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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文碑林工程
9月完成
中华人文碑林工程 9 月完成
本会受中华人文碑林筹委会召集人拿督胡亚
桥的邀请,副总会长余斯褔,朱绍瑛及执行秘书黄素
珍代表出席于 3 月 7 日在士毛月富贵山庄 世外桃
源的“碑林工程考查”活动。
富贵集团董事经理拿督邝汉光表示,“中华人
文碑林”是一座充满江南秀丽及人文气息的美丽景
点,在第一期工程完成时共有 20 个历代名碑耸立
在其中，预料所有工程在今年 9 月就能完全竣
工，届时将会有 140 尊石碑展现在众人眼前,石碑
除了呈现中国历代书法名家字迹的名碑，另设“本
地碑林”，收集本土已故书法家的作品，后者将成
为中华人文碑林的特色之一。

一旦碑林建成后，富贵山庄将免费开放给民
众观摩学习或主办文艺活动，如拓碑技术展示、
兰亭文人雅集、书法比赛等，以展现我国各界团
结一致、承上启下、传承文化精髓的精神,终有一
天人文碑林会获得全体华社的认同，成为传播书
法艺术的重要景点。
中华人文碑林筹委会主席拿督胡亚桥说，中
华人文碑林的园林设计布局及题材可媲美其他国
家，甚至是中国的碑林景观，此座碑林共划分为
中国历代碑林、近现代碑林、本地碑林与国际碑
林等四块区域。

《三国演义》马来文版面世
《三国演义》
马来文版面世
副首相丹斯里慕尤丁于 5 月 17 日为马来
文版《三国演义》主持推介时吁请人民以《三
国演义》提及的五常德行“仁、义、礼、智、
信”来维持国家及民族的和谐、和平及稳定。
马来西亚译创会特地安排一人做“关
公”扮相，迎接作为主礼嘉宾的副首相。
译创会主席吴恒灿说，该会将着手翻译
《西游记》。
《三国演义》马来文版的译者是严文灿
与胡德乐。

马来作品翻译成中文
出席推介礼的嘉宾包括首相署部长丹斯
里许子根、语文局总监阿旺沙利安、教育部秘
书长拿督罗斯里、华总总会长丹斯里方天兴、
永久名誉顾问丹斯里林玉唐、马华前总会长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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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首相慕尤丁受邀在海报上签名留念。左起为吴恒灿
及周连琼。

督斯里翁诗杰、本会总会长戴小华、署理总会
长张雅诰及总秘书黄振仲。
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CISM）与汉文
化中心签署了解备忘录，以便把马来古典文学
作品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市场推出。

分会活动汇报

森美兰

人文系列校园讲座
走进宽柔
人文系列校园讲座 走进宽柔
由本会森美兰分会主办的人文系列校园
讲座活动，其目的是推广及塑造一个人文气
息的校园文化，为建立人文社会培育新幼苗。
拥有人文气息的环境，文化的价值才有意义。
文化的传承需要透过传播的方式，有鉴于此，
华人文化协会的使命是传承和保留文化，但
也希望能够推广文化。借此活动，也可算是
一种推广文化的方式。
系列讲座的范围共分五个部分，其中包
括生活美学、书画艺术、表演艺术、文学艺
术、文化产业。此活动的目标是在本年度能
够完成二十场的讲座会。目前，活动正在进
行着，也已经得到一些中学的回应，林宛莹
（文学博士研究生）已经完成了两场讲座，
其中包括新山宽柔中学以及新山宽柔古来分
校。其余的讲座还在安排中，主讲者还有叶
仲纹（影视学博士研究生）、陈宥敏（艺术
设计教育博士研究生）、林荣光（画家）、
林家辉（盆景师）。
本会也欢迎有兴趣且学有专长的各界人
士加入讲座行列，一起走进校园，提升人文
环境。同时，本会也希望能有更多的文化工
作者加入会员，一起推广文化，以期把活动
办得更好。
悠谈文学系列讲座：“远古的交响乐—
—悠谈神话。文学与人类学”于 2012 年 2 月
25 日于新山宽柔中学杨文富讲堂举行。由新

山宽柔中学图书馆主持，除了在籍学生，也
免费开放给公众人士。
“现代诗歌的基本形式要素:以诗歌之
名”，则于 2012 年 3 月 3 日在新山宽柔中学
古来分校举行。
讲座的内容主要跟大家分享现代诗歌的
基本形式要素以及现代诗歌创作的入门方法。
除了解读一些中西经典现代诗之外，最主要
的是为艰涩难懂的现代诗定义出一些基本形
式性要素，既分行、韵律、意象性、风格以
及情境，并分门别类地利用生动的例子，在
诗歌朗朗的带领下，为这些形式作出深入浅
出的说明。此外，也提供一些具体的诗歌创
作方法和步骤，让听众们掌握，同时也带领
听众们走入诗的世界，领略诗歌创作的有趣，
启动大家感悟天地万物的心。

好一个丰收季
──致罗秋雁


柯金德

秋一般的好天气
南来的雁群高空掠过
大年河水悠悠
钟楼昼夜无休
在缪斯钟爱的土地上
你是个快乐的播种人
辛勤不懈的耕作
叫文学之花遍地盛放
好一派美丽的景致
好一个令人惊喜的丰收季

林宛莹〈人文系列校园讲座活动〉在新山宽柔中学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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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嘉楼

槟城
2012 年全槟口琴比赛

〈琵琶语 2〉演奏会

槟州分会属下的口琴组已於 4 月 15 日在
槟城光大 5 楼视听室 A 举办 2012 年全槟口琴
比赛。
这项比赛是为了发扬音乐文化，提高学
生的乐器演奏水平，培养具有素质的年轻一
代，同时鼓励国民参与健康文化活动，以及
让学生热身，准备参与 8 月在吉隆坡举办的
第 9 届亚太区口琴大赛。
分会署理主席郑荣兴在记者会上说，亚
太口琴节是亚太区乃至世界其中一个最大的
口琴活动，参与人数多达 2000 多人。第一届
於 1996 年在台北举行，之后每两年举办一
次。
他说，口琴乐器较不普遍，技术也不易
掌握，民间团体也没有空间让他们表演，扩
张力受限制。他希望举办比赛能鼓励更多学
生学习口琴，发掘更多人才，从而提高口琴
的水平，更深入民间。
2012 年全槟口琴比赛分为口琴独奏、口
琴二至六重奏、口琴大小合奏，并分三组，
分别是 12 至 15 岁的少年组，16 至 21 岁的青
年组，以及 22 岁以上的成人组。大会设有最
佳及金银铜奖。

本分会为筹募活动基金，将于 2012 年 5
月 2 日(星期三) 晚上 8 点，假瓜登文化剧院
举办〈琵琶语 2〉演奏会。此活动由大乐乐室
内实验乐团主催，本会主办。
演奏会的阵容包括了西安音乐学院副教
授赵静，以及旗下的 8 位硕士班学生，分别
是宋薇、陈晓赟、李姗、高辰、秦瑞莹、孙
雁雁、王萌、陈晛。演奏会苗目包括了〈霸
王卸甲〉、〈赶花会〉、〈千章扫〉高水平
的乐曲。

吉玻

2011 年全国华文文学创作征文比赛
优胜作品专辑出版
“2011 年全国华文文学创作征文比赛优
胜作品专辑” 经已出版。马来西亚华人文化
协会总会长戴小华将为本书主持推展礼。
这本专辑共收集了 88 篇由吉玻分会所主
办的全国华文文学创作征文比赛的得奖作
品，分公开组 24 篇及中学组 64 篇。
全书共 432 面，总字数超过 35 万言，内
容丰富，封面设计精致美观，是一本不可多
得的文学创作参考书籍。
我国首相署部长丹斯里许子根博士及戴小
华总会长受邀为本书写序，而评审，也是本
地资深作家苏清强、冰谷、何乃健、柯金
德、伍燕翎和周锦聪亦受邀书写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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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松艺术大师书画展
5 月 15 日马华总财政拿督陈财和带领来
自台湾名山艺术股份有限公司徐明先生一行
数人前来本会进行访问交流,本会领导层都在
现场,十分欢迎他们的到访。
从访谈中,拿督陈财和特别推荐刘国松艺
术大师是一位多年来在中台两岸艺术交流做
出积极贡献的杰出画家, 如能在马来西亚作
一场展出及讲演,肯定让我国艺术界的朋友获
益良多, 也是本会的一项殊荣。本会十分愿
意并预定在今年 8 月 31 日我国的国庆佳节
前后期间在马华大厦底层主办一场为期一个
月的艺术展出，让我国人民有此机缘欣赏大
师的巨作精品,并从中学习及研磨。

彭亨州分会 2012 年度活动
1. 主办“亲善团结”摄影比赛作品巡回展
日期：11/5/12 ─13/5/12(由华总─全民
团结委员会主催) ，地点：关丹广场
2. 主办“思想兴革书法比赛” (6 月份)
(华总─文化委员会主催)
3. 联办“2012 年完美中华文化生活营”
(6 月份)(300 名学生)
活动内容：华乐、舞蹈、书画、武术、中
华文化等等。(马来西亚留华同学会主催)
4. 第九届小状元会考─儿童导读成果评鉴会
(9 月份)

文化人物

曾剑青：雷声响起
曾剑青：雷声响起
＊ 1988 年专艺文化艺术机构创办人之一兼现任执行董事
＊ 加影育华华乐团、大马国民大学民族乐团指挥
＊ 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副总秘书
＊ 马中文化艺术协会理事
＊ 马来西亚剧艺研究会理事
＊ 隆雪中华大会堂文教组委员
＊ 马中友好协会会员

擅长以华族乐器为主，混合中西、各民族的表演
形式，创造出独特的演绎方式，曾剑青常在国
内外呈献具本土音乐，如日本的 1999 年亚洲艺术
节、2002 和 08 年热带雨林国际音乐节、2005 年韩
国首尔、台中等国际爵士音乐节,2003 年南宁国际
民歌节，2007 及 08 年连续担任国家文化艺术团在
伦敦大马文化周民乐师,2010 的上海朱家角、珠
海、广州、香港的国际音乐节，让民乐朝向马来西
亚全民色彩的民乐方向挺进。










1980 年担任雪精武华乐团的笛子、大提琴演奏
及指导。
1988 年与有志之士创立专艺艺术中心，从事华乐推广和演奏工作。
1993 年担任专艺华乐团团长，并向中国一级作曲家钱兆熹学习指挥。
1995 年担任第十届马来西亚华人文化节的千人大合唱指挥。
1999 年完成由中国一级指挥家兼香港中乐团艺术总监阎惠昌和香港中乐团驻团指挥兼专艺民族
乐团音乐总监周熙杰所主持的指挥大师斑的课程。
2003 年为中国海外第一剧“刘三姐”大型歌舞剧制作人。
2005 年参加电视剧“我家大不同”演出一角。
2007 年担任史诗话剧“大爱-陈祯禄”音乐总监兼指挥。
2008 年担任“扎根 50 载”千人文化大汇演百人乐队指挥。
本国著名的“亚细安敲击乐队 Aseana Percussion Unit”乐员，足迹踏遍东亚各国。

1989 年专艺民族乐团创办人之一、经理兼指挥，除了带领该团成为唯一在文化宫国家剧场
（Istana Budaya）和双峰塔国油音乐厅（Dewan Filharmonik PETRONAS）呈献音乐会的华乐团之
外，也远赴中澳新等国作跨国性的演出。 希望藉着专艺民族乐团的平台，成立我国全面型的乐团
之一。秉着推广和塑造马来西亚多元文化的宗旨，培养本地演奏人才和呈献本地色彩的民乐创作，
除了主办常年正规的音乐会之外，也提供别具特色的演出节目。更希望走向世界，呈献我国独一无
二的大马多元色彩的民族音乐文化。
自 2000 年起参与国家文化宫殿创组马来西亚民族乐团的工作，遂成就当今又一新兴民族乐团
-Okestra Traditional Malay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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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
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
各州分会成立概况
各州分会成立概况
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须靠大家不断的参与和不懈地推动，并将不合时宜的传统文化大胆卸下，将优良的传
统文化有计划地加以研究和推广，使之发扬光大，使它成为马来西亚国家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以达致与
我国各民族文化互相交融，和谐共处。
本会自成立以来，历届领导层对协会的发展都有一份要求和期许，35 年来，协会不断在实现理想的过
程中，清楚知道，马来西亚华族文化的发展工作，不是单靠母会的力量即可完成，而是必须依赖各不同州
属的文化艺术工作者，不分党派摒弃成见，共同发挥群体力量，携手合作，全心全意为文化事业奉献。
目前本会设有 10 个州分会，包括:槟城、柔佛、森美兰、雪兰莪、马六甲、登嘉楼、彭亨、吉兰丹、吉
打及玻璃市。

各州分会历任主席
1979 年成立第一个分会组织
森美兰州分会
1. 黎邦彦(1979-1983)
2. 李宏才(1983-1985)
3. 严慈宗(1987-1988)
4. 萧美胜(198-1990)
5. 萧立彬(1990-2001)
6. 陆景华(2001-2004)
7. 何育举(2004-2010)
8. 陈宥敏(2010-2013)

1983 年成立第六分会组织
直辖区州分会
1. 赵自新(1983-1987)
2. 张子贞(1987)

1981 年成立二个分会组织
吉兰丹州分会
1. 林鸿昌(1981-1989)
2. 龙仕祥(2001-2008)
3. 叶子柱(2008-2013)

1986 年成立第八个分会组织，
雪兰莪州分会
1. 林荔清(1986-1989)
2. 陈征雁(1989-1995)
3. 杨柏志(1995-2001)
4. 吴亚鸿(2001-2002)
5. 庄绍荣(2002-2005)
6. 颜进明(2005-2013)

同年又成立第三个分会组织
柔佛州分会
1. 郑孝洁(1981-1987)
2. 郑天炳(1987-1992)
3. 姚新光(1992-2001)
4. 萧光麟(2001-2010)
5. 张君国(2010-2013)
1981 年再成立第四个分会组织
彭亨州分会
1. 苏玉龙(1981-1987)
2. 欧振豪(1987-1998)
3. 李锦贤(1998-2013)
1982 年成立第五个分会组织
霹雳州分会
1. 温任平(1982-1984)
2. 马寅图(2005-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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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 年成立第七个分会组织
槟城州分会
1. 周子善(1983-1986)
2. 陈业良(1987-1995)
3. 郭家骅(1995-2013)

1987 年成立第九个分会组织
马六甲州分会
1. 林书甫(1987-1990)
2. 拿督林斯江(1990-2013)
1995 年成立第十个分会组织
登嘉楼州分会
1. 董传平(1995-1998)
2. 林玉通(1998-2013)
2009 成立第十一个分会组织
吉玻州分会
主席为罗秋雁（2009-2013）

各州分会现任主席

各州分会现任主席

彭亨州分会主席
拿督李锦贤

马六甲州分会主席
拿督林斯江

槟城州分会主席
拿督郭家骅

雪兰莪州分会主席
颜进明博士

霹雳州分会主席
马寅图

登嘉楼州分会主席
林玉通

森美兰州分会主席
陈宥敏

吉玻州分会主席
罗秋雁

吉兰丹州分会主席
叶子柱

柔佛州分会主席
张君国

贺讯

张 雅 诰张雅诰出席友谊艺术节
出席友谊艺术节
荣获“朝马友好贡献奖”勋章
荣获“朝马友好贡献奖”勋章
马来西亚“大马口琴世界”团长张雅诰率领
Fresco 重奏队伍于 4 月初受邀出席在朝鲜举行的
第 28 届四月之春友谊艺术节,庆祝金日成主席华
诞 100 周年庆典活动。
开幕式于 4 月 11 日在东平壤大剧院举行,让
风景秀丽的大同江岸的剧院广场披上了节日盛
装。Fresco 口琴四重奏结合张雅诰口琴家以五重
奏方式呈献多首经改编的口琴组曲,计有金日成将
军所写的“思乡曲”,“金日成将军之歌”,另一
首是描写金正恩的脚步声的改编曲。
重奏团也呈献马来民谣主曲,台上台下互动
极佳,最后张雅诰也表演一首《凤阳花鼓》(1989
年凭荣获于德国举行的 第二届世界口琴复音口琴
独奏冠军的曲子),得到观众如雷掌声。

开幕式上，本会署理总会长张雅诰荣幸的代
表马来西亚上台宣读贺讯，分享文化艺术发展中
所取得的成果和经验,进一步加深了相互友情。
闭幕式于 19 日在东平壤大剧院举行,多个海
外艺术团体荣获本届艺术节团体奖，包括创作
奖、个人奖及演出奖。马来西亚 Fresco 重奏团以
演奏“将军的白马”荣获口琴金奖,张雅诰获该国
文化部部长韩哲授于“朝马友好贡献奖”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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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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29839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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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99107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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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