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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摘要：广乐奏钧天，和声鸣盛世；点亮
菩提灯，传递中国梦！ 2016 年 4 月 3 日，一场
盛况空前的祈福大法会 ———嶺上王及宗族 湖
南天欣集团春季祈福大法会 "，在嶺上王隆重举
行。众多大德名僧、近千王氏宗亲以及来自湖南
天欣集团等多个企业和周边父老乡亲汇聚一
堂，共襄盛举，祈福人民安康，社会和谐，家族和
睦，福慧双增。

第一部分 广乐奏钧天

"广乐奏钧天，祈祥祈福遵先训；和声鸣盛
世，以颂以祷献瓣香"！
由岳阳市政协副主席程谦逊先生撰稿，全国

著名书法家、市委统战部副部长雷桂云先生书
写的大幅对联在我们王氏宗族嶺上王公益堂大

红彩灯的照射下，光彩夺目，华丽绽放，勾勒出一
幅幅王氏宗亲发家致富、家和万事兴的壮丽画
卷。

2016年 4月 3日，农历（丙申年）二月二十
六，上午 9：58分。嶺上王及宗族各位长辈、兄弟
姐妹、各位姑爷，以及远道而来的各地王氏
宗亲代表，湖南天欣集团等企业代表欢聚在
嶺上王公益堂隆重举行 " 嶺上王及宗族、湖
南天欣集团 2016 年春季祈福大法会 "。这是
王氏宗族历史上的一次大团圆、大盛典，更
是湖南天欣集团等企业，参天之木，必有其
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回馈社会，感恩王氏宗
亲的一件大事。
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湖南省政协委员、

岳阳圣安寺方丈 怀梵大师，湖南省商务厅原厅

长毛叙保先生，岳阳市政协副主席程谦逊先生，
岳阳市政协副主席司马德坤先生，浙江省瑞安市
金川乡对坑村王氏宗亲代表、湖南亚泰陶瓷有限
公司董事长王成兰先生，广东省佛山市沃生
公司董事长何亚军先生，王氏宗亲、湖南天
欣集团董事长王五星先生。王氏宗亲，王桂
墩宗族代表、墩上王宗族代表、王步堂宗族
代表、何铺子宗族代表、鹿角滨湖王宗族代
表、荆州王宗族代表、颜万四宗族代表、围家
墩宗族代表。

同时，还有多位尊敬的、年轻的领导和王
氏宗亲代表，以及湖南天欣集团部分中高层管理
人员，以及从湖北，江西等地远道而来的王氏各
位宗亲，《岳阳日报》、《长江信息报》媒体、摄影记
者等近 1000人光临祈福大典现场。

———把孝顺的心，扩大为民族感情，去敬爱民族，奉献于国家，为嶺上王及宗族的兴旺发达，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进步写下光辉灿烂的篇章。

尊敬的毛厅长、程主席、各位领
导、尊敬的怀梵大师、各位高僧
大德、尊敬的各位长辈、尊敬的
王氏宗亲、各位来宾朋友、尊敬
的父老乡亲们：
大家上午好！
山有昆仑之脉，人有祖先

之源。今为铭记祖训，弘扬家
风，报效国家，光耀门庭，我们
齐聚嶺上王公益堂，隆重举行
“嶺上王及宗族 / 湖南天欣集
团春季祈福大法会活动，祈福
祈祥，以颂以祷，恭祭先祖，齐
献瓣香。
首先，我谨代表湖南天欣

集团对各位王氏宗亲、各位来
宾、各位朋友的到来，表示热烈
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王氏宗族, 历史悠久，源远流
长。想我祖辈，殫精竭虑，家道
日昌，开基乐业，不同凡响。王
姓后裔，血脉相承，爱国爱家，
守法守规，团结友善，明礼诚
信，家族和睦，子孙业茂。
作为王氏的一员，我的祖

祖辈辈都是老实忠厚的农民，
嶺上王及宗族都是我的父老乡
亲。“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
对门”。我刚刚懂事时就记得了
这句俗言，也就是在这种氛围
下开始了我的童年。从小在嶺

上王长大，见证了我的邻里乡
亲的淳朴和善良，经历了农村
生活的酸甜苦辣，目睹了农村
时代的变迁。但给我印象最深
的还是乡亲之间那种和睦相
处、友善互帮的意深情长。我年
幼时家里穷、兄弟多，兄弟之间
情同手足、患难与共。正是在这
种清贫但又温暖的大家庭环境
影响下，我和我的兄弟们懂得
了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
事的道理。经过 20多年的艰苦
创业，发展至今的湖南天欣集
团已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天
交所挂牌上市公司、湖南省百
强民营企业、中国驰名商标、岳
阳市市长质量奖获得单位。湖
南天欣集团能有今天的成就，
既是托祖宗的洪福，又搭邦党
的好政策，更离不开我们嶺上
王及宗族、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朋友的大力支持，在此，我向大
家鞠上一躬，表示深深的谢意。
这些年来，我们和各位宗

亲一起，时刻关心家乡的建设，
修路、架桥，整理山塘、修缮水
渠，美化居住环境；有线、光纤、
健身器材进村入户、提升了生
活质量。

2012年到 2013年，又兴建
了嶺上王公益堂。2014年大年

三十，王氏宗亲近 30桌第一次
高高兴兴吃了个团圆饭；2015
年春节，我们举办了首届春节
联欢晚会。今后，我们将继续和
嶺上王的父老乡亲及王氏宗亲
一道，按照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
村的要求，把嶺上王建设得更
加靓丽。
嶺上王及宗族同胞们：
乔木发千枝岂非一本，长江

分万派总是同源。朝夕莫忘亲
命语，黄昏须荐祖宗香。万善孝
为先，信奉添福禄，常回家看
看，振兴中华要由各个姓氏做
起，荣宗耀祖须我辈继续奋进。
我们举办此次活动，既缅怀

先祖功德，弘扬家族传统文化，
也期盼族人同心同德，爱国爱
家，致富思源，遵纪守法，爱岗
敬业，奋发图强，要把孝顺的
心，扩大为民族感情，去敬爱民
族，奉献于国家，为嶺上王及宗
族的兴旺发达，为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和进步写下光辉灿烂
的篇章。
预祝嶺上王及宗族 / 湖南

天欣集团春季祈福活动及大型
文艺演出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祝大家身体健康，工作顺

利，家庭幸福，万事如意！
谢谢大家！

嶺上王氏，发自太原，历史
变迁，几经迁徙，江西老祖，迁
入湖南，明末清初，无锡先祖，
居畔洞庭，近五百年，王氏先

辈，勤劳苦作，长工短工，积攒
所有，买田买地，买山修水，以
至于今，人丁兴旺，山水尽有，
今日祭祀，甚感欣慰。

王进先生在致辞中说，让
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奋进，齐心
协力，创造嶺上王氏更为灿烂
的明天！

祈福嶺上王及宗族天欣 佛佑中华
———王氏宗亲代表湖南天欣集团董事长 /总裁王五星先生致辞

感恩思源 缅怀先祖
——— 嶺王氏宗亲代表、上王宗族代表王进先生致辞（摘录）

吾祖当年，迁次立基，艰苦
创业，植根发桑，传至晚清，家
道中兴。数人进士及第，秀才遍
布湖湘，多少大山之子，皇城腾
骧。族人同甘共苦，户户家兴业
旺。晚清民国，频出高官，青史

有载，方志流传。远近沃土，皆
为王有 子孙后裔 英才辈出 抗
日抗争浴血疆场，解放战争前
赴后继经济建设王五星等。更
显其能。各条战线人才济济。
追思先祖，泪洒千行 吾等

后人定当潜心弘扬宗族光辉榜
样。经典教诲堂正做人为官清
廉 乐善好施 爱国守法 明礼诚
信 尊长爱幼 邻里和睦 奋发有
为 勤俭自强为国为民 再建功
勋！

感念祖先，珍惜美好生活
———王氏宗亲代表、王桂墩宗族代表王军先生致辞（摘录）

第五部分：灿烂焰火

七彩焰火，美丽绽放。当晚共燃放礼花 2000多发，高空
礼"吉祥嶺上王！"、"美丽天欣" 照亮整个嶺上王的上空。
整个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第二部分：祈祥祈福

嶺上王及宗族 湖南天欣集团 2016年春季祈福大法会正式
开始！

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湖南省政协委员、岳阳圣安寺方丈
怀梵大师主法祈福大典。

双手合十

祈祥祈福

全体来宾肃立

浙江省对坑村王氏宗族代表王成兰先生，鹿角滨湖王氏宗

族代表王四青先生，颜上王王氏宗族代表王望喜先生，王氏宗亲
代表，湖南天欣集团董事长王五星先生，接受怀梵大师捐送。

"福"，"佛"二幅字画，像征着吉祥与幸福，像征着平安与
和谐，"福 "，"佛"仍是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湖南省政协
委员、岳阳市佛教协会会长、圣安寺方丈怀梵大师真迹，意义
非凡。

怀梵大师率王氏宗亲王五星先生、王保良先生、王岳红先生
等代表，天地万物众生与我，放生，最为功德无量、利益四方。

怀梵大师率众高僧大德在嶺上王巡法洒净，以此庇佑嶺上
王及宗亲"春季祈福、吉祥祭祖、感恩传承、子孙叶茂、六畜兴
旺"；以此庇佑王氏宗亲旗下各位企业、各位老板，以及湖南天欣
集团所有产业、全体员工、所有经销商、客户及所有的产品大吉
大利。同时庇佑一直以来关心和使用过湖南天欣集团以及众多
王氏宗亲旗下所有企业产品的广大客户及以后将使用王氏宗亲
旗下企业产品的客户，顺风顺雨、六时吉祥。

第三部分：吉祥祭祖

今天，在这里参加祭奠仪式的有来自湖北监利、江西等地的
家族同胞，还有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及侨居海外的家族同胞，由
于路途遥远和工作繁忙等原因，未能如愿前来，还有网上 QQ群
全体王氏家族人员，他们都分别委托主持人一并在此向先祖寄
托他们的思祖之情。

一个家族，一团血脉，无论走到哪里，都是血脉相连、手足同
根一家亲!

员、以传统的祭祀形式来缅怀我们共同的先祖，缅怀先祖们
曾为家族的兴旺繁荣而不屈不挠、艰苦创业的精神，希望在缅怀
先祖，弘扬祖德的同时，更加激励我们的后人承前启后，自强不
息，艰苦奋斗，再展宏图！

圆、今天的聚会也是为了我们王姓家族，各位宗亲相互认识，
增强团结，传递信息，使我们所有的王氏族人在今后更好地加强
联系、增进亲情、互相帮助、共谋发展。为家族和社会的繁荣，为
国家的昌盛富强做出王氏族人应有的贡献！

一个人，一个宗族，只有在一个和谐的大环境中，才有可能
发展壮大，才有可能走上阳光大道。我们不仅要倡导家族的和睦
团结，更要把我们这个宗族融入到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希望在
缅怀先祖，弘扬祖德的同时，更加激励我们的后人承前启后，自
强不息，艰苦奋斗，再创辉煌!
这次祭祖活动，是我们家族活动的一个新起点。今后，我们

将会更加有序地开展各项活动，以促进我们这个大家庭的交流
和团结、昌盛和繁荣！
我们祖先把我们的心连在一起，祭祖把我们的情永远系在

一起，血浓于水，情重于山，让我们携起手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祝愿：祖国各地所有同族宗亲，顺风顺雨，身体健康，事业成

功，家庭幸福!
祝愿：所有嘉宾，各界朋友，女士们，先生们，吉祥如意，万事

胜意！
2016，王氏清明祭祖全部礼成。鸣炮！

满面春风

喜上眉梢

戏美人更美

帅哥靓女

活动取得圆满成功，主办方向来宾朋友们举杯祝贺！

“主席”爱自拍

第四部分：文艺戏曲

巴陵戏《天官赐福》，由岳阳市巴陵戏传承研究院倾情出演。

大型巴陵戏《借妻》，由岳阳市巴陵戏传承研究院倾情出演。

大型巴陵戏《乌金记》，由岳阳市巴陵戏传承研究院倾情出演。

特型演员，著名节目主持人骆志毅模仿伟人之声，现场为之惊叹！

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湖南省政协委员、
岳阳圣安寺方丈怀梵大师举法祈福。

王氏宗亲代表、湖南天欣集团
董事长/总裁王五星先生致辞。

王氏宗亲代表、王桂墩宗族代表
王军先生致辞辞。

王氏宗亲代表、嶺上王宗族代表
王进先生致辞。

嘉宾

浙江省对坑村王氏宗族代表王成兰先生，鹿角滨湖王氏宗族代表王四青先生，颜上王王氏宗族
代表王望喜先生，王氏宗亲代表，湖南天欣集团董事长王五星先生，接受怀梵大师捐送。

祈福嶺上王及宗族、湖南天欣集团以及王氏宗亲旗下所有
企业、各位父老乡亲六时吉祥、万事胜意。

相聚嶺上王 祈福祖国大繁荣为爱而来，福佑天下。

嶺相聚 上王 祈福祖国大繁荣

让我们携起手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

的智慧和力量!

祝愿：祖国各地所有同族宗亲，顺风顺雨，身体健康，事
业成功，家庭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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