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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协周年会庆暨 

第七届<文化奖>颁奖礼 
 

 

 

 

 

 

 

 

 

 

 

 

 

 

 

 

 

 

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6-12-2014在吉隆

坡马华大厦三春礼堂举行周年会庆千

人宴暨第7届文协《文化奖》颁奖礼，

共表扬6名文化工作者。当晚场面隆重，筵开百席，

获得社会各界热烈支持，颁奖礼主题为“承先启

后•再创新机”。 

6名获得表扬的文化界前辈包括已故作家何

乃健（文学）、陆景华（书艺）、马润兰（音

乐）、张发（教育）、柯腾芳（社会）及戴小华

（文化杰出贡献）。 

文协〈文化奖〉自1992年设立以来，已有22

年的历史。该奖项是表扬对文化艺术界有卓越贡

献，并对中华文化的维护与保存具有关键性地位

的人士皆可获遴选表扬。 

交通部长拿督斯里廖中莱是晚宴开幕人及颁

奖人。其他出席者包括中国驻马大使黄惠康代表

中国大使馆公使参赞马珈、领事参赞龚春森、文

协永久名誉总会长钟正山、丹斯里许子根、华总

永久名誉会长丹斯里林玉唐、董总署理主席邹寿

汉等。 

                                                                                       文转第 2 版 

马 

文协理事与嘉宾齐切蛋糕。 

 

本会赠送字画予主礼嘉宾拿督斯里廖中莱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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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接封面 
 

文化奖的奖座设计，特别邀请中国国宝级雕

塑大师吴为山教授进行雕塑。奖座的灵感来自于

中华传统人文精神理念，使文化奖的意义更加深

远。 

廖中莱部长致词时指出，文学对我国华文的

贡献可说是功不可没，文化人的贡献更是不能忘

记。对此在追求事业发展的同时，大家也不能忽

略文化的发展。 

他希望大家持续地推动华人文化的发展，必

须在民间推广及散播，从文化事业，艺术作品 

中推动文化活动，发掘人文价值，提升文化艺术

水平。 

总会长张雅诰在致词时希望本会能在最短的

时间内达致三大目标，即打造文化品牌，经营文

化产业，充分利用高科技，电子化，弘扬华人文

化及广招会员。 

大会邀请文化杰出贡献奖得主戴小华代表受

表扬者致谢词，除外，大会也在会场上赞扬秘书

处两位职员黄素珍(执行秘书)及陈曼丽(助理秘书)

长期服务文协，特别颁发长期服务奖荣誉证书，

感谢她们对本会服务29年及33年的忠诚态度，全

力付出及奉献精神，特颁此证以表肯定，总会长

表示对职员的努力特别颁发礼金以资鼓励。 

 

 

 

  

 

 

 

<文化奖>得奖人与嘉宾合影。 

主礼嘉宾拿督斯里廖中莱部长主持开幕。 

专艺民族乐团。 

Fresco 口琴重奏团。 

共享空间舞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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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马中建交 40 周年 

骑脚车宣扬中华文化骑车行 
 

配合马中建40周年纪念，15名来自中国云南西

双版纳捷安特自行车车友会成员来到我国，从吉隆

坡出发，展开9日的骑脚踏车行程，最后到哥打巴

鲁进行交流活动及学习论语。 

这项活动由本会联办，大马丹江弟子规教学中

心和泰国清莱中华文化教育协会主办。 本会总会长

张雅诰在主持交流会及挥旗礼时表示，希望成员队

伍除研究论语与文化外，也能体验马来西亚不一样

的秀丽景色及美食。 

本会邀请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也是

马华副总会长拿汀巴杜卡周美芬、中国驻马大使馆

文化处主任高炜主持联合挥旗仪式 

拿汀巴杜卡周美芬说，这种交流方式有助于车

队队员以另一种视角，了解大马华裔在经过马来人

与印裔在经过马来人与印度文化后所展现出的独有

化，以更了解大马这片国土。 她披露，西双版纳自

行车车友从吉隆坡至文冬、文德甲与马兰，将途经

记载大马独立前后及华裔聚集的华人新村地，有机

会感受华裔在大马落地生根和452个新村面貌。 

她认为，使用骑自行车庆祝马中建交40周年的

交流方式，突破了一般两国文化演出与双边领导及

经贸团的交流方式，是新鲜有趣的举动。 

中国马大使馆一等秘书高炜说，为庆祝马中建

交40周年友好关系，马中双方举办了一系列活动，

虽然发生马航 MH370失联事件中过程中产生不愉

快，但他相信两国人民能理智面对，马中关系不受

影响。他也希望通过举办此次马中自行车交流，马

中友好关系继续保持下去，中国车友队也能亲身体

验大马风光景点。 最后总会长张雅诰表示，我国共

有140名口琴爱好者从8月1日起，陆续飞往中国，

参与即将在8月2日至4日举行的出席第10届 杭州亚

太口琴节，然后于6日在浙江玉环市演奏。现场邀

请拿汀巴杜卡周美芬副部长主持授旗仪式。 

 

 

  

 

 

 

 

 

 

拿汀巴杜卡周美芬副部长(右 2)及高炜(左 3)主持挥

旗礼，张雅诰(右 1)及陈健发(左 4)陪同。 

拿汀巴杜卡周美芬副部长(右 4)，高炜(右 3)，张雅诰

(右 2)，陈健发(左 3)与脚车队成员合影。 

脚车队成员与嘉宾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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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昭华“武道与养生” 

武术讲座巡回讲演 
 

为传扬武术敎育，本会于6月28日至7月7日

邀请来自台湾的季昭华武术敎授前来我国巡回作

数场的武术讲座交流，此外将在现场作武术示范

活动。 

是项活动指导单位为驻马来西亚台北经济文

化办事处，台湾侨务委员会赞助部分活动经费，

本会文化论坛委员会及吉隆坡雪兰莪中华大会堂

福利委员会联合主办。 

总会长张雅诰表示，武术可说是智仁勇的体

认与表现，中华民族自古即非常重视武术的教育，

尤其是文武合一的教育，所以孔子随身佩剑以防

身，主张以六艺教育学生，其中射御两项就是武

术的教育, 基此, 本会邀请季敎授莅马和大家分

享发掘不完的武术敎育宝藏。 

季昭华教授台湾出生，祖籍河北省沧洲县。

季老师除自家八极拳外，也是台湾八极拳大师刘

云樵先生门下，为其关门弟子，刘师曾任台湾总

统府待卫室拳术总教官，如同清皇朝大内禁军总

教头之地位，季敎授尽得两大名系所传。一生热

爱武术，平时就以发扬中华传统武术为己任，除

曾任教警察专科学校武术教授，并在台湾大等大

学社团教授武术，季敎授目前为中华武道研究发

展协会理事长，曾多次被邀请参加国内外武术名

人表演赛及讲演。深获武术受好者好评．季敎授

也精研各门武术包括八极拳、劈挂拳、太极拳、

形意拳、八卦 掌、各类兵器(刀、剑、棍、枪) 。 

季昭华敎授此行莅临我国巡回数场演讲，由

文协副总财政陈美宏全程陪同，南上北下包括马

六甲，森美兰，巴生，吉隆坡及槟城作巡回讲演。

吉隆坡场于7月5日(星期六)下午2时至4时30分在

吉隆坡隆雪中华大会堂楼上讲堂举行，入场免费。 

 

新的跨越 

──余斯福金石

书画回顾展 

本会署理总会长余斯福70大寿，

本会与马来西亚创价学会联办“新的

跨 越 — 余 斯 福 金 石 书 画 回 顾 展

”，于7月5日至13日于 SGM 综合文化

中心创价展览厅举行。 此次回顾展展

出超过百幅作品，是他走过半个世纪

的艺术心路的表征，也是他赠予大马

民众最真诚的献礼。 

季昭华教授(右 3)与众嘉宾合影。 

余斯福(左 4)与众嘉宾合影。 余斯福(右)与戴小华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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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中建交 40周年征文赛得奖作品集推介礼 
  

由文协文化基金主催，文协吉玻州分会主办

及沙巴马中联谊协会协办的马中建交40周年全国

华文文学征文赛得奖作品推介礼在吉隆坡 Maya 酒

店下午2时30分举行，邀请交通部长暨马华总会长

拿督斯里廖中莱及中国驻马特命全权大使黄惠康

博士主持推介。 
基金主席戴小华说，这次的征文赛作品，将

成为纪念马中友谊源远流长的历史画卷中，深具

强眼的亮点。 
吉玻州分会主席罗秋雁提及，从参赛作品中，

可以看到大马对中国的热爱，也反映出两国之间

的莫逆之交。 
此次参赛作品共251篇，即公开组88篇，学生

组163篇，反应堪称热烈，优秀作品甚多，令人鼓

舞。公开组主评胡逸山博士表示，由于公开组的

得奖作品其中第三名奖项出现两篇水准不相上下

的作品，评审决定把两篇文章列入第三名。 
为提高更多学生对写作的兴趣，也决定增设

17个中学组佳作入围奖。大会将得奖作品编印成

册，在吉隆坡及中国分别举行推介仪式。当天在

推介仪式上书赠国内外有关单位及学术机构、图

书馆、大专院校，我国61所华文独中及国民型中

学及报馆资料室珍藏，让海内外更多人阅览此本

深具意义的书籍，以助宣扬40载马中情谊，当天

荣誉赞助人丹斯里许子根博士受邀出席及主持颁

奖(公开组)。 
本分会衷诚感谢中国驻马大使馆大力支持及

协助，也感谢我国首相拿督斯里纳吉，交通部长

拿督斯里廖中莱，中国国务侨办主任裘援平博士，

马来西亚首相对华特使丹斯里黄家定，中国驻马

来西亚大使黄惠康博士，前首相署部长丹斯里许

子根博士为本书题字献词，使本书增添许光彩，

是一本值得珍藏的专辑。 
此书除在吉隆坡推介外，也于11月19日在中

国暨南大学举行的第一届世界华文作家大会上分

赠，文协文化基金主席戴小华及理事朱笙鑫出席

共襄盛举。 

  
 

左起：胡逸山博士、罗秋雁、戴小华、拿督斯里廖中莱部

长、黄惠康大使、张雅诰及许子根博士。 

嘉宾与公开组得奖者合影。左起：罗秋雁、胡逸山博士、孙天心、

黄圣铭、戴小华、丹斯里许子根博士、黎煜才、何伟之、张雅诰、

高炜。 

会场一角。 

左起：罗秋雁、陈政欣、胡逸山博士、柯金德、

戴小华及张雅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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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2015 财政预算案”研讨会及交流晚宴 
 

受马华公会邀请，总会长张雅诰出席马华与近 50 个华团于 7 月 12 日在阳城酒家举行的“2015 财政预

算案”研讨会及交流晚宴。当晚收集各华团提呈的财政预算建议，加以讨论后，作出一份全面性的新预算

案，提呈给我国首相。 

此次研讨会将分两个部分，即经济与人文教育，让各造能专注讨论及研究，掌握足够资料，让马华公会

往后在财政预算案等决策上，带来很大的帮助。 

 

文协讲堂明星赛 
 

为配合马中建交 40 周年，由本会主催、文协

柔佛州分会主办及 南方大学学院协办的“文协讲

堂明星赛”，订 8 月 10 日举行初赛及 8 月 17 日

举行淘汰赛，9 月 16 日举行精英决赛，首奖奖金

1 万令吉。 这项别开生面的比赛，宗旨是要提升

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对古典名着和当代文学经典

的认识，并希望塑造有舞台风的讲演人形象。 

大会拟出 18 本指定比赛的读本，参赛者不

限年龄及学历，限定以 2 分钟时间，以讲读的方

式诠释着作文本精华。 这项活动充满挑战，但也

充满意义，让广大民众有机会接触文学名着和精

华，对推动文化文学会带来很大帮助。 

 

文协联合州分会力量赈灾黎 
 

2014 年 12 月梢，东海岸水灾严重，总会长张

雅诰即时发动济灾支援活动，获得全体理事及各

州分会齐心启动响应支持，所筹集的善款全数交

由彭亨文协州分会主席拿督斯里李锦贤亲领带动

下的赈灾队伍，购买干粮、饮用水及其他物品，

分头将济品送到林明、关丹华人新村、关丹宾乐

监狱礼堂及其他的灾黎中心，感谢大家联手赈灾

响应协助。 
 

拿督斯里李锦(右 2)购买干粮赠多灾黎。 

拿督斯里李锦贤(后排右 5)赠送济品予灾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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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佛  

 

2014文协讲堂明星赛──精英赛 

首届“2014年文协讲堂明星赛”于2014年9月

16日圆满落幕，8 强人马中年纪最小的的刘映彤，

以层次分明的讲演打动评审和观众，勇夺冠军。 

 

有别于歌唱选秀，“文协讲堂明星赛”规定

参赛者介绍其中一本指定名著，从中切题提出个

人的看法或个人分析，在经由专业、媒体及观众

评审评定，选出“讲堂明星”。是项赛会由总会

主催、本分会主办及南方大学学院协办。 
 

此项比赛的评审为本会永久荣誉总会长暨会

务执行顾问戴小华、首要媒体集团中文顾问兼马

来西亚中文影视协会顾问拿督吴恒灿、南方大学

学院副教授兼中文系主任安焕然博士、马华作家

许裕全、比赛工委会主席张君国，以及旅居上海

的上海文广（上海电视台）旗下百视通公司首席

运营官兼上市公司高级副总裁陈浩源。 

此次精英赛堪称艺文界的知识选秀比赛，除

了专业评审评占 50%，大会也请了 3 位媒体人及

文协理事把关 20%，剩余 30%则掌握在观众手中。 

媒体评审的成员，包括《星洲日报》执行编

辑林明华、《南洋商报》柔佛州副新闻主任刘彦

运、《蕉风》文学期刊执行编辑许通元等。 
 

得奖名单： 

冠军：刘映彤(三国演义——三国演义里的可怜人) 

亚军：陈慧惠(红楼梦——王熙凤) 

季军：陈静琦(红楼梦——谈秦钟、北静王与蒋玉

菡) 

潜能奖：夏智浩(聊斋志异──现代聊斋) 

        洪其章(经楼梦──黛玉葬花) 

入围奖：刘俐惠(西游记──女性这回事)、万绮

珊(阿 Q 正传—阿 Q)、郑华严(三国演义—读三国

和潜在人性的反思) 

  

 

 

  

 

得奖者与嘉宾合影。 
会场一角。 

评审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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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城  

“武道与养生”讲座会 

由本分会及槟州武术龙狮总会联合主办，台

湾中华武道研究发展协会理事长季昭华教授主讲

的“武道与养生”讲座会，于 2014 年 7 月 6 日在

槟城光大五楼 A 会议厅（Auditorium A）进行。

季教授与大家分享了现代人练习的华夏传统武术

养生方法的精华。主席拿督郭家骅表示，大马武

术的发展受到中国传统养生文化的极大影响。武

术养生的最终目的是超越招式的束缚， 这正是武

术养生别於一般体育锻炼的重要所在。■ 

 

 

 

 

 

 

“武林大会──槟州华人传统武术演绎” 

由槟州华人大会堂主催，本分会主办，光华日报、槟城少林传统武术健身社、国际企业家协会协办，

槟城各门派武术师傅呈献传统武术的“武林大会--槟州华人传统武术演绎”于2014年7月12日及13日在槟州

华人大会堂平章堂举行。 

主席拿督郭家骅欢迎武术界的朋友,济济一堂,互相交流切磋,旨在发扬传统武术,朝向共同的目标,而做

出无私的付出及贡献。■                                                                            

 

林宛莹【文学，有用吗？】文学讲座会 
 

由本分会主办的林宛莹博士文协讲座”文学，

有用吗？”於 11 月 9 日（星期日）晚上 7 时 30

分在城市海湾酒店 Sri Gangsa 会议厅举行。 

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槟州分会主席拿督郭

家骅在发布会上说，华文在国际上已成为多人学

习的项目。希望更多团体能够鼓励大家学习。为

打破华族家长的一些错误观念，该分会将邀请目

前为於中国厦门大学担任助理教授的林宛莹博士

为大家主讲“文学，有用吗？”与大家分析文学

在现时代的重要性。 

该分会署理主席准拿督郑荣兴说，阅读文学

能够提升个人修养，把我们变成一个审美的富有

创造意味的人。他希望更多在籍学生及公众人士

能够学习中文文学。 ■ 

                                      

季昭华教授(中)与嘉宾合影。 出席观众与主讲人季昭华教授台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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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第三届全国华文微型小说创作比赛”颁奖礼 

 

2014年12月13日于槟城喜洋城酒楼举行2014

“第三届全国华文微型小说创作比赛”颁奖礼，

公开组冠军由来自槟城的黄宝颖凭《他的一生》

摘下，中学组冠军由陈杰敏《标本》夺下。 

主席拿督郭家骅说，此次的参赛作品稍减，

即204份，而当中又有15份作品不合格，最终参赛

的作品只有189份。 

总会长张雅诰受邀出席并致词。出席者包括

槟州分会副主席郑达明、孙振淦、财政黄国威、

副秘书骆治仲、文协吉玻州分会主席罗秋雁、黄

坤和及作家陈政欣。■ 

 

 

 

吉玻  
 
 
 
 
 

全国华文文学比赛得奖作品集《40载马中情》 

面市推介及举行颁奖礼 

 
 
 
 
 

本分会于2014年10月19日下午2时30分在吉

隆坡安邦路 Maya 酒店二楼宴会厅举行一场别开

生面的《40载马中情—友谊•合作•发展•共赢》全

国华文文学征文赛得奖作品辑推介礼。恭请推介

嘉宾我国交通部长暨马华总会长拿督斯里廖中莱

及中国驻马大使馆特命全权大使黄惠康博士联合

主持推介，当天主要华团领导人出席观礼及接领

赠书，在举行推介的同时，也举行颁奖礼。■ 

  

 

 

 

 

 

 

 

拿督郭家骅(右)赠送纪念单予总会长张雅诰。 得奖者与嘉宾合影。 

左起：陈沺福、朱绍瑛、余斯福、罗秋雁、戴小华、

拿督斯里廖中莱、张雅诰及黄振仲。 

<40 载马中情>推介嘉宾拿督斯里廖中莱(左 4)、黄惠

康大使(右 3)。左起：胡逸山博士、罗秋雁；右起：

许子根博士、张雅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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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直辖区  

 

2014 年第一届《三国演义》演讲比赛 
 

 

 

 

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直辖区分会、雪

隆刘关张赵古城会青年团、以及青运口才圈主办，

青运文化推广局协办的 2014 年第一届《三国演义》

演讲比赛于 2014 年 12 月 21 日在马华大厦 12 楼

会议室顺利举行，12 岁学生以一段《忠义两全常

山龙》勇夺特优奖。 

参赛者共 18 名，除了一名参赛者因病无法

出赛外，其余 17 位都准时到场。大会邀请马来西

亚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周美芬亦为此

演讲比赛开幕并致开幕词，工委主席张礼土与本

会总会长张雅诰也个别给予致词。当天的评审团

由三人组成，分别是两位来自青运中央口才训练

局三星级讲师陈伟量老师及官健发老师，负责审

评内容与演讲技巧，审评语音则由汉语语音兼口

才训练班导师李成国老师担任。 

工委邓文龙向参赛者讲解比赛细则与评分标

准后，比赛正式开始。两个小时的比赛，看到所 

有参赛者都使出浑身解数，有的说故事、有的演

讲时加插唱歌、有的还与英雄对话等等，认真精

彩。比赛完毕后，三位评审离席讨论计分赛果。 

大家一边等待成绩一边享用大会准备的茶点，

同时观赏会场播放本地电视台 TV2 早前的访问录

影，讲述青运文化推广局的汉服与汉代的文化推

广活动。 

成绩出炉。评审团给予参赛者的评语，总括

得出的结论是大家都以不同的风格表演，可能紧

张的缘故，大部分参赛者都带有懒音、前鼻音或

后鼻音甚至乡音、停顿处不恰当等毛病。以五分

钟能呈现主题鲜明的内容，语调、语音、身体语

言控制恰当之外，还要感染到每一位观众，获冠

的张乐瑶以上述的优点战胜了其他对手，特优奖

获得奖座一个及奖金一千令吉；李学彬、余永康

及廖伟利则个别获得优秀奖和奖金五百令吉。所

有出席的参赛者都获得证书。 

  
 

由 

与参赛者合影。 

与得奖者合影。 
工委会主席张礼土(右二)赠送纪念品予周美芬副

部长。左二为文协总会长张雅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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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协州分会联络处： 

 

柔  佛: 拿督萧光麟医学博士 Tel: 019-7799988 siewkl@gmail.com    彭  亨: 拿督斯里李锦贤 Tel: 012-9839922  jinxian9922@gmail.com 

霹  雳: 马燕图 Tel:019-5503450 bpcbeh777@gmail.com           槟  城: 拿督郭家骅 Tel:012-4862099  karhuah@yahoo.com 

雪兰莪: 颜进明博士 Tel:019-3333188 drgan@barisankilat.com.my      马六甲：拿督林斯江 Tel: 019-6655333 

登嘉楼: 邱丽仙 Tel:012-9837753  laysiangkhoo@yahoo.com        吉  玻：罗秋雁 Tel: 012-4140491   lowchiewngan@yahoo.com 

直辖区：邓培乐 Tel:016-3367222  pltern@yahoo.com  

  
 

彭亨  

 

 

  

 

 

 

 

 

 

 

 

 

 

 

 

 

 

 

 

 

 

 

 

 

 

 

 

 

 

 

 

 

 

 

 

 

 

 

 

霹雳  

 

 

 

 

 

 

 

 

 

 

 

 

 

 

 

 

 

 

 

 

 

 

 

2014重庆寻根之旅夏令营 
 

 

由中国国家侨务办公室主办, 本分会协

办,全球通国际文化及教育旅游有限公司承办

的2014重庆寻根之旅夏令营于2014年6月30日

—7月9日启程。本分会首次推荐7名学生参

加,团员人数共15名。■ 

 

 

 

2014年和平之旅 

 
由马来西亚和平联盟主催，本分会协办

为庆祝国际和平日，于2014年9月21日举办

“2014年和平之旅”,约1500人参加。邀请联

合国驻马专员 Michelle 及地方首长出席参与

其盛。■ 

 

 

 

 

 

 

 

 “2015 年财政预算案： 

备忘录”工作坊 
 

主席拿督斯里李锦贤受邀出席于 2014

年 7 月 12 日，由马华主办的“2015年财政预

算案：备忘录”工作坊。会上提呈文化预算

案供研讨。■ 

接待骑捷安持自行车车队 

庆祝马中建交40周年庆，配合总会接

待骑捷安持自行车车队一行16人，于2014年

8月4日设宴招待及交流，让队友们享受东海

岸的秀丽景色，纯朴的风土人情，美味可口

的食物，主席拿督斯里李锦贤现场接受录音

采访。■ 

舞蹈节 914 关丹举行 

本分会参与协办第26届全国华人舞蹈

节，此项活动列入马中建交40周年庆典活动

之一。 

阅别18年后，全国华人舞蹈节将于

2014年9月14日至16日来到关丹举行，共获

得59支队伍报名参加。 

主题为“澎舞”的第26届全国华人舞蹈暨

第15届全国校际舞蹈观摩赛，一连三天在关

丹阁文汀“大马广播电视台 (RTM)”剧场举

行，赛会设有3组即小学组、中学组及公开

组。 

主办此项活动乃是为推广及提升我国

华族舞蹈表演艺术水平、鼓励本地华放舞蹈

创作，及促进我国各华团及舞蹈工作者之间

团建与交流。 

本分会主席拿督斯里李锦贤为大会主

席，他说：全国华族舞蹈节源自于1979年，

是由雪隆文教团体所发起，并在吉隆坡成功

举办3届后，才扩展为全国活动。 

大会邀请旅游部长拿督斯里纳兹里主

持开幕礼，中国驻马大使黄惠康博士和华总

会长丹斯里方天兴也是会上嘉宾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