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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中国.辛亥百年”  演出 
 

由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和中国海外交流

协会共同主办“文化中国.辛亥百年”演出项

目, 为的是缅怀孙中山先生这一位伟人及革命

先驱的千秋百年奋斗历程。 
本会及数个华团受邀成为协办单位。 
在团长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副主任任启亮亲

领下, 一行 40 人于 9 月 28 日在吉隆坡 KLCC 
Plenary Hall Auditorium 呈献精湛节目,全场引

起共鸣, 演出中还出现全场观众和演员互动

的场景,其中中国一级演奏员杨积强演奏二胡

引人注目,特别以“赛马”曲子,赢得贯场如

雷掌声。 
 

 戴小华受邀出席

孙中山文化节闭幕式及文学研讨会 
 
总会长戴小华日前受邀出席于广东省中

山市文化艺术中心举行的首届孙中山文化节

闭幕式暨第二届＂中山杯＂华侨华人文学奖

颁奖典礼。 

今年适逢＂辛亥百年＂，所有以＂孙中

山＂为核心，以＂辛亥百年＂为背景的重大

庆典，在孙中山的家乡中山市相遇、绽放，

并将原本纪念孙中山诞辰纪念日活动，延伸

为长达一个月的文化节庆典。 
孙中山文化节闭幕式后，于 11 月 13 日

戴小华又受邀出席由≪中国作家≫杂志社和广

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主办的海外华侨华人文

学研讨会。座谈及研讨的主要议题为：新世

纪海外华文文学的走向与特质；海外华文文

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关系析探。 
参与的学者和专家有暨南大学党委书记

蒋述卓教授，人民日报副刊部主任王必胜,≪
中国作家≫杂志副主编萧立军，王青风等约

30人。 

 
 
 
 

 

 世华旅游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戴小华提呈论文 
 

2011 年 12 月 10 日至 12 日,总会长戴小

华受邀出席“第三届世界华文旅游文学国际学

术研讨会”。 
世界华文旅游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由明

报月刊与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广州暨南

大学、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发展与改革研究院

联合主办及世界华文旅游文学联会等多个机

构协办。 

研讨会于 12 月 10 日上午 9 时在香港中

文大学举行开幕礼。 
与会者有：世界华文媒体有限公司集团

主席丹斯里张晓卿、世界华文旅游文学联会

会长潘耀明、香港文化艺术局主席王洪伟，

著名作家余光中、李欧芃、陈若曦、尤金等

数十人。 
总会长戴小华提呈论文《生活中的文

学》。 

 
     

 
 
 

 
 
 
 
 
 
 
 

 
 
 
 
 
 
 

 
 
 

 

 

大会赠送水果篮予卫生部长拿督斯里廖中莱(左 3) ，左起：丹斯里

方天兴、丹斯里吴德芳、丹斯里古润金、中国驻马大使柴玺、艺术

团团长任启亮。 

(前排左五)戴小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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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会受中国妇女报邀请成为马来西亚赛区的主

办单位，马来西亚美术家协会为协办单位，负责筹

组策划第二届中华女性书画摄影大赛事务。 

有关大赛即日起开始收件，至 2012 年 1 月 16

日截止，预定 2012 年 3 月 8 日前，在中国北京人民

大会堂举行颁奖礼，届时将结集出版得奖作品集并

在中国及海外举行作品巡展。 

本届大赛将扩大邀请年满 18 岁以上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女性及港、澳、台地区和海外的华裔女性参

与，发挥各地时代精神风貌，折射出万千中华女性

的艺术才华。 
大赛以倡导和宣传“和谐之美”为主题，通过书法、中国画、摄影作品，集中反映宣传和表

现社会的和谐，家庭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世界的和谐等美

好生活和平景象。 
参赛者每人每组只限 1 幅作品，统一收件方式以邮寄或亲呈本会秘书处(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

会 ， 15th Floor, Wisma MCA, 163, Jalan Ampang, 50450 Kuala Lumpur. Tel:03-21619709,  
email:mccs2162@hotmail.com) 并附上参赛表格、个人身份证复印件及近期彩照 1 张。参赛表格及

细则可向本会索取。 

赛会专家评审委员会将从参赛作品中分别评出金、银、铜和优秀奖。奖励内容有奖金、证书

及奖杯。 
 

本会穿针引线 
2012年举行清乾隆皇帝珍宝文物展 

清朝乾隆皇帝珍藏品文物展，将于2012年在我国举行。 
    中国国务院文化部文物交流中心副主任姚安一行数人于2011 年 11 月5 日与本会领导层进行
交流后，向报界发表谈话。 

她说：访马期间和我国博物院总监依布拉欣等领导人交流。 
姚安表示，以“仁和万寿”为主题的清朝乾隆皇的珍藏品能够在大马展览，不但非常难得，

且意义深远。 
交流会上，总会长戴小华形容这将是国家级的展出，本会扮演穿针引线的角色。 
当天出席交流会者包括中国文物交流中心项目助理徐银、本会总秘书黄振仲、国际交流委员

会主席林吉祥、槟城中华文物协会会长何暐义、副会长陈俊雄、秘书王邦强。 
 

文协之光 

吴恒灿膺民族经济杰岀贡献奖 
本会理事、首要媒体集团华文组顾问吴恒灿于 2011 年 9 月 20

日在中国宁夏银川举行的世界中华论坛暨表扬会上，荣获“民族经

济杰岀贡献奖”, 多年来他积极从事马中文化与文学交流工作，乃

至经济上的贡献，因而被推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马来西亚人。 

是项论坛与表扬会，是由中华民族团结进步协会及世界华侨华

人联合总会（世侨会）等指导单位联办。 

吴恒灿也是大马华语规范理事会委员长、大马译创会会长，以

及马中友好协会创会秘书长。他在 2004 年前曾与戴小华同时荣获

“马中文化交流”贡献奖。 

组委会负责人包建雪移交委托书予总会长戴小华。左起为文协
总秘书黄振仲、美协副会长陈玉珍。右起为美协理事麦燕芬及
孔万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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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华文文学创作比赛颁奖 
 

由文化协会总会主催，吉玻分会主办的

2011年全国华文文学创作比赛，于 11 月 5 日

在双溪大年 Park Avenue酒店会议厅举行颁奖

典礼。 
参赛者来自全国 13 州，共收到 620篇作

品,其中公开组有 84篇，中学组有 536篇, 反
应热烈。 

首相署部长丹斯里许子根博士在典礼中

致词时表示,文学工作者拥有良好的语文表达
能力,加上华文基础为主的中、台经济体系的
崛起,文学工作者的未来曙光渐露，为此他吁
请国内华裔青年在文学创作上多加努力。

总会长戴小华出席颁奖礼致词时说:文化

关乎一个民族的素质,文学更是一个民族的灵 
魂, 而文化工作最需要做的其实就是对人类

美好心灵的一种唤醒,以文化作为引领经济发

展,社会和谐和人类进步的重要罗盘。 
罗秋雁：增设佳作奖 

分会主席罗秋雁在致词时表示,全国华文

文学创作征文比赛中学组前三名作品得分相

同，主办单位最终决定把进入三甲的作品，

都列为特优奖。另，由于参赛作品多，主办

单位特地增设“佳作奖”。工委会将所有入

选优胜作品编印成册，作为永恒的文字记载。 
他特别感谢首相署部长丹斯里许子根博

士的关注及支持, 拨出 3 万令吉的赞助经费,

使这项比赛得以顺利完成。他同时也感谢吉

玻州分会顾问林锐洝先生(麟莎集团董事长),
一路来给予全力支持。 

当天出席颁奖礼的有黄振仲总秘书、州

分会署理主席梁永乐、秘书陈褔全、前任州

行政议员拿督方卓雄、双溪大年华团联合会

主席许庆荣、董总常务庄俊隆、评审苏清强、

何乃健及柯金德等。 

 
公开组得奖名单 

第一名：吕辉业(吉打州)/追溯被岁月冲蚀的

根迹 

第二名：黄建逢(玻璃市)/彳亍小镇 

第三名：黄子扬(森美兰)/ 椅 

优秀奖： 

罗健杰(槟城)/发条人生 

蔡慧丽(霹雳)/童眼 

邱苑妮(槟城)/病隙碎语 

罗志强(雪兰莪)/入侵 

张丽薇(砂拉越)/童年，好运…… 

中学组得奖名单 
特优奖： 
陈芷馨(柔佛居銮中华中学)/昨天已经苍老 

陈杰恩(吉隆坡循人中学)/末日樱花 

容华腾(砂拉越民都鲁开智中学)/活出生命色

彩、欢乐奏曲离别乐章 

优秀奖： 
唐丽芳(柔佛昔加末拿督本达拉中学)/蜕变 

黄敏芊(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旅途 

林馨薇(柔佛峇都巴辖华仁中学)/随笔，写下

大海的依恋 

刘协云(柔佛居銮中华中学)/牵手 

房捷敏(柔佛居銮中华中学)/小宇宙 
 
 

霹雳  
 

昆明华侨机工研究会代表团莅访 
 

分会主席马寅图及理事于 2011年 11 月 9 

日晚上 7 时在太平褔建会馆礼堂，接待来自

中国昆明华侨机工回国抗战历吏研究会访马

团一行 4 人，进行交流及举行讲座会,现场参

观展览图片并放映“南侨机工”记录片。会

上赠送记录片光盘，双方共同探讨了建碑事

宜。 

总会长戴小华(后排左 2起) 、首相署部长丹斯里许子

根、吉玻分会主席罗秋雁与得奖者合影。 

■存 

戴∨ 

小予 

华丹 

赠斯 

送里 

∧许 

当子 

代根 

马 。 

华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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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会槟州分会为槟城净莲慈悲义演筹募

基金，主办 2011 现代舞剧《目莲救母》10 月

22 日在槟州华人大会堂掀开序幕，为该院筹

获 1万令吉义款。 
这项活动是由舞蹈工厂与东厂舞群联合呈

献。 

郭家骅：发扬舞蹈艺术为慈善 
槟州分会主席拿督郭家骅致词时指出，

从报章上知道，净莲慈悲院在数天的一场大

雨后，导致会所后院围墙坍塌事故，急需一

笔义款应急，希望社会鼎力支持，为慈善公

益作出贡献。 
净莲慈悲院是个非营利的慈善团体，收留

了许多无依无靠的末期癌症患者，希望演出

所筹到的款项，能为这些需要帮助的患者带

来温暖。这次 2011 现代舞剧希望能以《目莲

救母》的故事，来劝人向善，劝子行孝。 
他表示，如今搞艺术是件不容易的事，但

是依然有一群热爱创作的年轻人，默默推动

艺术文化工作，提升艺术水平，这是值得欣

慰的事。 
 

 

郑荣兴：与乡间宗教仪式结合 
槟州分会署理主席兼义演工委会主席准拿

督郑荣兴指出，《目莲救母》的故事，是戏

曲演出的重要题材，它经常与乡里间的宗教

仪式相结合，尤其中元节的酬神者，更是必

演的戏目。 
他说，舞蹈欣赏，是人们观赏舞蹈演出时

所产生的一种精神活动，是对舞蹈作品的感

受，体验和理解的整个过程，同时也塑造出

舞蹈形象，具体它所反映出的社会生活，人

物的思想感情，以及对生活现象的审美评价。 
仪式上，除了有剪彩及鸣锣仪式，主办单

位也移交 1 万令吉义款与净莲慈悲院，由觉

莲法师接领，工委会财政黄国威及文化协会

总会署理总会长张雅诰陪同见证。 

本会彭亨州分会于 2011 年 8 月 21 与关丹狮子会联合

主办“关爱自己•感受中医”健康讲座，邀请同善医院中医

部的专科队伍，再次莅临关丹主持讲座及义诊，以加强民

众对中华医术的认识，也同时鼓励民众随时接近中华医术，

作为养生保健之道。 
主席李锦贤：须时刻注重饮食起居 

本会彭亨分会主席拿督李锦贤表示，健康是人生最大

的财富，失去身体健康，人生旅途将变成一首唱不完的悲

歌，心中眼下无论志愿多高、抱负多大，恐怕都不能如愿以偿。他吁请大家关注养生保健。
 

登嘉楼  

黄诗桄获林连玉精神奖
 

2011年度林连玉精神奖得奖人名单揭晓，已故华乐导师黄诗桄获奖。 
林连玉基金设立“林连玉精神奖” 由 1988 年开始颁发，今年进入第 24 届，每年颁发最多 3 名

得奖人。是项奖项颁发对象是推动民族文化及母语教育有显著贡献者。 
今年本州分会推荐已故黄诗桄先生，他被喻为华乐提灯人，一生为华乐奔波，本会感恩他一生

为华乐服务，为中华文化艺术努力。颁奖礼于 12 月 18 日在吉隆坡尊孔独中礼堂举行。 

槟城  

彭亨  

拿督郭家骅移交 1 万令吉义款予净莲慈悲院，由

觉莲法师(右二)接领，左起为准拿督郑荣兴、拿

督郭家骅、张雅诰及黄国威。 

拿督李锦贤(左六) 与嘉宾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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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雅诰： 
小小口琴传友情 

 

张雅诰简介 
出生在霹雳安顺。国际口琴家,现任马来西亚

华人文化协会署理总会长、2012 年第九届亚

太口琴节筹委会主席，也是历届亚太口琴大

赛的评审及演奏嘉宾。热心推动文化事业。

经常应邀在国际性场合、或灾区募款活动中

精彩演出。 

 
他九岁开始对口琴产生兴趣，因执着而

苦练,不断自我摸索、研究、不耻向前辈讨教、

钻研，终于以“小小口琴传友情，促进世界

大和平”自我鞭策,踏出属于自己的路。  

1971 年凭口琴演奏《凤阳花鼓》参加

“香港丽的电视平步青云国际天才大赛”，

赢得总冠军，被派往香港丽的电视参加东南

亚总决赛，获全场总冠军，轰动港马。从此

奠下在口琴音乐上发展的基石。 
 

 

德国夺冠改写历史 
 

1989 年再凭《凤阳花鼓》荣获在德国举

行的“第二届世界口琴比赛复音口琴独奏”

冠军，改变了吹口琴被外国人独霸的局面，

也改写历史！1990 年张雅诰获得日本口琴艺

术研究会（又称佐秀会）的会主，即已故日

本口琴大师佐藤秀廊特别颁予荣誉师范衔头，

并委为佐秀会吉隆坡分会会长。 
 

学生不懂何为口琴 
 

张雅诰强调，小小的口琴既是乐器，也

可登音乐会之堂。这些年来，他常受邀到国

外表演，也费心费力到处吹琴推广，甚至成

立“口琴世界有限公司”来负起这个重担。

他说，最近到关丹小学为一项儿童假期营主

讲示范，向学生提问时才发现，原来很多学

生都不知道口琴是什么东西，令他非常感叹。

张雅诰计划在今年杪学校假期，成立培训班，

培养更多口琴演奏人才，以便参加将于 2012

年在我国举行的“第九届亚太口琴节”。这

也是我国久违 14年后再度承办的口琴盛会。 
 

冀成立口琴博物馆  
 

张雅诰拟在大马成立“口琴博物馆”，

为口琴爱好者提供一些难得的资料和信息。  

他以中国杭州刀茅巷小学为例，该小学自

1996 年启动口琴教学，不仅从全国各地请专

家指导孩子，更在校内成立“口琴博物馆”，

免费开放给学生、师长及居民等参观。这也

是中国首家口琴博物馆。  

“刀茅巷小学本是板屋校舍，周围都是

待拆迁的老城墙。不过由于孩子琴艺出色，

在国际口琴比赛屡屡得奖，获得区政府高度

重视，拨款重建校舍，如今，展现在人们面

前的，是环境特致的整洁校园。”  
 

私人珍藏一并纳入 
 

刀茅巷小学的成功，让张雅诰萌起在我

国成立“口琴博物馆”(Harmonica Museum)
的概念。目前，他正寻觅合适的场所。他希

望该博物馆可在两年内建竣，届时，前来大

马参加‘第九届亚太区口琴艺术节’的人士

都可入馆参观。  

张雅诰欢迎老一辈的口琴爱好者，捐献

所珍藏的口琴、乐谱及唱片等资料，他将在

展出时注明捐赠者姓名。而他也会把私人收

藏的上千款口琴一并收入馆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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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绍瑛：热爱艺术关怀社会
 

她把一颗赤诚的心，奉献给艺术和社会工作，其永不言倦的精神，令朋友们为之折

服。 

她是本会副总会长朱绍瑛(Shirley Chu)，她也是现任马来西亚美术家协会总会长及隆

雪中华大会堂常务董事兼福利委员会主席。 

 
 

              文化人物       

朱绍瑛曾经负笈杭州中国美术学院硕士预科水墨写意山水画，擅长水墨画。她曾荣获

韩国文化艺术研究会及亚细亚亲善协会颁发的《 亚细亚美术大赏 2005年金奖》。 
朱绍瑛勤于创作，曾出版六本个人画册专辑；曾举办六次水墨画个展(1996、1998、

1999、2001、2003及 2005) 。 

作为一位全职画家，朱绍瑛是朱绍瑛画室的创办人。她也是马来亚大学华文学会水墨

画班及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水墨画班的导师，培养了无数美术人才，对推广美术教

育作出了贡献。 
 
 

朱绍瑛简介 
出生於中国福建莆田黄石县, 五岁随父母 

南迁马来西亚雪州。自幼醉心艺术,负笈

英、美、日、法、港、泰，研读时装设计

裁缝,并在吉隆坡市中心创立艺佳丽时装设

计学院 达 27 年。期间利用工余时间写字

绘画，并热心参与社会福利、学校慈善、

文化艺术团体等担任重要职位。        

 

 

 

 

 

名言：平衡人生完整的七大要点 

1.精神：〈荣神益人〉人生的座右铭。 

2.家庭：建立巩固的婚姻和健全的家庭 

3.事业：往高处行，全力以赴。 

4.社会：关怀和热爱社群。 

5.学识：停止学习等于停止成长。 

6.健康：有健康的体魄才能完成伟业！  

7.经济：完善的理财规划达至财务自由. 
 

朱绍瑛画作欣赏 

应许之地( 43cm x 69cm 水墨画 ) 

马来西亚雪兰莪州的适耕庄,一个鱼米之乡

朴素的小镇,拥抱着大自然, 犹如一个含蓄
的少女散发着诱人的魅力,撩人难以忘怀。
由首都吉隆坡驱车 70公里约两个小时可

达，此地丰盛的海产鱼虾,天然农作物蔬果
及盛产稻米,一眼无际绿油油金闪闪的稻米

庄,吸引成群结队的侯鸟燕儿飞来觅食或赴
宴，虹亮缤纷七彩,美不胜收！！！ 

本期会讯封面新年贺卡出自朱绍瑛的手

笔，祝愿大家喜乐年年。 



 
 
文协州分会联络处：马六甲：拿督林斯江 Tel: 019-6655333，槟城: 拿督郭家骅 Tel:012-4862099 karhuah@yahoo.com，彭亨: 拿督李锦贤 Tel: 012-
9839922 jinxian@br.com.my,登嘉楼: 林玉通 Tel:012-9288628 limgekthor@hotmail.com，柔佛: 张君国 Tel: 019-9488899 kqchong@fochew.com，雪

兰莪: 颜进明博士 Tel:019-3333188 drgan@barisankilat.com.my，霹雳: 马寅图 Tel:019-5503450 behyt1818@gmail.com，吉兰丹: 叶子柱 Tel:019-
9107296 yecc7296@yahoo.com ， 吉 玻 ： 罗 秋 雁 Tel: 012-4140491 lowchiewngan@yahoo.com ， 森 美 兰 ： 陈 宥 敏 Tel: 019-2327146 
umingding@yahoo.com.m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