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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会长戴小华颁发感谢状予《当代马华文存》主编，由拿督何国忠 总会长戴小华从丹斯里许子根博士(右三) 手中接领 20 万令吉的款项。左
(中)见证，左起：陈亚才、罗正文及张景云。
起为拿督刘国泉、张雅诰、黄振仲。

何国忠：紧记华族文化
大马华人骄傲
本会庆祝 35 周年会庆感恩宴上,高等敎育部
副部长拿督何国忠博士应邀致词时说:记得文化协
会在 70 年代刚成立时,是处于文化发展最困难的
时期,要办文化活动实在不容易,文协进行许多发
扬华人文化的领航工作,在成立首 15 年,曾在文
协工作的理事们都能感受到推动文化工作过程中
的崎岖。
他说:了解我国华裔人口比率虽然不大,但大
家对文化的坚持始终如一,推动及支持文化的力量
来自不同的领域,来自不同的团体组织, 在在见证
了这一切。
他说：我们希望历史可以延续下去,如果没
有前人给我们的养料,我们不会有今日的成果,如
果没有后来者给予支持, 华人文化也会出现断层
的现象,因此, 有感恩,文化就能世代相传,大马华
人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大家都能同悲同忧,没有
置身事外,也因为如此, 我国华人文化才有今天的
成就。
大马华人一直将华族文化紧记在心,永远和
华社水乳交融,将华人文化当作人生大事处理,若
要华人文化薪火相传,则必须承先启后,延续感恩
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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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子根：赞文化工作者
不言放弃精神
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经历 35 载文化的交
融得来成果，让人动容。 正如首相署部长丹斯里
许子根博士在主持由本会呈献的“音乐辉煌之夜”
开幕时所说：“不轻易放弃，文化传承须自由自
发。他赞扬文化工作者精益求精，不言放弃的精
神，让我国华人文化和教育能有今日的成就，顺
畅发展。今日我国政府认同多元文化的重要性，
都是文化工作者努力去推动，去持续争取所换来
的成果。首相拿督斯里纳吉在国际上提倡中庸价
值观，这也体现我国多元文化色彩可以兼容并纳、
存异求同。今天，首相纳吉对文协多年来的努力
深为感动，特拨款 20 万令吉作为贵会多项文化活
动基金。”这说明首相对本会推动文化工作的努
力是肯定的。

嘉宾合照留念，左起：黄振仲、林动参赞、张雅诰、丹斯里林玉唐
伉俪、拿督柴玺大使、戴小华、拿督刘国泉、王超群、拿督斯里洪
来喜、孔令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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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玺大使:
文协推动中马文化交流

族的灵魂所在,文化所具有的蓬勃生命力,使得社
会向前发展,族群得以延续。

中国驻马特命全权大使柴玺受邀出席文协感
恩宴致词表示,难得大家相聚一起, 他代表中国驻
马来西亚大使馆对文协表示热烈祝贺。
他说: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逹致在创会时
既订的目标而努力,历届会长及理事们尽管在人力
物力有限之时,依然贯彻和实践创会时的理念和宗
旨,完成数百项大型的文化艺术敎育活动。文协更
出版了《当代马华文存》著作,成为大马多元文化
和谐共处的促进者和推动者,在文协的积极参与和
努力下,也从民间多个层面,推动中马文化的健康
发展。
他表示:人的生命有限,但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是永恒的事业,是社会大众共同的责任,需大家一
起努力.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

颁感谢状予资深文化工作者

署理总会长张雅诰(右一)颁发感谢状予吴省三(左二)，由拿督何国
忠及总会长戴小华见证。

会上总会长颁发感谢状给资深文化工作者及
《当代马华文》存的主编，恭请高等教育部副部
长拿督何国忠博士见证颁发仪式。
资深文化工作者：张文欢、陈业良博士、拿
督林斯江、李承历、柯金德、吴省三、拿督萧光
麟医生、余斯福、拿督曾玉英、拿督郭家骅、丘
惠中、马润兰及余昭秦。
《当代马华文存》主编：张景云、罗正文、
陈亚才、蔡维衍博士及邓日才。
当晚出席的嘉宾包括华总永久名誉会长丹斯
里林玉唐、教总主席王超群、董总署理主席邹寿
汉、七大乡团主席缪进新。

署理总会长张雅诰(右一)颁发感谢状予丘惠中(左二) ，由拿督何国
忠及总会长戴小华见证。

文协永久名誉会长钟正山(右一) 颁发感谢状予杨柏志(左二)，由拿督

文协永久名誉会长钟正山(右一)颁发感谢状予柯金德(左二)，由拿督

何国忠及总会长戴小华见证。

何国忠及总会长戴小华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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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so 口琴乐团

开幕仪式，左起：拿督柴玺、丹斯里许子根及戴小华。

男高音岑大卫

Freso 口琴乐团及张雅诰(中)合奏。

Mastro 世界口琴乐团

专艺民族乐团呈献民族音乐演奏，由文化宫国家民族乐团音乐总监
Yazid Zakaria(左四) 、李锡耀(左五) 及曾剑青(左六)担任指挥。

嘉宾上台谢幕。

茜拉

Mastro 世界口琴乐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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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届世界女记者与作家协会年会
戴小华台中会文友
总会长戴小华于 2012 年 11 月 15 日至
19 日受邀出席在台湾台中市政府举办的第二
十届世界女记者与作家协会年会(AMMPE), 当
天来自世界 20 多个国家不同国籍的顶尖女性
与女作家受邀出席与会,和台湾副总统吴敦义、
台中市长胡志强、中华民国妇女联合会主委辜
严倬云与 AMMPE 总会长李艳秋等人齐聚一堂。
2012 年 4 月刚卸任的斯洛伐克前总理拉
狄克娃女士( Iveta Radicova) 、行政院政务
委员张善政应邀担任开幕典礼主讲嘉宾，分别
提出他们独到的见解。
世界女记者与作家协会由 20 多个国家女
记者与作家组成, 成立逾四十三年，目前是 总会长戴小华（左二），AMMPE 总会长李艳秋（左三）与出席嘉宾
联合国四十多个有关媒体运作的非政府组织 合影留念。
NGO 成员之一，曾在台湾举行两次年会，现
法制最明的写照，但媒体人要在新闻自律的
任总会长为中华民国分会理事长李艳秋。
前提下，才能达到“真、善、美”的境界。
今年会议主题为“在索罗摩时代数位化
妇联会主委辜严倬云致词则说，过去常
如何改变媒体世界及文学创作”，从趋势面、
有“巾帼不让须眉”的说法，但她认为男女
实务面、人才培育面进行探讨,举办深度的演
平等的时代里，男性也该学著说“巾帼不让
讲与对谈，借此增进国际媒体文化交流及合
娥眉！”她并强调，女性应该学著放宽心胸、
作,会上对布落格文章剽窃等严肃议题进行探
学会不自私不自利，一定可以创造一个男女
讨，对未来媒体有深切期待。曾经当过记者、
相辅相成的平快乐的世界。
作家的吴副总统在致词表示，台湾已成为一
个完全新闻自由的国家，这是人权、自由、

“文化中国•魅力新疆”艺术团
马中艺术交流汇演
本会受邀参与由中国海外交流协会、中
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及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
会主催, 华总-全国华团文化咨询委员会主办
的“文化中国• 魅力新疆”艺术团──马中艺
术交流汇演,于 2012 年 12 月 23 日(星期日),
晚上 7 时 30 分假吉隆坡陆佑路中国学校大礼
堂成功举行。
这次中国海外交流协会特别安排由中国
新疆少数民族为主体的演出,是希望让海外人
士认识与欣赏中国少数民族的传统艺术文化；
其次,舞蹈员皆是新疆信奉伊斯兰教的少数民
族,可与信奉同一宗教的本国巫族同胞进行文
化交流,进一步的拓展多元种族之间的认识与
交流,也提升两国的友好关系。
“文化中国•魅力新疆”艺术团演出 13
项节目,包括中国声乐、乐器、新疆少数民族
舞蹈等,主办单位也安排了由雪隆舞蹈协会呈
献的“五彩缤纷马来西亚”以及由马来西亚

旅游部派遣的 MyCEB 呈献之“Dia Datang”,
演绎沙巴和砂拉越少数民族伊班族、乌鲁族
及卡达山族通过“吹箭”和跳竹竿的技巧,
展现他们的英雄气概。
当晚华总会长丹斯里方天兴及新疆艺术
团团长李民先生先后致词, 并由教育部副部
长拿督魏家祥博士主持开幕；出席贵宾包括
中国驻马大使柴玺伉俪、林动参赞、华总永
久名誉会长丹斯里吴德芳和丹斯里林玉唐、
大会主席拿督斯里李锦贤及本会署理总会长
张雅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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槟城

槟城讲座会
林宛莹细述中文之美
文协槟州分会于 2012 年 11 月 4 日晚上
7.30 假槟城城市海湾酒店 Sri Gangsa 会议厅举办
“中文之美” 讲座，邀请林宛莹主讲，林宛莹
为文协总会的文学组主任，目前为华中师范大
学文学博士研究生。她的著作包括《守着心灵，
守着你》及散文集《散文。以悠之名》。她在
讲座会说，中文的美实在太美、太广，无法带
领出席者一一细览，却能带大家略略神游，感
受中国语言、文学及文化的美丽力量。
她说，要体验中文的美，要从中国文字的
源头甲骨文谈起，简析中国书体流变及特点构
造，然后再进入文学部分，感受文与字结合后
的力量。
在文学部分，林宛莹主要带领出席者赏析
唐诗宋词，谈诗人李白与杜甫两学种不同的生
命情调，及苏东坡的不朽名作。

林宛莹赠送著作给拿督郭家骅(左二)，由郑荣兴(左一)及郑
达明陪同。

此外，她也分享了渗透在中国文学中的儒
家精神与道家精神，漫谈文学如何千年美丽。
她说，要感受中文之美并不难，只需要具
有简单的基本知识及培养审美的心灵，中文之
美可随手拈来。
文协槟州分会主席拿督郭家骅受邀致词。
出席者包括槟州分会署理主席郑荣兴及副主席
郑达明。

全国微型小说创作比赛颁奖典礼
全 国微型小 说创作比赛成绩揭晓，文 协
槟城州分会于 2012 年 11 月 18 日 12 时 30
分假槟城中华海鲜餐厅举办颁奖典礼。
主办单位共收到 200 多份参赛作品，评
审从作品中选出了冠亚季军，10 名优胜奖及
10 名入围奖。
槟 州分会主 席拿督郭家骅在致词时说 举
办这 项比赛的目的是希 望提升同 胞们的华文
写作 风气，提高华文小 说创作水 平、鼓励华
文的 运用，以及发扬华 人文化， 这是文协槟
州分 会首次主办的活动 。明年将 继续主办，
希望打造微型小说成为槟城的文化品牌。
公 开 组 冠 亚 季 分 别 可 得 1000 令 吉 、
800 令吉及 500 令吉，优胜奖为 150 令吉，

拿督郭家骅颁奖予得奖者，右起亚军吴鑫霖的代表施月潭、
季军李佩燕及冠军王书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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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围奖为 100 令吉及奖状；学生组冠亚季可
得 500 令吉、300 令吉及 200 令吉，优胜奖
为 100 令吉，入围奖为 50 令吉及奖状。
出席者尚有筹委会主席朵 拉，槟城 州分
会副主席郑达明。

公开组得奖名单
冠军：王书斌《泊车位》(槟城)
亚军：吴鑫霖《路口的树》(马六甲)
季军：李佩燕《鼾声》(吉隆坡)
学生组得奖名单
冠军：蔡传田《机器人》(槟城)
亚军：马瑗 徽《真相》(吉打)
季军：陈子豪《剪刀石头布》(柔佛)

入围者及获奖者大合照。后排右五起为朵拉及拿督郭家骅。

值此农历癸已年新年来临之际，谨向您及您的家人
致以节日的祝福和问候。恭祝：

新年进步

万事如意

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
总会长戴小华暨全体理事

同敬贺

文协看板
优良华文出版作品
参加华侨救国联合总会2013 年华文著述奖甄选事
说明：
1. 台湾华侨救国联合总会为复兴中华文化、促进海外文化事业，奖励优良华文著述，订定
“华侨救国联合总会 102 年华文著述奖申请办法”
，并自 2013 年 1 月 1 日起至 6 月底受理
申请。奖项及名额分为学术论著奖一至三名、文艺创作奖三名及新闻写作奖二名等。
2. 相关讯息请参阅该总会网站：http:www.focat.org.tw。

7

总财政拿督刘国泉赞助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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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29839922 jinxian9922@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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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