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加坡济阳蔡氏公会
Singapore Ji Yang Cai Clan
3 Lorong 9 Geylang Singapore 388751
Tel: +65 67473665  +65 67475036
Fax: +65 67475816
Email: caiclan@singnet.com.sg

2018年3月号
w w w. j i yangca i .o rg
Ji Yang Cai Clan News

┃团拜

2017年9月30日，农历八月十一，午后，公会会所就开始
热闹起来，我会的理事、宗亲与家眷，扶老携幼陆续到

达会所集合，准备参加公会主办的郊游活动，同时提前欢
庆中秋。
　　这个郊游活动，先是参观夏氏牧羊场，然后续程到
裕廊牛蛙场，两个农场都是相隔邻位于林厝港地区。
　　夏氏牧羊场是本地唯一的羊场，它饲养近千只的美
国高山品种山羊，它们依据年龄有序地关在羊圈里，让游
人近距离观赏。
　　对于小朋友来说，这样的体验是最新奇与开心的了，
他们不只能够亲近这种平时只在课本上接触到的动物，
还可以出手抚摸，甚至亲手喂养它们嚼吃大麦草，难怪人
人都乐开了怀，嬉笑声连连。
　　临别之前，大家还有机会品
尝羊场自家生产、原汁原味的羊
奶，更是让人感觉大有口福；据所
知，羊奶是营养价值最高的奶品
饮料。
    唯一缺憾的是，羊场下午不设

导览讲解，以致大
家无法从中去认
识这种温驯的哺
乳动物，或者亲睹
挤奶过程。
　　接下来到牛蛙场，它也是本地独一无二的牛蛙畜养
场，养殖有数以万计的牛蛙，即俗称的田鸡，它们收养在
多个人工或天然的池塘中。
　　在公会特别安排下，牛蛙场经验丰富的导览员，详细
讲解了牛蛙的特征与生活习性，给大家增长许多宝贵知
识。
　　例如，牛蛙这种两栖动物，在水中时是依靠肺呼吸，但

在出水后却是应用皮肤。还有，牛
蛙每次可产卵一到三万颗，它的卵
本身含有特别的异臭，以防备其他
动物吞吃来提高存活率，让人认识
到自然界的奥妙。

在牛蛙场提灯，别有一番情趣。

为加强节庆喜悦，传承中华传统，我会趁中秋节前夕，主办一趟
生活教育之旅，带领超过40 多名会员与眷属，学习新知，欢聚
共餐、吃月饼、提灯笼，欢度一个精彩的中秋节。

郊游庆中秋 月圆人亦圆

锦忠宗长（右一）手抓牛蛙逗着小孩，让大家多
开心。

牛蛙场员工从盒中取出牛蛙，吸引小朋友们
个个全神贯注，要争睹牛蛙的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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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牛蛙皮肤下的胶原蛋白具
有防蚊的功能，牛蛙场因此与南洋理
工大学一起合作研究，将胶原蛋白研
制成防蚊的皮肤霜。
　　在牛蛙场里，为教育公众，它特别
展示牛蛙各个年龄的形体变化进程，
从黑色一团的卵粒开始到孵化成幼虫
的蝌蚪、再缩进尾巴变成四只脚的牛
蛙，令人一开眼界。
　　同样地，牛蛙场可以让游人亲近抚
摸与喂食，甚至扮演农夫，手抓牛蛙一
起拍照，这也让宗亲们格外兴奋，争相排队要与牛蛙合影。
　　经历一个多小时的讲解与引导参观，已是晚餐时候，
大家就在树木环绕的大自然环境中用餐，并且品尝各种美
味的牛蛙食品，诸如雪蛤、烧蛙腿与炸蛙皮；当中的雪蛤，
其实就是牛蛙的输卵管，但经过调制配方后，成为了营养
丰富的补品极品。
　　餐后，宗亲们围坐一起，一边细细吃着中秋月饼与柚

子，一边闲话家常，其乐融融。
　　用完晚餐，夜幕低垂，是小朋友们
最期待的时刻。他们点起灯笼，在夜色
苍茫中，由阿公阿嫲或父母亲陪伴，在
牛蛙场的范围提灯绕行一周，尽享一
家团圆的天伦乐趣，同时感受到中秋月
圆人圆的意义。
　　8时许，郊外的夜特深沉，大家这
才收拾起欢愉的心情，撘乘公会租用
的大型巴士，依依不舍回返会所，结束
这一天别具意义的中秋郊游活动。

　　对于这场活动，总务其明宗长表示，能够看到宗亲们
踴跃与热情参与公会主办的活动，享受温馨亲情，自是深
感欣慰。
　　他透露，当晚公会其实还有另外三场活动，这使得理
事们忙于抽身应付。
　　他说：“如果不是这样，那今天的活动，肯定是要更加
欢腾热闹了！”

牛蛙场员工细细讲解牛蛙的生活习性，让大家对
这种两棲动物有更深一层认识。

公会理事宗亲们借郊游机会，共聚一处，谈笑风
生，自是乐在其中。左起成展、敏华、敬亮、金
山、锦忠、亚里与秋发。

在羊场可以亲近羊儿喂草，老少全都乐开怀。

参观夏氏羊场后，全体团员来个大合照，留作纪念。

劳苦功高策划中秋活动成功后，众理事宗亲们来个团
体照，左起钦华、敬亮、锦忠、尚谦、金山、成展、其
明、亚里、敏华与秋发。

团员兴致勃勃参观殖养在人工池塘中的牛蛙。

我会与晚晴园在春节期间
联办的书法工作坊，获

得公众热烈反响，两场工作
坊吸引超过60人参加，反应特
佳。
    书法工作坊是晚晴园“春
满人间聚晚晴”的节目之一，
以增添春节气氛。两场工作坊
于2018年2月24日与25日傍晚
在晚晴园举行。
    由于受到场地限制（每场
只能容纳30人），工作坊是以
先到先得的方式接受报名，结
果工作坊开始前半小时，公众
已经在场外排队结集等候，希
望有机会参与。当中，许多人
携儿带女一起前来，形成一次
欢愉的家庭活动。
    主持工作坊的是著名书法
家马双禄老师，他也是我会书
法班指导。
    马老师的工作坊从浅入
深，他先从中华书法的历史讲
起，再通过视频画面介绍五种
字体（篆隶行草楷）、书法工具
（笔墨砚纸），接着教导正确
的握笔与书写姿势，让初学者
一举对书法有了入门与正统的
认识。
    理论完毕，工作坊进入实
习，在马老师示范后，参加者
以摹拟方式沾墨习字，人人的
学习态度都十分认真。而马老
师则游走全场，一再给学员评
点指导，尝试把书法工夫倾囊
传授。最后，所有参加者人人再摹拟一幅作品，一个半小
时的工作坊终于圆满结束。从现场氛围来看，大家显然都
学习愉快，学有所成。
    当天，所有参加者也都获赠一个精美的悬挂式卷筒
作为纪念品，它可以用来收藏书画或翰宝，别具意义；纪

我会与晚晴园联办

书法工作坊获热烈反响

配合今年春节，我会与晚晴
园联合主办书法工作坊，协
助公众开启学习中华书法的
门扉。这是我会第一次对外
主办这样的活动，我会希望
借此弘扬中华文化，为推动
中华文化的工作略尽绵力。

参加书法工作坊的学员，手持自己的作品，兴高采烈地留下一张团体照。右八是马双禄老师，左一左二是树秋与其明宗长。

参加工作坊的学员全神投入习字。 马双禄老师（右二）倾力给学员指导。

马老师（右）细心指导学员握笔的姿势。 马老师（右一）向学员示范写字。

在第一天的工作坊，吸引了一名葡萄牙籍
的电脑程序编写师Pedro Queiros参与学
习，因为是非华族，他的出现，特别引人注
目。中是我会副财政志鸿宗长，他负责通
译的工作。

所有参加工作坊的学员，都获赠卷筒作纪念品。

念品是我会名誉会长树秋宗长热心报效。
    对于这个书法工作坊，我会总务其明宗长表
示，从公众的热烈反应来看，联办这样的活动是十
分成功的，它已提升了公会的声誉与形象。
    他说：“弘扬中华文化是公会的成立宗旨之一，
公会有这样一个平台可以参与，我们自是全力以赴，
希望不负宗亲所望。接下来，我们会再努力寻找机

会，力求在弘扬中华文化这一块，继续作出贡献。”
    另一方面，我会借这次合作机会，特别与晚晴园联
名，各赠出一副翰宝予晚晴园主席吴学光与新加坡国家
文物局局长章慧霓表达谢意（按：晚晴园是归属文物局管
辖），翰墨是由马双禄老师题写。

┃同欢共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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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亲面对面

这一期的“宗亲面对面”栏目，我们邀约碧霞宗长来到聊天室， 

碧霞是新加坡传统艺术中心创办人兼艺术总监，2008年青年文化奖

得主，在董事笃翠宗长的引导下，碧霞娓娓述说她投身戏曲艺术 

领域的经历，也让我们了解她如何负起弘扬本地戏曲的使命，她更期望 

戏曲艺术能够在此生根、发扬光大。

碧霞（右一）2015年在春到河畔迎新春的戏曲表演节目彩排时，亲自给参加演出的小朋友示
范指导。

碧霞不遗余力推动戏曲艺术

碧霞在一个半小时的访谈
中，总是语带兴奋之情，

这一点，我们可以理解，过去
20年，她在本地戏曲艺术领域
中全心全力付出，只顾耕耘，
积极贡献，现在正逐渐看到成
果，自是有她的成就感。 
　　45岁的碧霞，出生在福建
漳州，她的出世经历还有一段
古。 
　　“先父原本就是新加坡
人，上世纪30年代十二岁时回
乡，没想到竟遇上国共战事，结
果滞留那里，最终在他乡成家
养儿育女。这也造成老人家后
来有个心愿，希望儿女们落叶
归根，回到新加坡来。” 
　　碧霞表示，最后她选择到
新加坡定居，其实也就是想了
却父亲的遗愿，而在新加坡，
她的选择显然没错，她在这里
找到可以发挥自己兴趣的广大
空间。 
　　话说碧霞在漳州成长后，
在那里受教育，中学毕业后，
基于对演艺的兴趣，她进入由
当地著名的南靖芗剧团主办的南靖艺校，主修芗剧表演专
业；芗剧就是我们熟悉的歌仔戏。毕业后，她再往邻近省
份都市的汕头，报读汕头戏曲学校的潮剧表演专业，这让
她同时掌握了两个剧种的表演技巧。 
　　上世纪90年代，许多中国人走出国家寻求发展，碧霞
也在1997年来到父亲的故乡一一新加坡定居。 
　　“当时，新加坡正努力推动艺术发展，华族的传统
戏曲是其中之一，这正好让我找到机会发挥所长，我于是

加入新加坡戏曲学院担任导
师，全职倾心教导学生排戏演
出。” 
　　可以这么说，在碧霞的认
真指导下，她让一大班的幼苗认
识了传统戏曲的精华精粹，也
促成一批爱好者更积极投入戏
曲艺术，使得戏曲艺术开始在
这里成长。 
　　与此同时，由碧霞带领参
与的戏剧，也频频在海外赢得
大奖，给新加坡争光不少。2005
年在丹麦为纪念安徒生诞生
200周年而举行的艺术节上，她
参与主演的黄梅戏《夜莺》就
被评为最佳节目。2006年，她导
演的黄梅戏《穆桂英大破天门
阵》在加拿大利物浦国际戏剧
节上获得最佳化妆、服饰造型
奖。2006年，她主演的潮剧《聂
小倩》则在美国德萨斯州举行
的国际艺术节中夺下最佳女主
角大奖。 
　　碧霞10年来在戏曲艺术领
域努力耕耘，有目共睹，这让她
在2008年时，获得国家艺术理

事会的赏识，在总统府为她颁发青年文化奖。这是国家对
那些在艺术领域具有卓越贡献者的最大肯定。 
　　拥有青年文化奖身份之后，并没有让碧霞的学习道路
上自满，2010年，碧霞应用文化奖所得的奖金，赴北京的
中央戏剧学院深造，修读导演课程。隔年，她又报读中国
戏曲学院攻读戏曲导演课程。中国戏曲学院是中国最高的
戏曲教育学府。 
　　为求把事业发展迈向更高峰，碧霞边读书边创业，于

2012年创办了新加坡传统艺术中心，并身兼
艺术总监，目前设在月眠路的传艺中心，开办
少儿潮剧班与少儿黄梅戏班，专教导本地学生
在课外学习戏曲，也到校外展开培训，培养
学生热爱戏曲艺术。 
　　传统艺术中心成立后隔年，凭借扎实的
专业基础与优秀成绩，成为国家艺术理事会
的种子补助金计划受益团体，连续三年，而
从2017年起，它更荣升为艺理会的主要拨款
受益团体。从中，可见碧霞在戏曲艺术领域努
力的一斑。 
　　除了教导戏曲外，碧霞的传统艺术中心
这些年来，致力于推动我国的戏曲事业，尝试
打造新加坡文化品牌，把新加坡这个小红点
在国际舞台发光发热。 
　　比如说，它从2013年开始，每年8月份定
期主办“狮城青少年戏曲汇演”，让本地的中
小学生参与演出，这个项目从前年起，还邀
请北京与安徽的学生一起前来新加坡同台演
出，以便大家互相观摩学习。 
　　另外，每年11月份主办的“狮城戏曲汇萃”，它让成人
一样有登台参加大型演出的机会，值得一提的是，汇萃包
含七大剧种，让各个戏曲团体都有机会呈献演艺才能。此
外，它还加插国际戏曲研讨会，邀请专家学者前来参与，针
对戏曲课题发表专题讨论，使它成为本区域首屈一指的学
术交流平台。 
　　而每两年一度主办的新加坡戏曲艺术节，一样有文化
表演、名家讲座与工作坊，让戏曲爱好者同聚一堂，互相

交流学习。 
　　至于“狮城梨园  戏韵万千”，则是开办戏曲研修班，
聘约专家前来指导授课，为戏曲爰好者提供进修学习的
机会。今年9月，更从戏曲界遴选佼佼者同赴北京交流学
习，提升个人的演艺水平，借以推动我国戏曲的发展与传
承工作。 
　　碧霞自豪地说：“这种种做法，就是希望把新加坡发
展成为本区域的戏曲艺术领域聚焦中心，我们现在逐渐
看到成果。新加坡正成为中国以外的一个让人注目的焦
点。” 
　　所以，她认为，新加坡面积虽小，却也是五脏俱全，处
处存在发展的空间，她也庆幸可以来到这片土地，参与戏
曲的耕耘工作。 
　　对于新加坡戏曲的发展，碧霞有着无限的期许。 
　　她说：“在戏曲文化里，它灌输了许多宝贵的传统价
值观，例如精忠报国、忠孝仁义、礼义廉耻、尊老敬贤等
等，绝对值得我们提倡与推崇，特别是我们社会正处于飘
忽无根的当儿，它更需要我们去把戏曲艺术发扬光大，加
强文化认同，我们现在如果不努力，难免要成为失责的一
代人！ 
　　“总结而言，我们一定要秉持坚持永不言弃的精神，
继续努力，也期望更多人投入戏曲艺术领域里，一起负起
传承的任务。”碧霞语重心长地说。

碧霞2011年参加滨海艺术中心举办的新年戏曲演出，饰演穆桂英
的剧照。

碧霞在一场戏曲演出前，为参加演出的学员化妆。

碧霞2015年被推举为戏曲教育联盟副理事长，在大会上发表演讲。

2017年，碧霞（后排左六）带领新加坡戏曲研习班赴北京中国戏曲学院进修结业后，与学员
们一起合照留念。后排左五是中国戏曲学院院长巴图，后排左四是中国戏曲学院国际文化交
流系处长于建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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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在2017年继续颁发奖助学金，共有
20名子弟受惠。

　　这批得奖者，大专组中有六人是大学
生，一人是理工院生；高中小学组中一人是
高中生，四人在中学，五人是小学生，另三
人则获颁助学金，各组学生顺序可获1800
元、1200元、200元、150元和100元，助学金
则分别是600元与400元，我会因此共发出1万
4900元；奖助学金是来自我会的教育基金。
　　奖助学金颁发仪式分两次举行，大专
组是在8月27日，高中小组是在12月24日。两
场仪式由第一副会长健龄PBM会长与会长皇室拿督振祥
BBM亲自主持，颁发地点分别是在我会二楼的会议厅与三
楼的活动室。
　　高中小学组的颁发仪式，简单严肃，12月24日当天上
午11时许，当参与的理事、会员宗亲与得奖者全体到达公

会后，即由金山
宗长主持敬祖仪
式，众人先向蔡
氏祖先三鞠躬献香，以示对先祖的感恩与
尊敬。礼毕，大家才到三楼活动室参加仪
式，仪式由文教主任秋发宗长担任司仪。
　　我会会长皇室拿督振祥BBM宗长在讲
话时指出，国家的建设和进步是以教育为
本，我会设立教育基金，目的就是希望在
教育事业上，给予会员子女更多的鼓励与
资助，让他们顺利完成学业。

　　他因此促请宗亲们重视教育，细心培养下一代，让孩
子成才为国服务。
　　他也鼓励同学们除了努力读书外，还需学习不惧失败
及待人处世的道理，同时也勿忘父母的栽培并回报养育之
恩。
　　会长也语重心长地告诉年轻人，往后在步入社会工作
时，如果面对有人需要帮助，那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就应
该挺身而出，出手相助，以使我们的社会更具爱心、温情与
包容性。
　　颁发仪式开始，会长依司仪念出的名字，一一把奖助
学金颁发给会员的子女，我会摄影师耀坤宗长和家长们，
这时都分外忙碌拍照，尝试把这重要的一刻捕捉下来，留
为永恒。
　　佳煊在代表得奖者致答谢词时，感谢蔡氏公会一向
关心会员子女，并及时伸出援手给予需要协助及奖励成绩
优秀的学生。
　　“申请到这份奖学金，也激励我们在未来的学习道路
上，更有信心学习与前进。”
　　她承诺将更加努力学习，以求取更好的学业成绩。最
后，她再次代表所有家长与同学，向济阳蔡氏公会致谢。
　　仪式圆满落幕，耀坤宗长集合大家再来个团体照，
然后，一起到大厅享用自助餐，一边大快朵颐，一边畅叙
宗谊。

蔡淑琳
　　今年又能获得
新加坡济阳蔡氏公
会的大专助学金，
我感到十分感激和
开心。　　
　　这份助学金
为我和家人减轻了
不少经济上的负担。我会好好努力读
书，不会辜负家人对我的期望。
　　此外，在空余的时间，我会尽力
做些义务工作帮助其他人，借以回馈
社会。
　　我要再次对公会说声谢谢，我
也会善用这份助学金，完成今年的课
业。

蔡炜僧
　　今年能获得济
阳蔡氏公会的助学
金是我的荣幸，这
份助学金帮助我和
家人减轻了不少经
济上的负担。
　　这可是我第一
次获得这份殊荣，所以我对公会非常
感激，也向大家承诺，会继续努力。

蔡嘉纭
　　谢谢你们给予
我这个机会，在这
里表达我的谢意。
　　首先，我想向
蔡氏公会表达致
谢，感谢你们颁发
这份助学金给我。
这份助学金无疑是雪中送炭，在这个
艰难时刻，减轻了我父母的负担，让
我无后顾之忧，在大学更能专注地学
习。

　　因为感恩才会有这个温暖的社
会，因为感恩才让我们懂得生命的美
好。
　　我深深感谢蔡氏公会常常关注
我们这群需要帮助的学生，并及时伸
出援手给予我们实际的帮助。
　　在此，让我许下承诺，将在课业
上更加专注努力，刻苦学习，严于律
己，以争取最优异的成绩，创造更高的
成就，为将来的社会贡献一份力量。

蔡岳达
I am honoured 

to be awarded the 
Singapore Ji Yang 
Cai Clan Association 
tertiary award this year.

I am very 
thankful of the 
scholarship committee 
for awarding me with 
this, especially during 
straining times, where every little bit of 
money goes a long way. Material things aside, 
this bursary award adds a tinge of greater 
importance as it is awarded by an association 
whose members’ ancestors descend from the 
same lineage in China hundreds of years ago. 
This act of looking out for each other of 
the same lineage further inspires me to do 
better academically to return the faith of Ji 
Yang Cai Clan, and to fly the clan flag high 
and proud.

The contributions of Cai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serves as an inspiration 
for me; that Cai descendants are excelling 
around the world and contributing to 
society. People such as Tsai Ing-wen, Prime 
Minister of Taiwan; and 蔡元培, a Chinese 
educator known for his critical evalu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nd synthesi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thinking. I hope to be as 
successful as they are, to leave an indelible 
mark on Singapore.

I believe that reciprocation is important. 
I hope to be involved in the activities of the 
clan, not through my father, but to take up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keeping roots with our 
family history. I would like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Ji Yang Cai Clan youth chapter. 
As my father would always inculcate 饮水

思源. It has been impressed upon me, the 
values of this idiom since young. I hope to 
carry on this tradition of keeping in touch 
with my roots, and Ji Yang Cai Cla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doing so.

Once again, I would like to thank 
Ji Yang Cai Clan and the scholarship 
committee for awarding the bursary and 
hope to repay the faith of them by excelling 
academically.

蔡智轩
I am honoured to 

receive the Singapore 
Ji Yang Cai Clan 
Association Bursary 
for the Academic 
Year 17/18, and I 
am gratefwul for 
the opportunities 
it will provide. I 
want to express my 
appreciation for your generosity as it has 
further increased my chance of success.

I am an BBA undergraduate entering 
my second year i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NUS), with the intention 
to specialise in Finance or Operation 
Management and minor in Economics. My 
goal will be to work in the relevant field that 
I have studied in and to further pursue my 
studies if the opportunity arises. 

Without a doubt, this bursary will 
play a key role in achieving my educational 
dream. Thanks to your generous support, I 
feel that I am one step closer to achieving 
my goals. It is very meaningful not only 
financially, but emotionally as well, as it has 
strengthened the belief in myself. With the 
financial burden reduced, I will be able to 
spend more time on my studies, research and 
extracurricular activities. Thank you again 
for your generous support.

得奖子弟承诺努力学习回馈社会

第一副会长健龄PBM宗长（左六）在主持颁奖仪式后，与理事及得奖学生一起合照留念。

蔡涵仪 蔡镇宙

佳煊代表得奖学生致辞，感
谢公会颁发奖助学金照顾
子弟。佳煊是炳逢的千金。

20子弟获颁奖助学金

奖学金

高中组

1 国乐 17 立化

中学组

1 家峻 15 颜永成

2 佳煊 14 励志

3 琦桉 13 德明政府

4 依玹 13 加东修道院

小学组

1 琦晟 11 光华

2 宇君 11 南华

3 轶哲 10 光华

4 俊腾 8 白沙

5 吴奕颉 8 工商 

2017年各组奖助学金得奖人名单
助学金

大专组

1 岳达 22 新科大/机械工程

2 涵仪 22 新科大/药剂工程

3 镇宙 21 新科大/机械工程

4 智轩 22 国大/商业行政

5 嘉纭 20 南大/商业

6 淑琳 20 南大/商业

7 炜僧 18 义安理工院

     /商业管理工程

┈┈┈┈┈┈┈┈┈┈┈

1 佩珊 15 协和中学

2 炜俊 13 务德中学

3 炜谦 10 奥匹拉小学

所有高初中与小学的得奖学生在颁奖礼后，与出席仪式的理事会同仁合照。

名誉会长文水的两名公子琦桉（左二）
与琦晟都是得奖学生，一家人在得奖
高兴地一起合照。

┃奖助学金

公会子弟获颁奖助学金，大专组五人发表了感言，会讯刋登他们投函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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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组团赴巴生
参加宗亲会金禧庆典

在我会第一副会长健龄PBM宗长细
心安排下，12月8日上午8时，我会

组织的代表团从公会乘坐冷气巴士出
发前往马来西亚巴生港，出席雪隆济阳
辛柯蔡宗亲会成立50周年庆典暨主办
世界柯蔡宗亲总会第19届第二次会员
大会及亚细安济阳辛柯蔡第七次理事
会议。
    代表团一行28人，由我会振祥BBM
会长亲自率领。
　　由于路上交通堵塞，我们足足花了
八个小时才抵达巴生沙亚南行政区（雪兰莪州府），下榻于
当地的Concorde酒店。
    时间非常紧凑，一抵达酒店，振祥BBM会长和我即刻
参加亚细安第七届理事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了明年由印尼
济阳蔡氏宗亲互助会举办三庆大典事项。
    会上，拿督振祥BBM会长获推选为亚细安辛柯蔡联
谊会理事长，并选出六位副理事长，他们分别由亚细安各
国宗亲会会长担任。秘书则由新任理事长委任，由我会第
一副会长健龄PBM宗长担纲。
    傍晚6时30分，团队成员在酒店大堂集合，半小时车
程后抵达会场——巴生中华独立中学。晚宴设在综合大
楼二楼沈象扬礼堂，出席金禧庆典的海外嘉宾有900余
人，国内嘉宾近600人，宴开160席，盛况空前。
    当晚的大会主宾是雪州高级行政议员YB拿督邓章钦
律师，致词者除主宾邓章钦律师外，还有大会主席拿督蔡
崇伟局绅及亚细安联谊会候任会长拿督蔡振祥BBM宗长。
他们在讲话时一致强调，宗亲会这些年来一直扮演凝聚宗
亲、敦睦宗谊、对接商机的角色，至于推广中华文化与维护

华文教育的传承，更是不遗余力。
    邓议员在讲话中表示，在全世界
国家里，华文教育能从小学一直升入大
学，除中国及台湾外，马来西亚是拥有
最完整教育体系的国家，这是全马华社
奋斗和坚持的结果。他的谈话充满激情
和荣耀。
　　我会振祥BBM会长致词时，巧妙
引用了会址巴生中华独立中学的校训：
礼、义、廉、耻来表率传承中华文化的
核心价值。他说，礼即诚诚恳恳地待

人、义即公公正正地处事、廉即清清白白的操守，而耻则
是轰轰烈烈的反省。
　　他同时肯定华文独立中学德、智、育的办学精神以及
华社领导人对华校和社会所做出的贡献。
　　当晚晚宴也有精彩的文娱表演，当中最受出席者注目
的是由中华独中学生呈献的廿四节令鼓，节奏快捷激昂，

其他节目还有民族舞蹈和蔡家女歌手
的演唱。
    第二天（12月9日）大清早，会长振
祥、财政亚里和我三人，一齐出席祭祖
仪式等各项活动。
    8时30分，全体与会者拍摄全体
照留念，整个场面十分浩大，接着，各
国各地区代表列队进入礼堂；大会主
席世总理事长蔡第躼、雪隆宗亲会主
办单位主席拿督蔡崇伟和各国首席代
表，这时已在台上热烈迎接全体宗亲
入场。
    音乐响起，独中六名学生平抬马来西亚国旗，另六名
学生则平抬济阳会旗，以整齐的步伐操进会场，然后步上
舞台参与隆重庄严的升旗仪式，同台也紧跟着举行祭祖
仪式，主祭蔡第躼宗长和拿督蔡崇伟宗长陪祭各国首席
代表，全体以缅怀先祖烈宗的心情向祖宗鞠躬敬礼，场面
肃穆。
    祭祖仪式后，世界柯蔡宗亲总会第19届第二次会员大
会随之举行，会议由理事长蔡第躼宗长主持。
    他在讲话时恳请宗亲们在出席会议时，多考虑到主办
单位所面对的难处，尽可能尽早确定出席人数，以免打乱
主办单位的安排计划，增添额外工作。他为此希望与会者
研究对策来解决这方面的难题。接着，执行理事长蔡定邦
宗长报告财政开支。
    午餐过后，世总主持一年一度的颁奖礼，奖项包括长
期服务特出贡献奖、孝悌楷模奖等等，各宗亲团体也在过

后互相交换纪念品。
    下午3时，世界柯蔡宗亲总会召开
理监事会议。
    当天未出席庆典活动的宗亲，自
费观光游览及品尝当地佳肴，各得其
乐。
    傍晚6时，大家在酒店大堂聚合再
赴同一会场出席世界柯蔡宗亲总会的
恳亲宴会，当晚主宾是马来西亚总理
公署部长拿督斯里魏家祥博士，由其
助理刘先生代表出席，大会主席蔡第
躼宗长、主办单位主席拿督蔡崇伟局

绅宗长、筹委会主席拿督蔡崇华宗长与各国首席代表鸣
锣启幕，并先后发言。
    晚宴余兴节目紧凑精彩，最后，筹委会主席宣布下一
届世界柯蔡宗亲总会恳亲会员大会和第七届亚细安联谊
会，将由印尼济阳蔡氏宗亲互助会接办，东道也定在2018
年8月4日至5日于雅加达举行；印尼济阳蔡氏宗亲互助会
得到各国全体宗亲支持与赞赏，并预祝他们取得圆满成
功。
    10日上午，大家在酒店大厅集合后回国，顺途也出席
新山区蔡氏济阳堂冬祭祀祖仪式，一路上通畅无阻，下午
12时30分抵达古来公主城新国泰冷气酒家顺利地参加联
欢福宴。
    越过新山长堤后已是傍晚时分，大家都归心似箭，行
程匆忙三天，大家这时心中都在盘算，今晚可在家中的安
乐窝，好好地睡上一觉。 

┃宗情绵绵 参加大会的千名宗亲，在会场留下一张场面浩大的团体照。

我会会长拿督振祥BBM（左一）与各地宗亲会领导在主宾桌一起合照。 难得宗亲一起出行，大家也有机会同进早餐，左起敬亮、少林、和泰、添丁、
金山、友端、良福夫妇与柯丽珍。

我会会长拿督振祥 BBM受邀致辞，会长这次也
受推举担任亚细安济阳辛柯蔡联谊会理事长。

我会代表团回程时，顺道参加新山区济阳堂的
祭祖典礼与联欢福宴，会长拿督振祥BBM在宴
上讲话。

参加大会的我会代表团在会场合影。

马来西亚雪隆济阳辛柯蔡宗亲会2017年12月8日一连两天庆祝成立50周年纪念暨主办 
世界柯蔡宗亲总会第19届第二次会员大会，我会专程组织一个代表团前往参与其盛，共襄盛举；
我会会务顾问和泰宗长随团参加，并带回全程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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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在8月27日举办股市讲座，
邀请两位专人前来主讲，吸

引会员、公众与股迷热烈参加。
　　受邀主讲的两位股市专人是
辛朝忠与韩巍博士，两人都有来
头。辛朝忠宗长是我同宗会辛氏
公会总务、本地《股市资讯》刊物
前市场经理。至于韩博士是本地
著名的交易员和股市培训导师，也
是新传媒958城市频道财经节目《
谈股论经》的常驻嘉宾。讲座由
志鸿宗长担任主持。
　　辛宗长的讲题是“从资讯刊
物里寻宝”，而韩博士的是“巴菲
特不会告诉你的三大股市陷阱”
。
　　辛朝忠宗长在开场白时，谦
虚地表示是以宗亲的身份向大家
介绍《股市资讯》这本双周刊物。
他同时也带来60本刊物免费分发
给与会者。
　　辛宗长表示，一个人如要在退休时有安逸的生活，年
轻时就需懂得理财，理财的方法有储蓄、买保险和投资。
　　说到储蓄，目前银行的利率很低，约1%，通货膨胀约
4%，这使钱变得越来越小。公积金的退休户头利率是4%
至5%甚至高达6%，相对又没有风险；至于买政府的公债
利率是2.16%，所以投资者在投资股票时，心中需设有底
线，那就是每一年的收益率是否能达至少2.5%。不然，最

详情，多听取专家的意见和讲座，也就是要作足功课。
　　在轮到韩巍博士主讲时，他首先就直击要害地一语道
破，股市是市场博弈的竞技场，每个入场的投资者参与股
市都是为了赚钱而非慈善。几乎每个股民都晓得巴菲特，
也学习他的方法买卖股票。但他也请大家思考，为什么大
家都学了巴菲却只有少数人在股市赚钱，多数人长期来看
都是亏损的呢？难道巴菲特讲的投资方法是错的吗？还是
说是因为运气不好？难道这么多人的运气都不好吗？

股市是博弈的竞技场
　　经过对大家的循循善诱，他这才向大家揭晓答案：
既然股市是人与人之间博弈的竞技场，那么其中难免充
斥各种陷阱，才能将胜者和败者区分出来。而多数投资者
甚至都不了解股市的根本游戏规则，那么这些投资者长
期处于亏损状态也就不足为怪了。其实无论个股的盘面、
基本面、技术面或图表分析，都遍布陷阱。
　　韩博士回顾在学生时代所经历的惨痛教训，他初涉入
股市时，买的三只股票都赚到钱，其实不是因为他厉害，
而是刚巧那时正值牛市。正
因为这三次“好运”，让他
对股市盲目自信，反而导致
在接下来的熊市中损失惨
重。痛定思痛，他重新从正
确的角度看待股市投资，并
且注重研究市场陷阱，这才
帮助他逐步在股市取得了
明显的进步。
　　他说，目前在95.8城市
频道主持股市财经节目，就
是希望能帮助到其他的散
户投资者及早看清股市的

本质，进而提高股市表现。而不用像他那样等到巨额亏损
发生后才醒悟。
　　为了让大家深入的了解市场陷阱究竟是如何误导投
资者，进而造成亏损，韩巍博士从盘面、技术面与基本面
等多个角度，大量列举了本地股市中市场陷阱的实例，让
听众真正了解到市场陷阱无处不在而且危害巨大。可以
说，每一次亏损，都不是“运气不太好”，而是落入股市陷
阱的结果。整个讲解过程中，韩博士生动幽默，案例详实，
配合电脑幻灯片，让大家听得十分入神，也大幅提高了对
股市的认识和获利能力。
　　总的来说，本次讲座会取得圆满成功，参加的会员都
表示学习了许多股市的知识，收获不少。
　　讲座结束后，第一副会长健龄PBM宗长代表我会，分
别颁赠锡盘给予辛朝忠宗长与韩巍博士，感谢他们对公会
活动的热心支持；接着，耀坤宗长也为嘉宾和出席活动的
理事一起拍照留念。
　　理事们之后也尽地主之谊，邀请两位嘉宾共享自由
餐，活动在大家同席共享美食的欢笑细语中温馨结束。

我会理事在讲座结束后，与两位主
讲嘉宾辛朝忠（前排左二）与韩巍
博士（前排左三）一起合照留念。

好乖乖把钱存放在公积金的退
休户头里。
　　宗长也说，很多股民都会
跟风买股，听说什么股好就买
什么股，造成金钱上的损失，根
据统计数据，利用公积金购买
股票的人有超过一半输钱，他
因此建议股民应购买优质股作
长期投资。
　　所谓优质股就是有价值的
股票。买股票有三大考量，即基
本面、技术分析及心理线；基本
面即该上市公司是否赚钱，是
否有派发股息，另外需看一些
技术图表，以判断何时买入或
卖出，同时也不要因股票微涨
就急着套利，把会赚钱的优质
股卖掉，这是很可惜的。
　　新加坡目前约有800家上
市公司，谈到要如何选择时，他

说，这就需了解公司的业务、业绩、股价、股面值、股息及
本益比加以分析资料。当然最好是低买高卖，但要达到这
样的目标，有一定的难度。
　　辛朝忠宗长也以我会三位蔡姓宗长的上市公司为例，
通过《股市资讯》中最高获益率、每股账面值折扣、最低
本益比、大宗交易买卖、升至52周新高的股票、降至52周
新低的股票等等，教导如何阅读《股市资讯》。
　　他也强调，要投资股票需多看时事新闻，多了解个股

┃同欢共聚

难得专家前来我会主讲股市，吸引大家留神聆听。

谈“股”论“经”兴致浓
——公会主办股市讲座

我会第一副会长健龄PBM宗长（右）赠出纪念品予辛朝忠宗长。

名誉会长兆如宗长
荣膺公共服务奖章

我会名誉会长兆如宗长2017年获颁公共服务奖章
（PBM），消息传出，我会理事同仁都感荣幸与

兴奋。
　　兆如宗长年61岁，从商，目前是榜鹅民众俱乐部
管理委员会名誉主席、勿洛水池榜鹅筹款委员会副主
席。他在社区服务历20年，平时仗义疏财、热心公益，
深获同侪与居民的尊敬与爱戴。
　　兆如宗长荣膺奖章，实至名归，我会在此也为他
祝贺。

兆如宗长（右）获哈莉玛总统颁赐奖章。

┃广播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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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元节是一个神秘，却有着丰富文化内涵的节日，它反
映华人对鬼神的敬畏观念和宗教信仰，同时也涵盖

中华文化的精髓—孝道。
　　按照佛教的说法，中元节的来源是出自目连救母的
故事，目连由于不忍心看到母亲在地狱受苦而布施十方
僧人，替母亲赎罪，最终将母亲解脱出来。孝道的文化传
承，值得大家推广。
　　孝道可简单地理解为善待父母，它是一种伦理的观
念，一种秩序的建立，如用在处理宗族的关系，祭祖就是
一种很重要的方式，能很好维持宗族关系的一个寄托。
为此，在华人的社团里就十分注重，而我会对中元节的重
视，也是如此。
　　往年的中元节，我会都是在隔邻的巷子举行拜祭仪
式及联欢晚宴，过程非常耗时费力，首先需要向警方申请
准证封路搭棚，并聘请保安维持交通秩序，公会还需要为
事项付上一笔可观的费用，更难为热心的宗亲们，都得顶
着个大热天赴宴。
　　这些问题获得理事会重视，并且决心改善，去年中元

2017年9月3日（七月十三日），我会依照传统庆赞中元，不过，今年的这个节庆，公会取得
突破，既把祭拜仪式从隔邻的巷子转移到会所内肃穆举行，也将晚上的庆祝宴会设在酒
楼，让大家在轻松舒适的环境中，度过这个传统节日。

节举办过后，董事们在双月会议上集
思广益，提出解决方案，终于商讨出
在公会拜祭、晚宴在酒楼用餐的设
想。
　　由于拜祭地点改变，活动举办
前，理事们需要忙碌一番，先是健龄
PBM与海顺宗长与道长到会所观察，
绘图指定祭坛和各种物品的摆设与
悬挂位置。接下，海顺、春荣和金山
宗长在9月1日安排承包商搭棚事宜。9
月2日下午，春荣与金山宗长则负责到
公会摆设祭坛和物品。
　　2017年9月3日（农历丁酉年七月
十三日）星期日，所有拜祭的物品终于
摆设得当，场面壮观肃穆。上午10时，
唢呐与锣声在我会会所响起，为中元
节的拜祭仪式掀开序幕，道长引导会
员宗亲进行祭拜仪式  ，颂经祈求保
佑风调雨顺、合境平安、身体健康、
万事顺利，出席的宗亲约有30多位。
　　拜祭完后，大家一同进餐；下午2
时过后，与会者及我会中元会员陆续
到会所领取福物。
　　入夜，我会在千禧楼（巴耶里峇）
举行联欢晚宴，筵开26席，宗亲们在
冷气的舒适环境中轻松享用美酒佳
肴，有些还标得心仪的福物回家，真
是皆大欢喜。 

——秘书处速记

中元节晚宴改在酒楼举行，让大家在舒适的环境中享用晚宴。

中元庆赞晚宴改在酒楼举行

我会当天也选出2018年（戊戍年）的炉主头家，名单如下：
炉主：  汉波
副炉主：健龄PBM
头家：  思敬PBM　南洲　成欣　松龙　志忠　俊财　秋发　金荣　 
        炳逢  克网PBM　镇嵘　詠稷　金顺　德芳　深利美食馆资深与年轻理事合作，一起负责接待工作，把传承工作做好。 

左起锡义PBM、敏华、健达、炳逢、超华与詠稷。

振祥会长BBM（中举麦者）带领众理事向来宾宗亲敬酒。

借中元庆赞宗亲同欢共聚，痛快干杯。左一是
会务顾问和泰宗长、右一是法律顾问良兴宗
长，左二是振祥会长BBM。

焚烧冥纸，希望给阴间的苦难者脱离苦海。

在道长引领下，宗亲理事参与拜祭仪式。

亚里（站立者右）与锡义PBM两宗长，亲自向来宾筹
款，准备作福物标出。

┃同欢共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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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我会开办的中华书法班，至今一年余，为宗亲提供一
项深具意义的文化活动，也推广中华文化传统。

　　书法班是在2016年8月开课，每星期三上午，就可见到
整10名的宗亲与眷属准时到场，在著名书法家马双禄悉心
的指导下，努力学习，以提升自己的功力水平。
　　马双禄是我会特聘的导师前来主持书法班。马老师
52岁，原籍陕西西安，在书法与其他艺术领域具有极高造
诣，他个人被世界艺术家协会等单位授予“世界金奖艺术
家”与“突出贡献艺术家”等荣誉称号。他前来新加坡定
居已有12年，过去都应聘在各个社团机构教导书法等其他
活动。
　　在学习过程中，但见学员们都是高度认真，一撇一
捺，一横一竖，一丝不苟，精神态度可佳，令人敬佩。
    书法班学员之一的克网宗长在受访时表示，在进入老
年时，能够培养像书法这样的嗜好，那是最好不过，因为
书法也助人修心养性。
　　克网宗长是我会名誉会长，他
说：“参加这样的正规课程，确是
收获丰富，它让我对书法艺术有了
深入的认识。”
　　所谓名师出高徒，经历年来潜
心研习，大家的水平都明显突飞猛
进，成效卓著。
　　去年春节，我会就邀请这些学
员负责挥春的任务，他们挥毫后，
作品都张贴于会所，给会所带来浓
浓春意，另外，他们也赠予领取度

我会书法班成绩斐然

马双祿导师（左一）向学员示范写字。

岁金的老宗亲，带回家张贴欣赏。
　　此前，马老师与一些资深学员，也为得奖的我会奖学
金得主题字，以鼓励这些努力学习的学子们。
　　此举对学员来说，他们既有发挥才艺的空间，也有机
会对公会作出贡献，真是一举两得，享受到极大的成就
感。
　　 我会书法班上课时间为每星期三上午10时至12时，课
程也欢迎各界人士报名参加。本会无收入的乐龄会员，参
加本会书法班可获50%的学费优惠，报名人数不受限制。

参加书法班的学员，左起钦华、欧英秀、范润莲、其仕、其明、
和泰、克网与导师马双禄（右一）合影。

克网宗长的得意作品，这幅字后来送
给槟城的同宗会作为纪念礼品。

参加球赛的部分英豪宗亲，在出征前来个大合照。左起是我会宗亲一雄、理
事健龄PBM、龙海PBM、成宗PBM、和泰与振祥BBM，右二是柯氏公会主
席建强与总务清淞（右一）。

常年高球赛热烈举行
我会主办的常年高尔夫球赛2017年10月17日在莱佛士

乡村俱乐部开打，吸引我会与柯氏公会的27名宗亲
热情参与，乐在其中。
　　我会是从媒体上获悉，莱佛士乡村俱乐部因为场地被
征用发展新马高铁，因此特地选在莱佛士乡村俱乐部湖
畔球场举行这项常年活动。 
　　球赛原安排在11日举行，但由于已场地被预定，只好
延后在17日。活动举行前一个星期，几乎每隔一天就下起
倾盆大雨；所幸的是，比赛当天炎阳高照，球赛因此顺利
举行。

　　当天中午，参赛者以简单的马来椰浆饭“充电”后，就
径往球场一比球艺，除了要取胜队友，也要战胜炎热的天
气，结果赛后人人都是汗流浃背，浑身湿漉，不过感觉却
是特好,  因为比赛重新让大家回忆并激起了年度竞争激烈
的日子与豪情。
　　球赛结束，夕阳西下，球场湖畔更见佳景，此时此刻，

战绩已不重要，因为大家都陶醉在湖畔的美景里；晚餐时
分，福临门酒家为大家准备丰富美味佳肴，让宗亲们大快
朵颐，并期待来年再聚，活动就在大家的欢笑细语中，画
上完美的句号。

注：我会康乐组在此感谢柯氏宗亲对本会活动的支持及 
锡义PBM宗长的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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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结束后，大家共聚晚餐，乐也融融。前排左起建强、龙海PBM、振祥
BBM、义山BBM、和泰、成宗PBM与兴顺。

本着友谊第一、志在参与的
精神，我会2017年再次出

征由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主
办的青年体育节乒乓赛，可惜无
法进入半决赛，无缘问鼎锦标。
　　代表我会乒乓队的是劭恒、
建华与佳豫三名年轻宗亲，理事建生
宗长则担任领队。
　　宗乡总会的体育节今年进入第
五届，除乒乓外，比赛项目还有保龄
球、足球、羽毛球与篮球。
　　比赛是10月18日在宗乡总会礼堂
举行，当天，我会理事其明、添丁及尚
谦等宗长都到场观赛打气支持，展现
高度的凝聚力，无奈对手广东会馆技
高一筹，我乒乓队最终败北，被淘汰
出局。

　　宗乡总会
的体育节是由青年委员会

主办，新加坡晋江会馆、符氏社（祖
祠）、新加坡永春会馆、新加坡武吉
班让福建公会、新加坡海南会馆、新
中国际文化交流协会联办，新加坡广
东会馆、新加坡安溪会馆与新加坡华
源会则是协办团体，比赛是在去年8
月至10月间举行。
　　主办目的是为增进各社团青年
之间的交流和友谊，加强彼此的合
作，协助会馆青年团共同开展体育活
动。

┃国内活动

我会理事其明（左一）与添丁（右一）宗长在开
赛前，与三名球员合照，左二起是劭恒、建华与
佳豫。

我会的三名理事添丁（左一）、其明（右二）与尚
谦（右一），在会场与联办团体的海南会馆领导
合照，左二是青年部主任郑心德，左三是会长潘
家浩。

我会参加宗乡总会乒乓赛

┃同欢共聚

与往年一样，我会在春节前举行度岁金派发活动，希
望借此帮助乐龄会员与宗亲欢度春节，感受节日的

温馨，今年总共有22人受惠。
    我会认为，新加坡今天能有这样的繁荣与进步，年长
者功不可没，基于这样的感恩心境，我会每年都借新春佳
节时为他们献上礼品与红包，敬祝他们身体健康、节日快
乐。
    2018年1月28日上午，受惠者在会所一片热闹气氛中，
一边享受丰盛午宴，一边闲话家常，乐也融融。
    派发度岁金活动是由福利主任锡义PBM宗长主持，会
长振祥BBM与第一副会长健龄PBM两位宗长则亲自派发
度岁金。度岁金获得健龄PBM赞助1000元、第二副会长钦
华、副会长义山BBM、副会长海顺、董事权海PBM各赞助
500元及名誉董事岳成宗长赞助300元。

理事宗亲协助会所大扫除
    另一方面，我会10多名热心理事与宗亲们也在1月27日
前来会所进行大扫除，要以新环境新气象迎接新一年的
到来。
    当天，大家分工合作、齐心协力把会所上下清洗一番，
除旧祛秽之后，整个会所立即给人焕然一新的感觉。接
着，众人再在会所大门外挂上横彩、红彤彤的灯笼及闪亮
的铜钱新年妆饰品，登时，会所呈现了浓浓春意。
    我会书法班指导老师马双禄也应邀挥毫，写上 

“金鸡送旧千家乐  玉犬迎新万户欢”的春联，春联张
贴在玻璃门的两侧，使得会所更见洋洋喜气，春意浓得
化不开。
    我会在此衷心感谢参与大扫除与协助派发度岁金活
动的理事同仁、宗亲以及六位宗长的慷慨捐献，因为他们
的热心参与和赞助，活动才能完美与成功举行。

度岁金助老宗亲好过年

福利主任锡义PBM（右一）带同女
儿欣瑾与两名副主任健达（右二）
及亚賰（右四），负责度岁金派发
的登记工作，确保流程顺畅。

我会第一副会长健龄BBM（前穿我会T
恤）派发红包给宗亲，其他穿我会T恤者
是会长拿督振祥BBM（左起）、福利主任
锡义PBM、总务其明与第二副会长钦华。 

会长拿督振祥BBM（左一）与领取度岁
金的宗亲亲切打招呼。其他同仁左起是
健龄PBM、锡义PBM、其明与钦华 。

热心会员敬亮（左）与董事詠
稷，爬高合力把横彩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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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2月18日（星期日），农历戊
戌年初三，我会举办新春团

拜自由酒会，应邀出席的理事、宗亲与
家眷近百人，场面一片欢腾，热闹非凡。
    当天上午，我一下巴士，从对面街就
可看到雄峰龙狮文化团的舞狮成员聚集
在会所大门外，踏入会所，只见两头色
彩鲜艳、霸气十足的迎春醒狮，平摆在
会所正门的地板上，耳际也传来首首让
人振奋的贺年歌曲。
    据知，当天最早抵达会所的是金
山、成展两位宗长，其明、亚里宗长和
其他几位理事随之也先后到达会所，为
新春团拜活动作好准备工作。
    9时许，来宾随后相继抵达，新春见
面，大家互道祝语，恭喜之声一时不绝
于耳，约10时30分，会所大厅已有人满
之患，风扇、冷气都铆劲齐开，为欢愉沸
腾的人气降温。
    11时正，震耳的锣鼓声与电子炮竹
声同时响起，先前平摆在会所正门的两
头醒狮抢先进场，在会所供奉祖先的神
台前摆动起舞，鞠躬祝福。舞狮成员也
用柚子、柑橘与生菜摆阵，让两头醒狮
采青，不一会儿工夫，两头醒狮就用橘
瓤在地上摆出吉祥数字；紧接着一条
长约40余公尺的祥龙委婉进入大厅，向
祖先行礼后再缓缓退出，一离开大厅范
围，巨龙立即海阔天空驾腾起舞，舞到
高处，可达会所三楼，把团拜气氛推向
高潮。
    忽然人群骚动起来，注意力也转
变了方向。原来，由财政亚里宗长扮演
的财神爷，正徐徐步入会场向与会者大

新春团拜又见喜欢腾
┃同欢共聚

雄峰龙狮文化团的舞龙成员，浑身
解数，把祥龙舞出春天来。

我会会长振祥BBM（左三）与第一副会长健龄
PBM（左四）,连同财神爷及其他来宾一起合
照。左一与左二是会员志鸿、外事主任添丁，右
二是南洋柯氏总会主席柯建强，右一是我会副
会长海顺宗长。

新春碰面，宗亲们互道恭喜，也送出柑子祝福。

团拜的热闹场面。

来宾们争先向财神爷索讨红包。财神爷是由
亚里宗长扮演。

派红包，这个“财神爷”一现身，马上被
来宾们所包围，寸步难行，幸好有超华、
锦忠与秋发几位“护法”开路，人人才
有机会领到红包并和财神拍照，皆大欢
喜。财神祝福大家来年运气旺旺、财源
滚滚。
    11时40分，振祥BBM会长与其他多
名年轻理事，在参加宗乡总会的团拜会
后到来会所，尚谦宗长这时立即邀请来
宾移步三楼参加自由餐酒会，振祥BBM会
长在简短扼要的献词中，祝愿大家家庭
幸福、生意兴隆、身体健康、步步高升。
    过后，司仪志鸿宗长再为场面制造
热烈气氛，他指示大家把鱼生的配料逐
一打开，并在解说每样配料的吉祥含义
后倒入盘中，接着，他一声令下“捞啊”
，大家随即举箸同捞，空气中顿时弥漫
食物香气与呼喝声，场面更是欢腾至尽
点。捞罢，大家再继续享用自由餐，到午
后这才尽欢而归。
    今年的团拜会，南洋柯氏公会与辛
氏公会的理事宗亲也受邀参与，一齐举
杯畅叙宗谊，使团拜的自由酒会气氛格
外温馨。
    团拜酒会活动也获得本会第一副
会长健龄PBM、义山BBM与海顺两位副
会长报效舞龙，第二副会长钦华宗长报
效含如意吉祥意义的橘树与年花盆景，
副会长华春PBM则报效九盆鱼生，给活
动增添不少色彩。
    对于宗长们的无私赞助与大力支持，
我会在此谨向他们深表谢意，也祝愿宗
亲们新年快乐、身体健康、财运旺旺。

 ——秘书处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