她是以公会代表身份在奖学金颁奖典礼上发表上述讲话。她也提出，通过社会媒体

向各位宗亲发布信息，建立新的沟通桥梁，比如面簿(Facebook)，就可以收到有关公会

活动的信息。公会青年团向往培育一班具有领导能力的新生力军。

她呼吁在座得奖同学们踊跃参与青年团所策划及举办的各项活动，并提出我会将会

把奖学金申请者对公会做出的贡献列入得奖的考虑因素。

会员暨部员大会推选
名誉会长三旺

担任公会产业信托三
旺
宗
长

青年团副主任丽云代表公会致词

得奖学生代表梁智深致谢词

公会代表丽云致词：青年团肩负起召募年轻会员的重任

学生代表智深：将来会为公会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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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花池边消闲

游戏

桥畔留影

一人一盒饭(午餐)

蒙眼拾东西

蒙眼游戏

蒙眼拾东西蒙眼拾东西蒙眼拾东西蒙眼拾东西蒙眼拾东西蒙眼拾东西蒙眼拾东西蒙眼拾东西蒙眼拾东西

蒙眼游戏

相聚在裕华园

2014年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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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迎新大步走今年特地选在裕华园举行是

有特别的用意。是因为我们的宗亲们大多数都是

建国时期的人, 为了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欣赏这些相关

怀旧的风景, 所以经过筛选地点后, 特地挑选了裕华园。

当天一大早, 会员宗亲们兴高采烈地带着家人, 一

家大小一起到公会集合, 来参加这个活动。 虽然清晨下

了一场大雨, 天公保佑，在活动开始前雨就停了，真幸

运, 让活动能够按着原来的计划顺利举行。

宗亲们边走边聊天，谈笑声连连, 享受裕华园清新的空

气，也一路观赏了裕华园的美景。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裕华园

的文化对年长人士有着重要的意义。 宗亲们走完全程大概3

公里的路程后，便回到集合地点, 参与游戏，个个都玩得不

亦乐乎, 回味无穷。

会长挥旗大家开步走

兴高采烈摆手伸腰做早操

会长挥旗大家开步走
会长挥旗大家开步走
会长挥旗大家开步走
会长挥旗大家开步走 漫步在小径上

年一度的迎新大步走今年特地选在裕华园举行是

宗亲们边走边聊天，谈笑声连连, 享受裕华园清新的空

气，也一路观赏了裕华园的美景。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裕华园

走完一程到终点啦！

翩翩起舞

久违了!裕华园，美景依旧!

大步步步步步步走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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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应勿洞梁氏宗亲会泰南分会

的邀请而组团，于2013年10月

21日参加该会为庆祝35周年暨妇女组

成立10周年而举行的庆典。

代表团一行26人在副会长清福的

率领下，由名游旅游公司安排乘坐旅

游巴士于10月19日清晨从公会出发，

通关后沿南北大道一路北上，于下午

五时抵达高乌小镇，从这个马泰边境

的小镇进入泰南山区小镇勿洞，继续

前往勿洞和平文化度假村，入房休息

片刻，晚间享受当地风味晚餐与热

带水果，一面倾听前辈们讲述战争年

代的血和泪，出生入死的英雄事迹，

结束前，大家把“国泰民安，世界和

平”等等的祝福写在天灯(孔明灯)上，

应邀参加勿洞梁氏宗亲会泰南分会周年庆典

参观勿洞和平文化度假村进入时光隧道

燃放升空，托福人间！

隔天早餐过后，参观马共历史文

物陈列室，有如进入时光隧道，回到

20世纪那个年代，让你体会到抗日

战争多个不同历史阶段的真实面貌，

令人倍感和平的可贵。下午回到酒

店休息片刻后，出席泰南分会的晚餐

招待。

10月21日是勿洞泰南分会35周年

暨妇女组成立10周年纪念日，早上我

们向大会报到，同时参加他们的祭祖

仪式。中午在餐厅午餐，餐后自由活

动，宗亲们有的逛商场购物买当地土

产。有的去享受泰式古方按摩。

庆祝会的晚宴就在我们下榻的酒

我会代表团团长清福(前排左二)与各地宗亲
会代表合照

我会代表团团长清福(左二)与部分代表团领导合照

点放天灯，看到天灯升空

店举行，席间邀请来自各地宗亲会代

表致词，余兴节目外，大会特地安排

我会全体团员上台呈献歌曲。各地宗

亲会代表互相交换纪念品，纪念晚会

在悦耳动听的歌声中落幕！宗亲们都

渴望将在2014年11月于曼谷举行的恳

亲大会上再见！

走进时光隧道 在温泉池泡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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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股再接再厉，在2013年又成

功的组成另一个旅游团。参加

人数共有31人。旅游主要景点是越南

北部的下龙湾。

旅游行程由康泰旅行社承办，一

切安排妥当，终于在10月11日早晨整

装出发，全程共5天4夜。旅程包括了

宁平的陆龙湾，下龙湾，最后抵达河

内市参观越南国父胡志明陵墓与文化

馆，镇国寺，并浏览河内第一风景区

─西湖。晚间还观赏越南国粹“水上

木偶秀”，表演表达和体现了越南当

地从古至今的生活习惯和习俗。

虽然当时天气炎热难受，我们还

是乐在其中。不信看看本页的照片！

三月八日一大清早6点30分，宗

亲们60人齐集从公会出发，一

路上非常顺畅，很快就抵达新山皇后

坊吃早餐，之后到YoYo土产店，大

伙儿大买特买，买得不亦乐乎，例

如：豆沙饼，马蹄酥，鱿鱼，白咖啡

等等。午餐后，继续前往参观笼珠果

园，木薯厂。下午茶点时间，我们尝

到当地著名的海南咖啡及海南梅菜

包，接着前往参观极富有教育性的宝

芝林菇园，实地了解木屑加热杀菌的

生产过程，让我们大开眼界，傍晚时

分我们下榻宝芝林度假屋休息。晚上

我们在海边享用丰富的海鲜晚餐，之

后在海边放天灯祈福，看到天灯冉冉

升空，刹那间的心情非常开心无比。

组织股主办“河内，陆龙湾，下龙湾”旅游

清一色女生留倩影河内风景区留影 镇国寺前留影

划船乐

之后大伙儿回到度假村的KTV大唱卡

啦OK,享受丰富的夜宵，度过一个愉

快的夜晚。

第二天，我们离开了宝芝林度假

村，继续我们的行程，早餐在丹戎士

拔甘榜咖啡店享用当地著名的肉骨茶

风味餐，早餐后，继续参观当地的传

统咖啡厂制作咖啡，讲解员介绍有关

咖啡的常识。接着参观燕窝场，蜜蜂

园。下午我们参观有机蔬菜果园，宗

亲们忙着购买有机蔬菜。过后，前

往芙蓉数一数二大的购物中心(Jaya 

Jusco)“大血拼”“Shopping”，购

物中心，百货齐全，应有尽有，大家

忙着购物乐。吃完晚餐，踏上归途，

宗亲们个个大包小包，满载而归。

自然美景  乐在其中

妇女组主办
庆祝“国际三八妇女节”

二天一夜芙蓉丹戎士拔
休闲风情游

放天灯许个愿

听讲解

大家忙着点天灯

开电单车做买卖

销售员介绍产品卡拉OK合唱一首

先看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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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乐主办

“明月温馨庆中秋”暨儿童节联欢晚会

提灯笼

吹气筒

吹泡泡

马萱蒽小妹妹讲故事

摸中有奖

名誉会长奕清(右二)主持首二三幸运抽奖 福利股主任水文主持成人奖抽奖

中秋节和儿童节一起庆祝，可说是天作之合。因为中秋

节提灯笼是儿童们的最爱。而且中秋节有很多美丽的

传说，这些动听的故事都与月亮有关，小孩都爱听，就这样

代代相传，成为传统的节日─赏月的习俗。

公会就延续这个习俗，每年都举行庆祝中秋节的活动，

获得会员宗亲的踊跃参加，出席人数一年比一年多，一年

比一年热闹。康乐股尽心尽力地筹备这个活动，费尽心思

准备余兴节目和幸运抽奖等等，搞得有声有色，越办越精

彩，有卡拉OK歌唱，歌手们唱拿手歌曲，营造节日的欢

乐气氛，轻松快活。猜灯谜更受欢迎，儿童才艺

让孩子们显才华，搏得不少鼓励的掌声，气氛

越来越好，到了游戏节目，家长和孩子们都参

与，兴致好高，场面非常融洽。

主任梁何美莲致词

派发乐龄度岁金
总务水平主持仪式

中秋佳节有很多
美丽的传说

尽兴之余，是大家期待的幸运抽奖，儿童幸运抽奖，

请组织股副主任梁叶梨花主持颁奖，成人幸运抽奖，请福

利股主任水文主持，至于家庭幸运奖和首二三奖则请名誉

会长奕清主持。

九月十四日的庆典活动达到高潮后终须落幕，康乐股

主任梁何美莲感谢执委理事和宗亲们的慷慨乐捐，报效礼

物等等，表演歌手们的落力演唱，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的

付出，同时得到嘉宾和会员宗亲的踊跃出席，晚会得以圆

满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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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股主办

备蔬肴招待宗亲总务水平(右二)派发度岁金予乐龄宗亲(左二)

冬至祭祖仪式过后，福利股派发乐龄度

岁金给家境清寒的乐龄宗亲，去年有

十位宗亲申请，每人获得200元的红包。请

总务水平主持派发度岁金仪式。

派发乐龄度岁金
总务水平主持仪式

第二届新加坡梁氏族亲统一保安清醮
不分房祧　欢迎参加　报名从速

福利股主办

收费	 ：	每份300元	(赠送一朵晚宴襟花)
名誉赞助	 ：	捐献2000元或以上	(赠送晚宴一席)
赞助人	 ：	捐献1000元	(赠送4朵晚宴襟花)
晚宴	 ：	每席500元，每位50元，多惠益善
报名截止日期	：	2014年10月31日	(农历甲午年	闰九月初八)	
	 	 请尽快报名。

凡报名者必须在截止日期以前将家眷的生辰八字交公会
秘书处，方便行政工作。

清明与冬至祭祖以表孝悌

冬至祭祖请顾问奕嵩主持晋驻仪式

梅镜堂宗祠举行祭拜祖先仪式，追思和

凭吊先人，得到会员宗亲的热烈参与。

冬至有七位宗亲为其先人晋驻神主位。

福利股主任水文呼吁宗亲们，重视

公会举办春冬二祭的深长意义，借此节

日集聚一堂祭拜祖先的同时加强族亲间

的凝聚力，发扬优良传统。

互助部每年在清明祭祖仪

式过后，颁发2013年度

奖励金给28位积极参与探丧

与送殡的宗亲包括执委理事，

前17名获赠40元NTUC礼券，

后11名获赠20元NTUC礼券，

鼓励他们发扬互助的精神。互

助部主席清吉与副主席钦钟主

持颁发奖励金仪式。 互助部副主席钦钟(右二)颁发奖励金给副会长有财 互助部主席清吉(中)颁发奖励金给互助部副秘书亚礼

互助部颁发奖励金
鼓励宗亲积极参与探丧与送殡活动

我国梁氏族人延续福建翔云家乡的传统习俗，各个房

祧每年轮流做“保安清醮”，祈求神明保佑，风调

雨顺，五谷丰收。由于做醮开销庞大，公会于2010年首

次统一举办“新加坡梁氏族亲保安清醮”，获得热烈响

应，并决定每五年举办一次。时光荏苒，五年已届，福

利股订于2015年1月24日(星期六)农历甲午年十二月初

五举行“新加坡梁氏族亲统一保安清醮”，并于翌日1

月25日(星期日)设晚宴。希望族亲们和以往一样支持，

踊跃参加。

清明和冬至是华人传统拜祭

祖先的重要节日。2013年

12月22日举行冬至祭祖(冬祭)，

我会于2014年3月30日举行清明

祭祖(春祭)。福利股采购牲礼，

鲜花水果，发糕和各种各样的供

品，香烛金银纸等更不可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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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预告

中秋节
6/9/2014

乐龄一日游
2/11/2014
冬至祭祖

21/12/2014
曼谷世界梁氏宗亲恳亲大会

14-16/11/2014
2015迎新大步走

4/1/2015

鸣
为善最乐，捐献教育基金，福利基金及互助部储备基金。
(1)	 总务水平为幼郎完婚，捐献5000元充作教育基金。
(2)	 副会长有财为令郎完婚，捐献2000元充作教育基金。
(3)	 副会长淑菁令尊美灿宗长逝世，居丧期间，不忘慈善公益，捐献3000元充作教育基

金。
(4)	 互助部理事水源令德配逝世，将公会执委理事的帛金转购公会教育慈善礼券共得

2190元。
(5)	 肇毅族亲在其令尊世海宗长逝世，居丧期间，不忘慈善公益，捐献1000元充作教育

基金。
(6)	 奖学金得主李姿莹同学，毕业后工作领到薪金，捐献100元回馈公会充作教育基金。
(7)	 良生宗亲在其令尊美灿宗长逝世，居丧期间，不忘慈善公益，将他名下所得互助金

646.55元捐献充作互助部基金。
(8)	 源泉宗亲捐献200元充作互助部基金

以上八位宗亲，为善最乐，热爱公会精神可嘉，铭感之余，特此申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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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2014年5月9日至11日，宗乡总会青

年委员会与宗乡会馆青年团在

马六甲举办了会馆青年集思营活动。此活动

得到了不少会馆的支持，我会青年团也派出

了3位代表参加了这次的集思营。

集思营的目标是希望让各个会员团体的

青年团代表互相认识之余，能在讨论过程中

激荡出新的意见和看法，以便想出可以更

有效吸引年轻人加入宗乡团体的方法。大

伙儿首先探讨了许多会馆青年团所面对的

挑战，例如	1)青年对会馆缺乏概念，没有

归属感，2)加入会馆的门槛高，限制多，3)与年长会员在语

言，思想及文化上的代沟，4)青年在会馆缺乏志同道合的朋

友，兴趣逐渐流失。

集思营的第二天，团员们针对青年团面对的挑战提出应

对措施，包括1)通过回乡之旅加强青年对自己祖籍的认识，

以便了解宗乡团体的存在，2)降低入会门槛，但仍然坚持新

会员必须拥有良好品格，3)年长会员可以与年轻会员分享成

功之道。

集思营最后通过生动有趣的辩论会加强了团员们的互

动。我会代表们通过集思营认识了许多来自不同会馆的代

表。集思营后，他们也与其他出席者保持联络与交流，希望

将来能够联办大型的活动，让更多青少年前来参与。

宗乡总会主办
“会馆青年集思营”
启发青年对宗乡会馆的新思维

青年团委员纬凌与其他社团成员交流

我会代表
纬凌发言

青年团副团长丽云发言

青年团副团长丽云对课题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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