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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长庄镇祥(右)代表本会上台领取捐款证书。左一是宗乡总会会长
蔡天宝，中间是主宾李光耀资政。

2011年对会馆来说是一个忙碌又丰硕的一年。本着晋

江“诚信、团结、拼搏、谦恭”的精神，我们在前

辈乡贤留下的坚实基础上，继续开展会务。除了延续举办会馆的

传统活动外，会馆更推陈出新，与各社团、社区组织联合举办了

系列对关心社区及推广中华传统文化有关的活动。

9月3日，我们再次邀请丹戎巴葛基层组织一起在芳林公园协

办“三代同堂、种族和谐、敬老扶幼”庆中秋晚会。9月3-5日，与新

加坡华校联合会、新加坡华文教师总会、新加坡中华传统文化促

进会，在宏文学校举办三天两夜的“弟子规研习营”。12月8日及9

日，又与崇福校友会在牛车水人民剧场联办了两场“仁心晋力崇善

乐”慈善文艺晚会，为仁慈医院筹得善款20万元。

今年，我会青年团捷报连连。青年团的六人组在6月5日宗

乡总会举办的“端午节嘉年华会”趣味旱龙舟比赛中，勇夺冠

军。12月4日，在宗乡总会举办的“宗乡青年达人秀”比赛，青年团

的“Shaca”六人组表演又再次荣获冠军。可喜可贺！

感谢顾问们及众乡亲在我们第32届执委的两年任内，给予大

力的协助与支持，使得我们能顺利圆满完成任务。

趁此新春佳节，庄镇祥会长暨第32届全体执委恭祝各位前

辈、乡亲们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同时，也祝愿我会馆

在各位乡亲们的团结一致，精诚合作下永续发展，繁荣昌盛。

宗乡总会25周年庆典晚宴

2011年1月18日，宗乡总会假莱佛士城会议中心费尔蒙宴

会厅庆祝成立25周年庆典暨筹款晚宴，本会暨11位乡亲共捐款

$136,100元予“新加坡宗乡会馆基金”。



三代同堂、种族和谐、敬老扶幼

庆中秋晚会
会馆的传统节日庆祝活动“种族和谐、

三代同堂、敬老扶幼庆中秋”晚会于

2011年9月3日(星期六，农历八月初六) 晚

上七时，假牛车水芳林公园举行，主宾是

我国社会发展、青年及体育部代部长陈振声

少将。当天出席的嘉宾还包括外交部兼社青

体部高级政务次长陈振泉先生、中国驻新加

坡大使馆的代表、宗乡总会及福建会馆的代

表、泉属会馆会长及社团代表、丹戎巴葛基

层组织领袖、晋江会馆名誉顾问、会务顾问

及永久名誉会长等。

“三代同堂庆中秋”是会馆常年重大的

节庆。从1986年举办至今，已有25年历史。

今年中秋节，以“种族和谐、三代同堂、敬

老扶幼庆中秋”为主题，再次与丹戎巴葛基

层组织合作，步入社区，广邀丹戎巴葛区华

族、马来族、印度族同胞，及红山华社自助

理事会的家庭会员们，与我们同欢共庆，以

促进社区及友族同胞间的相互了解，为新加

坡的种族和谐尽一份心意。

化

中秋节少不了月饼，月饼制作摊位前挤满了想亲
自动手学做月饼的“婆婆妈妈”们，陈部长也趋
前观看。

陈部长上台致
辞，祝贺大家
中秋快乐。

瑞狮迎宾：会长庄镇祥(左)与工委会主席施涌海(右)迎接主宾社会发展、青年及体育
部代部长陈振声少将莅临会场。

陈部长在会馆众执委陪同下，来到由青年团团员负责的游戏摊
位。摊前已挤满兴高采烈的小朋友，排队等待玩游戏。

丹戎巴葛基层组织成员在现场示范并指导灯笼制作， 
陈部长到场观看灯笼的制作并亲切地与摊位负责人
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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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务活动 晋化

为协助新移民融入新加坡社会，今年的

中秋晚会除了邀请新移民参加，还特别安排

会馆青年团的新移民及青年团属下福建留学

生联盟的学生，与会馆老中青三代会员们一

起参与中秋晚会的筹备与当晚的各项工作。

希望趁此中秋佳节，通过会馆的舞台，让

他们有“家”的归属感，能感受到佳节的喜

庆，更好地融入新加坡社会。

晋江会馆舞蹈团呈现的华族舞蹈-圆灯舞。

陈部长（右四）及陈振泉次长（右二）与会馆领导一起观赏文娱表演节目。

主宾与青年才艺大决赛获奖者、评审老师、会馆领导合影。

“青年才艺大决赛”  
15岁的林叶阳以独特 
的葫芦丝演奏《月光 
下的风尾竹》及《竹 
林深处》，荣获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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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仁心晋力崇善乐》
慈善文艺晚会
2011年12月8日及9日晚上8时，会馆与崇福校友会假牛

车水人民剧场，成功联办了《仁心晋力崇善乐》慈

善文艺晚会，为仁慈医院筹款。为推动华族传统文化、关心社区及

扶老济贫的慈善活动尽一份绵力。

这是会馆与崇福校友会首次合作，为仁慈医院筹款，让其贫苦

病友受惠。慈善晚会获得会馆顾问们及会员乡亲们的大力支持及踊

跃捐款15万多元，并获得Tote Board赞助2万元，连同售票所得2万

多元，共筹得20万元善款，悉数捐献给仁慈医院。

晚会主宾是社会发展、青年及体育部代部长陈振声少将，受邀

出席的嘉宾包括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参赞兼总领事龚春森先生、文

化参赞陈疆先生、仁慈医院主席暨宗乡总会会长蔡天宝先生、仁慈

医院执行总监罗淑晶小姐、丹戎巴葛—中峇鲁区公民咨询委员会 

主席何乃全先生、各泉属会馆会长、各社团代表、晋江会馆名誉顾

问/会务顾问/永久名誉会长/名誉会长、崇福校友会会务顾问/永久

名誉会长、崇福学校校长等。

晚会节目除了崇福校友会，还获得多个文娱表演团体的鼎力

相助，同台表演，共襄盛举。节目内容丰富多彩，包括舞蹈、武术表

演、合唱、独唱、古筝、华乐演奏等。精彩的节目，获得大家好评。

主宾社会发展、青年及体育部代部长陈振声少将为晚会鸣锣 主宾颁发感谢证书给捐款5千元以上的乡贤

仁慈医院、晋江会馆、崇福校友会联办

捐款芳名录
$25,000

章善乐

$15,000

蔡天宝

$10,000

谢安桐

张耀冰

庄镇祥

柯鸿景

蔡少铭

永福五金私营有限公
司 (林光景)

$5,000

施涌海

威利东化工私人有限
公司(谢秀兴)

Cough & Chest Specialist Pte 
Ltd (曾仲铭医生)

$3,000

施剑徽

$2,000

黄友庆

陈桂枝

联益铁棚私人有限公
司 (林忠发)

DCS Synthesis Pte Ltd  
(张国新)

$1,000

邱传庆

陈明德

蔡克网

萧孙喜

黄加种

高泉乐

黄子荧

许源财

董锦团

东兴木业私人有限公
司 (蔡成宗)

宏业私人有限公司 
(许书朕)

南方(新)私人有限公
司 (施涌龙)

新达玩具进出口贸易
公司 (李国荣)

L.D.Waxson (S) Pte Ltd  
(杜南发)

Kim Hong Fishery
Tat Hong Fishery
Pan Island Trading Pte Ltd
Worldview Development 
Consultant Pte Ltd
Realtor Education Hub 
Pte Ltd
$600

李春逢

$500

黄鸿美

许国和

郭丽凤

庄玮妮

陈淑琴

新加坡同安会馆

Gian Hui Chuan
Heng Uei Duan
Ong Chye Lian
H Team Insurance Brokers & 
Consultants Pte Ltd
$440

Dunman High School Alumni
$400

Ang Yingsen Randy
$300

黄天赐

陈本忠

Chng Geok Luan
CSS Industrial Pte Ltd
$200

张  露

李晓民

李越治

王秀帖

新加坡番禺会馆

新加坡李氏总会

Lee Lay Har
Ten Chin Chin
$120

洪锡瑞

$100

陈延反

卜永宋

陈德

谢福盛

陈英烈

彭丽儿

施清彬

施心强

杜文魁

翁健初

陈素鸾

钟侠英

王庭坤

朱  宁

广西暨高州会馆

Ang Bee Ee
Gan Jia Wei
Khoo Sait Poh
Lee Meen
Lim Lai Nyuk
Linda Wu Li Na
Loh Siok Khoon
Nanyang Schools Alumni 
Association
Pock Chee Keong
Pock Hong Jeng
Shen Pin Pin
Siang Hadi Widjaja

Tan Chee Heong
Teo Meow Hwang
Wong Shin
$50

谢亚珉

许清安

赖国标

李能安

李荣妹

爱  珍

Lee Yin Shin
Lim Gek Lee
Seah Sing Hai
Tjio Liang

捐款总额： 
$157,860元 (101人)

售票总额： 
$21,960元  

赞助费： 
Tote Board $20,000元 

现金捐款箱： 
$325.20

共筹得善款： 
20万元， 
捐献给仁慈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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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化

崇福学校武术表演《中华功夫》，赢得全场阵阵掌声，
指导老师薛俊华。

崇福校友会呈献的舞蹈《快乐的阿嬷》，由姜波老师指导

星海艺术研究会华乐团呈献精彩的华乐表演

舞跃舞乡艺术团呈献的舞蹈《扭呀哎呀扭呀扭》，由颜明理老师指导

长青合唱团，由一批爱好歌唱的乐龄朋友组成的合唱团，演唱《梅花三弄》及
《梦乡》，指挥：黄仲珊老师、吕昭昭老师。

晚会司仪：朱宁(左)、符 (右)

崇福校友会呈献的舞蹈《剪花花》，由姜波老师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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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会务活动

《南音讲座》
2011年7月3日下午在会馆礼堂，与湘灵音乐社联合举办

《浅析南音、聆听古乐》讲座，邀请中国南音大师

蔡维表先生担任主讲嘉宾。蔡老师依次围绕“古、多、广、强、美”

五个主题，来解析南音。

主讲人蔡维表老师

湘灵音乐社呈献南音表演

《欣赏南音，使你更健康》

2011年10月30日(星期日)下午会馆与湘灵音乐

社联办健康讲座《欣赏南音，使你更健

康》，邀请本会名誉委员爱同学校前校长丁明正先生主

讲，湘灵音乐社年轻艺术家现场演示南音。

丁校长从南曲的五音与脏腑音疗法，根据黄帝内经提

出的五音应五脏的学说，向大家介绍五音与健康的关系，

大家从丁校长生动有趣的讲演及深入浅出的解说中，学

习到老祖宗的智慧与养生秘方。

健康讲座 
《预防失智症》
2011年10月9日(星期日)下午举办健康讲座《预防

失智症》，主讲嘉宾是心理健康专科医生杨新

发先生。

杨新发医生的讲座幽默风趣，内容丰富，包括：大脑退

化的症状、造成失智症的原因、失智症带来的困扰、如何预

防失智症、失智症的治疗与照顾，及60个有效的预防失智症

的医学方法。

会长颁发纪念品给主讲人杨新发医生 (右一)

座无虚席

湘灵音乐社演示南音，右一是主讲人丁明正校长。 出席者踊跃提问

上述三场讲座出席者皆近百人，挤满礼堂，大家从主讲者精彩

的讲解分析、现场示范演奏及问答中，获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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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6月5日(星期日)上午11:30am至下午2pm，福利股在本

会礼堂，庆祝端午节，当天出席的会员及家属非常踊跃。

青年团属下福建留学生联盟负责主持节目。

妇女组庆祝冬至/圣诞/生日会
2011年12月17日(星期六)晚上7pm

至10pm，妇女组在本会礼

堂，庆祝冬至/圣诞/生日会。节目、游戏及

司仪，由青年团负责。大家玩得不亦乐乎，

尽兴而归。

福利股庆祝

蒙眼钓粽子游戏品尝各式粽子

合影 小朋友们上台领取游戏奖品

唱生日歌搓汤圆

切蛋糕 交换礼物

端午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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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喜获新加坡宗乡会馆旱龙舟竞赛总冠军！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与大巴窑中民众俱乐部，在2011

年6月5日（星期日）上午于大巴窑图书馆前广场，为其属

下的200多间会馆会员及其家属和大巴窑居民及全国广大民众

联合举办“2011年端午节嘉年华会”。活动吸引了本地几十间会

馆和近1500名民众参与。

晋江会馆全程参与了本次嘉年华活动，并参加了其中的“趣

味旱龙舟竞技赛”。旱龙舟比赛不同于水上龙舟，它是在陆上举

行的龙舟竞赛。参赛者需要把双脚绑在木板上，6人为一组，有

节奏的滑步前进。晋江会馆派出由8名青年团成员（2名替补）组

成的参赛小组与来自新加坡全国15间不同会馆的代表们角逐竞

赛冠军头衔。虽然当天比赛下着雨，但是本会的6名青年团队员

们在雨中依然表现出了超常的英勇，他们喊着结实的口号，双脚

一步一划的平稳前进。在预赛和半决赛中，本会的参赛成员们率

先击败了对手，并最终与冈州会馆和南安会馆一起挺进决赛。在

决赛上，参赛队员们不负众望，一起步就领先，并最终以较大的

优势拿下了本次比赛的全国总冠军。

本次活动不仅表现出了会馆在参与新加坡社团活动的积极

性，也体现出了本会的青年人积极，团结和勇于面对挑战的特性。

青年论坛
2011年6月25日我会副会长

兼青年团团长柯鸿景

应邀参加宗乡总会青年事务组举办的 

“青年领袖、宗乡之情”青年论坛，担

任主讲人之一，畅谈他在会馆的所见、

所学、所闻、所感。他说: 从会馆前辈

中，我学到更加丰富的人生经验。会馆

为我搭建了广阔的人脉关系，让我领会

到助人为乐的满足，也学会成为一个具

有社会责任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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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乡青年

荣获冠军！
2011年12月4日，新加坡宗乡总会在乌节路的

Youth Park举办“宗乡青年达人秀”。晋江

会馆的参赛队伍是由夏玮以及他的队友组成的“Shaca” 六

人组，表演口技，用嘴模仿出乐器的声音从而演奏出歌曲。

他们分别演奏了两首歌《By My Side》和《Beautiful Girl》，

实在是太精彩，表演一结束就有观众竖起大拇指表扬：“这个

真是太厉害了！” 

比赛结束后，当主持人宣布 “the winner is Sheares 

Shaca from Ching Kang Huay Kuan”时，全体团员高声欢

呼，欣喜万分，真是太惊喜了！他们真的很棒很棒！ 联合早

报的记者给“shaca” 六人组进行了采访拍照，许多别间会馆

的成员也跑过来问可不可以邀请Shaca到他们的会馆表演。12

月8日晚上“shaca”还被邀请上电台FM95.8进行采访以及现

场表演。真是晋江会馆的骄傲！

达人秀

会长庄镇祥与主宾陈振声代部长(右一)在本会展览摊位前合影

本会青年团六人组合Shaca夺冠后，与宗乡总会领导(左六是秘书长李国基，左七是青年事务组主任白毅柏)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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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宾到访

泉州市市委书记徐钢、副书记黄少萍率团访问
新加坡福建会馆及泉属会馆

安海镇镇长张文节访问本会

2011年
3月7日

2011年
3月24日

2011年
3月19日

敬酒仪式

晋江市委书记尤猛军(右二)与本会领导畅聊

把酒同欢 合影

徐钢书记上台致词

3月7日，福建会馆联合泉属会馆假泛太平洋酒店，设宴接待泉州市委

书记徐钢／晋江市委书记尤猛军暨泉州代表团一行31人。

3月19日至21日，晋江安海镇镇长张文节率领4人代表团莅新访问安海公会，顺道拜

访本会乡亲。本会永久名誉会长黄加种、会长庄镇祥、香港晋江同乡会永远荣誉

会长颜乾成分别设宴接待访问团，陪同接待的有本会顾问、执委及安海公会理事。

印尼晋江同乡会名誉会长许宗鸽访问本会

3月24日，印尼晋江同乡会名誉会长许宗鸽及夫人、名誉

会长杨秀珍女士、秘书长许水秋莅新访问许氏总会，顺

道拜访本会乡亲，热情邀请本会组团出席7月24日至26日印

尼晋江同乡会5周年庆典暨世晋总换届移交就职典礼。会长

庄镇祥在茗香菜馆设宴接待访问团，会务顾问许书朕、副

会长施涌海、总务许国和、财政张国新、许氏总会总务许

再兴陪同接待。

设宴款待。前排左二是安海镇镇长张文节，左四
是晋江侨联主席叶水应，左三是香港颜乾成乡
贤，右二是本会黄加种乡贤。

机场接机

设宴款待。前排左二是印尼杨秀珍乡贤，右二是印尼许宗鸽乡贤，
后排左三是印尼许水秋乡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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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步
2011年
7月28日

2011年
7月20日

7月28日中午，菲律宾晋江同乡总会曾铁锋会长率领的7人访问

团，莅临新加坡拜访本会，邀请本会组团出席该会10月中旬

的换届就职典礼。

本会在茗香菜馆设

宴接待访问团，会

长庄镇祥、名誉顾

问蔡锦淞、会务顾

问林光景、会务顾

问邱传庆、执委等

20多人参与接待。

菲律宾 
晋江同乡总会

7月28日，澳大利亚闽南同乡会会长黄永聪、名誉会长陈昕太

平绅士及胡总营(共3人)趁出席印尼晋江同乡会6周年庆典顺

道来新加坡，到访本会，会务顾问林光景、副会长柯鸿景及副总

务黄天赐接待，双方互赠纪念品。

7月28日，由晋江市南音协会主席苏

统谋为领队，蔡家乐为团长的晋江

南音艺术团一行10人拜访传统南音社，

顺道到访本会，副总务黄天赐、名誉委

员卜永宋及部委黄山河接待，双方交换

纪念品。

菲律宾长和郎君总社到访本会
与传统南音社及湘灵音乐社

7月20日晚上7pm，菲律宾长和郎君总社理事长陈明扶先生率领42人访问团莅临新加

坡，拜访湘灵音乐社、传统南音社与本会。湘灵音乐社在本会礼堂接待访问团，双

方进行南音交流。本会执委受邀出席交流会。

互赠纪念品，左一是访问团团长。

互赠纪念品，左一是泉州常务副市长郑新聪，
右一是泉州侨办主任李卫平。

访问团参观本会

2011年
7月30日

泉州市常务副市长郑新聪率团
访问本会与泉属会馆

7月31日下午5pm，南安会馆

在Park Hotel Clarke Quay

设欢迎宴，接待泉州市常务副市

长郑新聪一行11人访问团，邀请

泉属会馆派代表出席。本会会长

庄镇祥及执委们出席，双方互赠

纪念品。宴席过后，南安会馆邀

请访问团及社团代表出席在会所

举办的《雅俗共赏SCO之华韵飘

扬凤山寺》音乐会。

11月27日，晋江市市长刘文儒(前排左四)
率团访问本会。

互赠纪念品，左一是菲律宾长和郎
君总社陈明扶理事长，右一是湘灵
音社社长丁宏海。

澳大利亚闽南同乡会

互赠纪念品，左五是澳大利亚黄永聪乡贤。

晋江市南音协会

设宴款待，前排左五是菲律宾曾铁锋乡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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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4月16日~4月18日

2011年
7月21日~7月23日

2011年
7月24日~7月26日

晋江市海外联谊会10周年庆典暨
世界晋江青年联谊会换届大会

2011年4月17日至19日，会长庄镇祥率领16人代表团，出

席福建省晋江市海外联谊会成立10周年庆典暨世界晋江青年联

谊会第二届理事大会，并出席第十三届中国(晋江)国际鞋业博

览会开幕典礼。

印尼晋江同乡会6周年庆典暨世界晋江
同乡总会第八届董事就职典礼

2011年7月21日至23日(三天)，会长庄镇祥率领5人庆贺团，出席吉兰丹晋江会馆32周年暨

新会所落成开幕典礼，双方互赠纪念品。

马来西亚吉兰丹晋江会馆 
32周年庆典暨新会所落成典礼

植树活动

参观鞋博

参观会所

经贸交流会 庆典晚宴

欢迎宴

本会青年团与世晋青会长洪游奕(左五)合影

组团出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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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步

欢迎宴，右三是槟榔屿晋江会馆会长尤宝洲。 本会三人组获马晋青保龄球比赛第六名 互赠纪念品

马来西亚槟榔屿晋江会馆92周年庆典2011年
11月19日~11月21日

2011年
9月30日

2011年
10月15日~10月17日

马来西亚 株吧辖晋
江会馆90周年庆典

会长庄镇祥率领26人庆贺团，出席 株吧辖晋江会馆90周

年、青年团31周年、妇女组16周年庆典晚宴，双方互赠纪念品。

菲律宾晋江同乡总会18周年庆典暨 
第10届理事会/第5届青年组就职典礼

合影

书法展开幕典礼

互赠纪念品，左一是峇株吧辖晋江
会馆会长马晋联总会长龚书荣。

2011年
9月17日~9月19日

晋江市侨联60周年庆典
9月17日至20日(四天)，会长庄镇祥率领24人庆贺团，出席晋江侨联60周年庆典暨

晋江市第十一次侨代会。晋江侨联敦聘本会17位乡贤担任晋江侨联第11届委员会荣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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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百五十多名从66所中小学来的老师及家长，挤满了宏文学校的礼堂。

各联办单位领导与主宾沈颖女士(前排左五)合影 

弟
子
规
的
学
习
与
推
广

晋江会馆于2010年7月开办“弟子规亲

子学习班”以来，班级从开始的30人

一个班扩展至如今70人两个班。收生不分种

族籍贯。学生中除了会员子女外，也有印度族

的学生和新移民的小孩。于星期天的上午在会

馆礼堂上课。

“弟子规亲子学习班”要求家长和孩子一

起学习。有道是：“养不教，父之过”；“教

之道，贵以专”。我们希望能与家长及孩子们

一起捧起古圣先贤的经典，学习《弟子规》，

承袭中华传统文化之根本。学习《弟子规》，

可使学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轻松吸取古圣先

贤的人生智慧，开阔眼界，陶冶性情。学生在

中华经典文化的浸濡中，除了能提高华文水平

外，更重要的是增强对母族文化的认同。

为更进一步推广《弟子规》的教学，让先

贤的经典及传统中华文化得以发扬光大，晋江

会馆与新加坡华校联合会、新加坡华文教师总

会、新加坡中华传统文化促进会于2011年9月

3-5日，在宏文学校协办《弟子规》研习营。三

天两夜的研习营，吸引了66所中小学的老师、

家长及公众人士共750人参加。

晋江会馆会长庄镇祥(右一)与顾问林光景(右二)迎接大会主
宾，教育部兼律政部高级政次长沈颖女士(左二)。

2011年课程结束了，弟子规亲子班的学员们与两位老师(左一是彭玲儿，右一是彭丽儿)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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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闻

颁发贺岁金

颁发助学金予大学组、学院组、中学组、小学组的同学

2012年1月8日上午11时，本会

在礼堂举行一年一度的大专

及中小学助学金暨敬老贺岁金的颁发仪式，

本会名誉顾问兼永久名誉会长蔡天宝夫人黄

莲香女士再次应邀担任主宾。今年，共有14

名学生获颁助学金。教育股主任彭丽儿在致

词中表示，会馆的这项传统活动正是华族敬

老爱幼，优良传统美德的完美体现。她希望

同学们饮水思源，勤奋学习，学成后回馈社

会，为会馆服务。

获得会馆大专及学院组助学金的同学

们，纷纷表示今后将积极参加青年团及会馆

的活动，融入快乐的“晋江大家庭”中。

2012年度大专及中小学助学金
暨敬老贺岁金

本会名誉顾问兼永久名誉会长蔡天宝夫人黄莲香女士
主持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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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长庄镇祥暨全体同仁

敬贺

新年快乐
龙马精神

开放日期 ： 每逢星期四及星期六 

  晚上7时至11时

晋雅阁电话 ： 6223 7001

秘书处电话 ： 6223 5913

晋江会馆、颜氏公会、长青合唱团 

联办三场“歌声传友谊”卡拉OK交流会

第一场：2011年4月22日晚上7时  

 在晋江会馆

第二场：2011年5月21日晚上7时 

 在颜氏公会

第三场：2011年6月26日晚上7时 

 在加冷民众俱乐部

卡拉OK交流活动：

晋雅阁

预告
2012年2月5日

会员大会

选举第33届执委及部委

暨新春团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