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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送苏强参赞任满回国
 

 
会联合马来西亚译创协会,马来西亚创价学

会,马来西亚书画联盟,马来西亚美术家协会

及马来西亚影艺协会等团体于 8 月 1 日在吉隆坡

Corus 酒店联合设宴欢送中国驻马大使馆领事参

赞苏强任满回国，并迎接接班人林动出任新领事

参赞, 与会者和苏强在叙别会上依依不舍，场面

感人。 

戴小华：苏强为马中友谊加温 
在致词时本会总会长戴小华赞扬及感谢苏强

领事参赞与华社建立密切关系，拉近两国人民的

友谊,更为本地华社付出许多心力和无私的奉献。 

吴恒灿；苏强与华社打成一片 
马来西亚译创协会会长吴恒灿说，由於苏强

的服务和努力有目共睹，苏强在这里结识许多朋

友,与华社打成一片，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苏强:和华社建立珍贵友谊 
在中国驻马大使馆服务已 4 年的苏强领事参

赞，衷心感谢我国华人与华团的深情厚谊。他说:

领事参赞只是作为促进马中两国人民的桥梁，他

希望林动接班后，定能延续其任务，和华社建立

新互动和新感情。 

林动：尽力延续苏强的信念 
来自中国福建的新任参赞林动说，这是他第

一次来马来西亚工作，苏强的服务表现让他感到

压力，希望上任后能够继续与华社加强联系，深

化中马在文化、经济领域的发展，并会以苏强为

榜样。 
当天出席者尚包括: 中国驻马大使馆文化处

主任高伟、马来西亚创价学会理事长许钖辉、马

来西亚国际现代书画联盟会长符永刚、马来西亚

美术家协会朱绍瑛、马来西亚影艺协会会长吴航

生及文协理事会成员。宴会上各团体领导都分别

送上祝褔的话语，并各赠送纪念品予苏强表达谢

意。 

 

 

本 

文协总会长戴小华赠送纪念品予苏强参赞。左起：许锡辉、符永刚、苏强、

戴小华、林动、朱绍瑛、吴恒灿及胡航生。 

总会长戴小华赠送本会刊物予林动参赞，本会理事陪同。左

起：曾剑青、余斯福、黄振仲、戴小华、林动、朱绍瑛、刘国

泉、吴恒灿、陈美宏。 

美术家协会会长朱绍瑛赠送字画予林动参赞，理事们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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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亚太口琴节 吹动和弦
 
马来西亚口琴爱好者协会主办，本会参与

协办的第九届亚太口琴节。开幕礼于 8 月

3 日在吉隆坡时代广场酒店 14 楼会议厅举

行。 
此项盛会，国内外参与者近 2 千人，主

办机构竭尽全力，精益求精，力求让来自

马、新、中、港、台、日、韩、澳、纽、

法、意、美、德各国代表宾至如归，尽情投

入这有如国际嘉年华的口琴盛会。 
大会邀请新闻、通讯与文化部副部长拿

督马林德尼主持开幕仪式。 
他在大会致词时说，该部支持推广这项

活动，因为音乐可帮助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隔

膜，让世界变得更和平美好。 

张雅诰：紧张又期待 

工委会主席也是本会署理总会长张雅诰

致词时说:亚太口琴节开幕典礼，总是让人紧

张又期待。2 年一次，来自各国的口琴爱好者

再次团聚，温馨和谐场面热闹。香港口琴作

曲家梅广钊博士，特为大会谱写一首开幕大

合奏：博爱大同，由本地音乐家兼指挥家(和

谐大使)李锡耀硕士指挥，参与演奏者来自本

地三大种族，乐器更是多样化，充分体现出 

Harmonica 的内涵：和平和谐，也正好诠释了

本 届 口 琴 节 的 主 题 ： 吹 动 世 界 和 弦

(Harmonise the World)！为口琴节拉开序幕,

是一场美丽的开始。 

阵容最大的口琴团队，是来自中国杭

州、上海、北京的口琴“大军”，单单是杭

州刀茅巷小学的男女学生，就非常壮观，琴

艺也非同小同。这所小学的“口琴教育”非

常成功，十多年来，刀茅巷小学“人人会吹

奏、室室有琴音”，参加者信心满满，威风

十足。 

来自日本、韩国的口琴参赛者(尤其是乐

龄者)他们服装讲究、琴艺高超，来自香港口

琴交响乐团阵容浩大，可说是口琴世界中的

佼佼者，其气势磅礴的乐章，赢得全场热烈

掌声。 
除了比赛，大会还安排 2 场演奏会,是由

来自各国好手表演的“大师演奏会” 及达人

音乐大汇演，让各国口琴爱好者有切磋交流

的机会。比较特别的是“活力疯舞台”。名

为“疯”，自然可以自由上台展才艺，台上

台下一起“疯”，台上台下乐哈哈，整个大

堂闹哄哄。 
在 8 月 6 日主时闭幕礼时, 旅游部长拿

督斯里黄燕燕医生哾:这样的一场国际盛会，

间接提高了我国知名度，也促进旅游，引起

该部的关注。旅游部有意把大马口琴节列为

国际性活动,以吸引更多国外游客来马来西亚

观光。张雅诰感恩获得热心人士慷慨捐助、

义工们热情协助，活动才得以顺利举行、完

满落幕。 

 
       文接封面 

山东电视台文化旅游年开幕 

与此活动同时举行的还有山东电视台文化

旅游年开幕、山东广播电视台与马来西亚旅

游部互换合作意向书以及山东电视台马来西

亚报道中心成立揭牌仪式。当天出席者还包

括：大马影艺协会会长胡航生、大马旅游局

副局长锺玉霞、山东省记者协会副主席魏绍

水、山东出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丽生、

易电视及立通集团创办人拿督魏俊明。 

由 

张雅诰赠送纪念品予黄燕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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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全国华文文学创作征文比赛 ”

《优胜作品专辑--散文》新书推介
 

7 月 25 日，本会在吉隆坡 Corus 酒店举

行 2011 年全国华文文学创作征文比赛《优胜

作品专辑——散文》新书推介礼，邀请中国

山东省省委宣传部长孙守刚和总会长戴小华

联合主持仪式。 

孙守刚诚邀文协组团到山东考察 

孙守刚在致词时说，他首度欣赏马来西

亚华人薪火相传、传承中华文化的精神，特

别邀请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组织一支华人

文学创作爱好者到山东考察，进一步加强山

东和马来西亚的文化及人文交流。 

他说，山东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

多年以来和大马文化界也有广泛的交流，进

一步促进山东和大马各界，尤其是文化界的

交流。 

文学创作比赛筹策委员会主席马松兴表

示，由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吉玻分会，在

2011 年举办的全国华文文学创作征文比赛活

动中，在公开和学生两组，收到近千份的参

赛作品，是主办单位始料不及的。他 说 ， 参 
赛作品的水准之高，也一度令评审老师伤透

脑筋，不知如何取舍。为示鼓励，大 会 将 所 

有入选优胜作品编印成册，作为永恒的文字

记载，并赠送各华文独中和文教团体。这本

专辑共集 88 篇得奖作品, 分公开组 24 篇及

中学组 64 篇,全书共 432 页,总字数超过 35 

万字。  

戴小华：感谢许子根部长支持 

文协总会长戴小华说，主办是项征文比

赛的宗旨，主要是鼓励大家对写作产生兴趣

及提高华文文学水准，为校园文学发展搭建

一个更宽广的文学平台。 

她特别感谢首相署部长丹斯里许子根博

士对这项活动的关注及支持，并赞助了所有

活动经费；也感谢文协吉玻分会顾问林锐洝

(麟莎集团董事长)一路来给予吉玻分会的全力

支持与爱护。 

当天出席推介礼的嘉宾还包括大马华人

文化协会吉玻分会主席罗秋雁、顾问林锐

洝、山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建军、山东省

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副主任李荣、山东省记

者协会副主席魏绍水及山东出版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张丽生。 

来自雪隆各独中的代表接领了赠书。 
 

推介：左起为张丽生、罗秋雁、李建军、孙守刚、戴小华、右起为李荣、马松兴、魏绍水及林锐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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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际岚“文学座谈会”
 

 
 
 
 
 

 
 

 
 
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秘书长杨际岚先

生于 8 月 2 日前出席了由马来西亚华人文化

协会主办的“文学座谈会”他以“文心不

死、文艺常青” 作为激励从事文学创作和推

动文化工作的人。 
杨际岚现为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副会

长兼秘书长、福建省台湾香港澳门暨海外华

文文学研究会会长。 
 
 

 
 

他主讲的课题“三十而立——中国大陆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之回顾“，并介绍《台港

文学选刊》推介台港澳海外华文作家作品情

况，他结合自己的工作经验，对海内外的作

家的文学创作经验，进行了精辟的解读，以

三十而立，对文学作了颇具新意的发言，且

以立于人，立于事，立于文及立于论作为交

流的重点。 
座谈会由理事柯金德担任主持人。 

 

 
 

2012“相聚上海 共谋发展”活动
戴小华受邀出席

2012“相聚上海 共谋发展”活动
戴小华受邀出席

总会长戴小华于 9 月 26 日至 29 日在受

邀出席在上海举行的 2012“相聚上海 共谋发

展”活动。是项活动由上海市人民政府侨务

办公室、上海市海外交流协会主办，于 9 月

27 日开幕,主题为“海外华人华侨与公共外

交”，旨在通过进一步加强上海与海外华人

华侨的联系和沟通，探讨对侨务公共外交的

认识和实践，使广大海外华人华侨成为促进

中国与世界各国在各个领域合作、交流的友

好使者,期间举办多项主题活动。 
来自海外 40 个国家和地区的上海市海外

交流协会副会长、名誉顾问、常务理事和理

事，海外上海籍社团、友好侨团代表，上海

市各涉侨部门领导、顾问单位代表等 200 余

位海内外嘉宾参加活动。 
 

赠送纪念品予杨际岚(左 4)。左起：文协副总会长朱绍瑛、作协副会长曾沛、会长叶啸、

文协总会长戴小华、华总文化委员会主席陈达真、作协会务顾问云里风、副会长李忆莙、

苏清强。 

戴小华(右二)与欧美各地代表于会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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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茱蒂口琴乐团演奏会 
 

由文协槟州分会主催、槟州分会属下口琴组主

办，于 8 月 9 日晚上 8 时假海峡岸表演中心(Straits 
Quay PenangPac) 举行〈2012 年茱蒂口琴乐团演奏

会〉，由来自台湾的茱蒂口琴乐团 5 名世界级的

口琴大师所组成，团长为庄筑迪，团员包括李

让、卢怡臻、杨志晖及李孝明演绎多首经典曲

子，当中包括《月亮代表我的心》、《加勒比海盗

神鬼奇航》主题曲及《El Cumbanchero》等经典乐

曲。 

槟州分会主席拿督郭家骅致词时说，茱蒂口琴

乐团是首次在我国举办演奏会，让本地口琴爱好

者能够享受世界级的音乐盛会，并推动槟城文化

艺术。 
他说，茱蒂口琴乐团在各国都享有盛名，并

将口琴的演奏、教学、研究与推广工作进行结合

发展，是非常专业的口琴乐团。 

他也呼吁青少年能够加入该会属下的文化

组，当中包括戏剧、舞蹈、口琴、才艺及文艺

组，一同发扬中华文化。 

出席者包括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槟州分会署

理主席郑荣兴。 
 

霹雳  

 

韩彪师生暨余斯福师生水墨画联展 
为华联中学筹获 3 万教育金

 

为配合马来西亚日，霹雳旅游年及国际和

平日，由文协霹雳州分会、太平华联独中董事

部主办，马来西亚和平联盟、太平华人文化协

会、太平旅游协会、太平古迹协会、太平华联
校友会协办，于 9 月 15 日至 16 日假太平华联

独中礼堂举办〈韩彪师生暨余斯福师生水墨画

联展〉，通过剪彩加上董事所欣赏的作品，共

为太平华联中学筹获 3 万令吉的教育基金。 
林动：华社传承文化自觉性高 

中国驻马大使馆领事参赞林动致词时说，

马来西亚的华团组织及华裔，对于保存中华文

化传承自觉性非常高，显示忠于中华文化。他

强调，文化是超越政治、宗教、民族的。其实

在现在的文明时代，各种文化可以互相交融，

使中华文化源流长。同时希望中华文化可以不

断传播，以让更多人认识。 
马寅图 ：艺术文化一向被忽略 

霹雳州分会主席马寅图说，在现阶段政府

对艺术文化忽视， 希望未来政府可以关注以 让 

 
 

艺术工作者这条路更好走。他也吁请本地艺术

文化工作者多进行交流，多展出本身作品，以

让公众分享。 
余斯福：联办画展 互相研究 

本会副总会长余斯福致欢词时说，此次与

韩彪及学生一起联办水墨画展，是为了推动水

墨画中华文化，互相研究，从优及劣中互相学

习。 
太平市议会主席沙哈隆及秘书莫翰也出席

此项水墨画展。 

  

槟城  

郭家骅赠送纪念品，右为郑荣兴。 

琴韵悠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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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南侨机工歌剧演唱会

太平观众感动落泪
由文协霹雳州分会主催，太平华联国民型

中学主办及获得多间团体包括大马和平联盟

会、霹雳林氏九龙堂、太平华人文化协会、艺

声音乐社、华联校友会、立心歌唱协会、仁爱

音乐社及太平旅游协会协办〈云南南侨机工歌

剧演唱交流会〉，于 8 月 21 日晚上 7 时假太平

华联国民型中学演出。 

该项活动，不仅让观众对当年南侨机工展
现的爱国情操给予高度敬重，也唤醒世人珍惜

当今和平的社会景象。吸引不少市民观赏，感

动了观众热泪淌流。 

大会顾问马寅图认为，唯有通过发扬人文

道德观念，才有助缓和当今各领域的交战。他

冀望通过演出促进文化交流，更期望太平与昆

明能缔结成为姐妹市。 
参与演出者都是南侨机工后裔，为了 73 年

前的父辈，利用歌剧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史页。

他们并非正式的演员，但却凭着对于父辈的爱

国精神的使命感，在简陋的舞台上呈献了一幕

感触人心的历史剧。 
云南机工义演团团长徐宏基致词披露，组

团演出，也是为了让机工后裔寻根探亲。他表

示，当年南侨机工人数，以太平居多，到来义

演者皆是机工的后代。 
 

文协 35周年会庆
向资深文化工作者致敬

及音乐飨宴之夜

文协 35周年会庆
向资深文化工作者致敬

及音乐飨宴之夜
 

本会订 12 月 8 日(星期六) 晚上 6 时在吉

隆坡吉隆坡金马皇宫宴会厅举行“文协 35 周年

会庆•向资深文化工作者敬礼及音乐飨宴之

夜”，在庆贺的同时也向曾为本会作出热心服

务满 3届 65岁以上的资深文化工作者敬礼。 
本会秉承饮水思源的感恩精神，在大力倡

导推动文化事业的同时，并对奉献和支持公益

文化事业的理事及合员们表示感谢。 
晚宴特备文艺节目表演(含大型华乐演奏及

口琴冠军组合演奏会)，届时，欢迎大家踊跃出

席，欢聚一堂，共襄盛举。

 

 

儒家传统文化讲座
由林连玉基金、孝恩文化基金会联办，文

协霹雳州分会、霹雳中华大会堂、林连玉基

金霹雳州联委会协〈儒家传统如何应对当代

多元文化世界〉巡回讲座，于 2012年 7月 31

日晚上 8 时假怡保怡东大酒店 14 楼举行。主

讲者为孝恩文化基金会执行长王琛发博士。 

虞福来山水画大展
由文协霹雳州分会联合霹雳州文化及艺术

团体联办的〈中国画家虞福来山水画大展〉
于 2012 年 7 月 7 日-9 日一连 3 天由上午 11

时至下午 5 时假怡保霹雳洞中山文物馆展出

60幅画作。 

 
总会活动预告 

分会活动汇报

霹雳  



     总秘书黄振仲赞助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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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