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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国忠：文化发展应采圆融方式
担任新书讲评人的何国忠博士在推介时
指出，大马华人文化的发展已显得更专业，
也因为如此，才能在中华文化圈有立足之地。
“80 年代、90 年代初的学术活动、学术
会议是少之又少，而今天我们看到的学术活
动是多得不胜枚举，这整个发展使到我们的
心态出现了变化。”
他认为，发展所带来的变化有好有坏，
左起：陈志雄(代表林锐洝)、拿督陈志勇、丹斯里林玉唐、拿督何国忠博士、
虽然活动不够集中，但这也使到文化领域的 拿督柴玺阁下、钟正山、戴小华、陈健发(代表拿督邝汉光)。
分工越来越细腻，也因此显得越来越专业。
“像今天，我们在文学领域有出色的学
又缺少判别其功过失的可靠标准，所以文化
者，在绘画、艺术、书法等文化领域也有优
界的生态也渐渐落后于社会前进的主流。
秀的人才，这样的面貌使到我国华人文化有
“在这种情况下‘文化人’的队伍变得
立足点。”
越来越枯窘，越来越寥落，使得当今社会对
他指出，文化发展应采用“圆融”的方
财富和权力的追求更强于对文化的追求。”
式走下去，不同的文化应该进行更多正面的
她指出，推进文化发展，基础在于继承，
互动，互相扶持的同时，不要忘了为自己打
即从过去的经验中择其精华弘扬再进而创新，
气。
有了继承、弘扬和创新三个进程，才能使得
他最后说：若要文化有更好的发展，走
一个民族的文化生生不息。
向全球化，大众的支持才是最重要的。
她感谢和她一起参与编辑工作的柯金德、
戴小华：未来藏有尚未知晓答案
刘崇汉、文协秘书处，以及余斯福的封面题
字，同时也要感谢丹斯里林玉唐、拿督邝汉
总会长戴小华在致词时表示，马华文化
光、拿督陈志勇、林锐洝的热心赞助赠书。
在我国存在先天不公平性，至今仍未被纳入
还有马华历任总会长为本书题的祝福语，以
国家文化的一环，而未来我们将继续走的道
及前中国文化部部长、著名作家王蒙、东亚
路上，始终还藏有我们尚未知晓的答案。
研究所主席王赓武教授为本书所写的鼓励的
她说，正是因为这种不公平性和未知性，
话。
再加上文化工作无法达到立竿见影的成效，

马中书法交流会
言恭达教授墨宝赠本会
配合〈文化高峰论坛〉的举行，本会联
合马来西亚创价学会于 8 月 27 日下午 4 时
30 分在创价学会综合文化中心举行一项马中
书法交流会。中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全委
会会员，也是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的言恭
达教授，在现场与我国书法家作挥毫交流。
文协陪同出席者为总会长戴小华、副总会长
余斯福及朱绍瑛、创价学会代表为理事长许
锡辉、公关部同仁崔国姗、陈艳君及谢国平。
我国书法家代表共六人亦受邀出席交流，
他们是：王雅(马来西亚书艺协会会长)、廖锦
荣(马来西亚书艺协会副会长)、符永刚博士
(马来西亚国际现代书画联盟总会长)、陈健诚
(中华人文碑林顾问)、谢忝宋博士(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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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朱绍瑛、言恭达教授、戴小华、余斯福。

草堂门金石书画会会长)、拿督吕天来(马来西
亚草堂门金石书画会)。本会获言恭达教授赠
送墨宝一幅，作为珍藏，会后由创价学会招
待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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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高峰论坛──交流•融汇•跨越〉

马中新台学者各抒卓见
本会于 8 月 24 日在吉隆坡安邦路 Corus
酒店宴会厅主办由中、新、台及我国著名的
文化学者，就论坛主题〈交流•融汇•跨越〉
提呈论文并讲演。
是项论坛于早上 10 时 30 分至下午 5 时
30 分举行，邀请负责督导台湾教育部/文化部
/故宫的学者专家黄光男政务委员发表主题演
讲：国际文化交流远景与策略──文化行政
与政策管理。
黄光男政委说，作为一名文化从政者，必
须要拥有公益性、生活性、文化性、精致性、
价值性的信念与态度，同时内容也更重于学
性，也就是说，精神要重于形式。
第一场主讲人为：1. 中国传媒中国美术
院副院长言恭达教授，讲题：多元文化对话
与中华和文化价值；2. 南方大学学院中文系
副教授安焕然博士，讲题:中秋园游会与“文
化新山” ；3. 博特拉大学高级讲师庄华兴博
士，讲题:时代嬗变中的“马华文化” ；4.
时评人孙和声，讲题：马来人思想与价值评
述。
第二场主讲人为：1. 国立台湾文学馆馆
长李瑞腾教授，讲题: 砂华文学的价值；2.
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吴义勤教授，讲
题:文学博物馆--文学价值积累与传承的殿堂

王润华博士

言恭达教授

左起：庄华兴博士、杨有为、安焕然副教授、孙和 声。

黄光男政务委员

(以中国现代文学馆为例) ；3. 中国广州暨
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王列耀敎授，讲题:回眸与
前瞻—马来西亚华人文化与中国的文化交流
述评。
大会也邀请杨有为及南方大学学院院长祝
家华博士担任主持人，参议人有：陈友信会
长、陈亚才、陈锦松及白舒荣。
南方大学学院资深副院长王润华教授在总
结中说，政府仍以殖民地时期遗留下来的政
策，要将不同的文化融入和创造一个新的所
谓的大马文化，不过这种政治性很强的国家
文化，其实是消灭民族传统文化的政策。
文转第 5 版

吴义勤教授

祝家华博士

李瑞腾教授

王列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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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席访马
与华团午宴欢聚

前排坐者右 7、右 8 为习近平主席伉俪。第四排右 5 戴小华。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伉俪，一连三天莅
临我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显示着马中两
国特殊及渊远流长的联系。
本会总会长戴小华受马中商务理事会及联
办华团邀请出席于 10 月 4 日中午 12 时在吉
隆坡香格里拉酒店举行的习近平主席与华团
代表午宴。
在午宴开始前，主办单位特别安排来自全
国华商华团的 94 名代表，与习近平彭丽媛伉
俪合照，留下历史性一刻。
在欢迎午宴上，习近平主席向政商文教界

致词，希望华侨华人朋友抓住中国崛起的机
遇，为中国和大马共同发展多作出贡献。
习近平称赞马来西亚华人对中马关系发展
牵线搭桥，没有大马华人的努力，就没有马
中关系今日的局面。
他说，他曾听说，马来西亚歌手梁静茹在
中国广为人知，许多中国人还以为她是中国
人。
本会总会长同时受邀出席于下午 3 时在吉
隆坡会展中心举行的马中经济峰会。

联合宴请中国海外交流协会访问团
华总联合本会、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马
中友好协会、马中经贸总商会、七大乡团协
调委员会、马来西亚华人姓氏总会联合会及
马来西亚儒商协会于2013年7月4日假阳城宴
会厅宴请中国海外交流协会访问团，出席者
包括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兼海外交流
协会常务副会长裘援平、华总永久名誉会长
丹斯里吴德芳、丹斯里林玉唐、拿督邱财加、
马来西亚中华总商会会长拿督林国璋、名誉
会长丹斯里杨忠礼、丹斯里李深静、署理总
会长拿督戴良业、副总会长丹斯里林锦胜、
马中经贸总商会总会长拿督黄汉良、七大乡
团协调委员会主席缪进新、马来西亚客家公
会联合会拿督杨天培、马来西亚林氏宗亲总
会总会长拿督林家仪博士、马中友好协会副

会长丹斯里陈炎顺及教总主席王超群。
出席晚宴的本会代表为总会长戴小华、署
理总会长张雅诰、副总会长朱绍瑛、理事拿
督斯里洪来喜、邓培乐、陈美宏。

左起：陈美宏、邓培乐、 洪来喜、裘援平、
戴小华、朱绍瑛、张雅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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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小华受邀出席
“2013 相聚上海共谋发展” 活动
由中国上海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
上海市海外交流协会于 9 月 27 日在上海主办
“2013 相聚上海共谋发展”活动并同时举行
“侨心共筑中国梦”征文颁奖礼。国务院侨
办副主任何亚非、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周汉民、
上海侨办主任徐力出席。此项活动旨在大力
弘扬广大华侨华人的传统美德，讴歌广大华
侨华人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展示广大华侨
华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贡献的良好形
象。
此次征文比赛共收到来自世界各地华侨
华人，归国侨眷征文共 559 篇。
在颁奖礼上总会长戴小华受邀代表海外
嘉宾发言并朗读其作品《我的中国梦》。在
其文章内，最后她说道：“我对我的精神家

园─中华文化始终怀有梦想。因为她是博大
精深的，是中庸和谐的，所以，在人类千姿
百态不同的文明中，她应有能力跨越各种障
碍担负起促进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不同国
家间相互理解，以及懂得欣赏、享受、喜悦
彼此文化上的差异并能成为引领人类政治清
明，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文化昌盛的重要
罗盘。让身为中华民族的我们因拥有这样的
伟大文明而引以为傲为荣。这就是我的中国
梦。”
她在接受受访时表示，此活动让海外华
侨华人以文字的方式抒发了自己对中国的情
怀与感触，也是一个机会让中国了解海外华
侨华人的想法和心声。

戴小华(站立者)代表海外嘉宾发言。左二坐起：徐力、何亚非、周汉民。

文接第 3 版
参议人隆雪华堂会长陈友信将中国比喻为“生母”，将马来西亚比喻为“养母”，认为华人
的文化根源不应该被切断。
他说，也许因爱国情操而产生的‘去中国化’和‘断奶论’，是受到了当初台独思想的影响。

陈友信会长

陈亚才

陈锦松

白舒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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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流星雨更美的华乐飨宴
〈乐浪〉──2013 年全国华乐独奏公开赛
“乐浪”2013 年全国华乐独奏公开赛
（简称为“乐浪”）在 2013 年 8 月 11 日及
12 日于登州文化及艺术局辖下的文化剧院圆
满举行。
颁奖仪式由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署理
总会长张雅诰，副总秘书曾剑青，三位大会
资深华乐人士林玲教授、欧光勋教授和侯广
宇教授，在登州华人文化协会主席林玉通陪
同下主持。
这次是登州分会第三次主办《乐浪》全
国华乐独奏公开赛。前两次的赛会都得到州
政府及文化部拨款赞助，而这届只得到文化
部豁免剧院的租金。幸得本地华社、总会和
台湾侨务组的大力支持与赞助下才能圆满成
功举行。
本届比赛共分四组，那就是拉弦组，吹
管组，弹拨甲组（古筝和古琴）及弹拨乙组

（其他弹拨乐器）。参赛人数计有拉弦组 46
位，吹管组 31 位，弹拨甲组 31 位以及弹拨
乙组 62 位共 170 位。值得一提的是除玻璃市
外，参赛者来自全国各地包括砂拉越和沙巴。
本届比赛的评委是来自台湾的欧光勋教
授和来自中国的林玲教授及侯广宇助理教授。
在他们以专业及负责任的精神的评审下，各
组优胜者在无异议下顺利产生。

大会嘉宾与各组比赛得奖者合影。

槟城

相声艺术研习营
中国讲师授招

第二届全国华文微型小说
反应热烈

本分会于 2013 年 5 月 25 日早上 8 时 30 分
至下午 5 时 30 分在光大 5 楼视厅室 C 举行相
声艺术研习营，邀请中国讲师徐涛与刘霏主
讲。参加者为中小学老师及对相声艺术教育有
兴趣的工作者，研习营属免费，并提供讲义、
证书及午餐茶点招待。当天出席者有 150 人。
本分会主席拿督郭家骅表示，主办此研习
营旨在推动华族优秀传统文化艺术；推展并提
升我国校园相园相声艺教育的活动和素质及推
广和提升华文华语的学习。
是项活动由槟州华人大会堂文教组及本分
会联办，教育部副部长办公室支持。

由本分会主办的第二届全国华文微型
小说创作赛入围名单已出炉。中学组与公
开组各有 23 份作品入围，颁奖日期预定 11
月 30 日举行。本分会主席拿督郭家骅在新
闻发布会上说，今届的比赛反应比上一届
好，获得 245 人报名参加。
是项活动分别邀请华中师范大学博士
研究生林宛莹、日新独中校长陈奇杰(小
黑) 和金宝拉曼大学讲师辛金顺为评审员。
当 天 出 席 者 有 署 理 主 席 准拿 督 郑 荣
兴、副主席王世昌、林文辉、财政黄国辉
及理事准拿督谢镒嵘。

工委会成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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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讯

钟正山荣获资深艺术家奖
配合国家视觉艺术馆(BSVN，前称国家画
廊) 欢庆成立 55 周年，55 名国内资深艺术家
获得表扬。本会永久名誉会长也是大马艺术
学院创办人钟正山教授是受表扬者之一。
旅游及文化部长拿督斯里纳兹里在表扬
晚宴上致词时说，国家视觉艺术馆已通过一
个援助基金，拨出 50 万令吉来协助这些有贡
献的艺术家，向海内外人士推广他们的艺术
作品。

李锦贤荣获拿督斯里勋衔
本会副总会长，
也是本会彭亨州分会
主席拿督李锦贤于
2013 年获彭亨州苏丹
阿末沙殿下 82 岁华诞
封赐 SSAP 拿督斯里勋
衔。
李锦贤现任马来
西亚惠州会馆总会
长、华总全国华团文
化咨询委员会主席。

郑水兴荣获拿督斯里勋衔
洪来喜荣获拿督斯里勋衔
本会理事拿督
洪来喜局绅于 2013
年 3 月获彭亨州苏
丹阿末殿下 82 华诞
封赐 SSAP 拿督斯里
勋衔。
洪来喜是优美
控股有限公司董事
总经理，也是马来
西亚华裔经贸总会总会长，马来西亚宗乡青
慈善与教育基金会董事主席。

吴恒灿荣获拿督勋衔
本会理事吴恒
灿于 2013 年荣获彭
亨州苏丹阿末沙殿下
82 岁华诞封赐 DIMP
拿督勋衔。
吴君也是马来
西亚首要媒体集团中
文顾问，现任马来西
亚汉文化中心主席、
马来西亚翻译与创作
协会会长及大马华语规范理事会委员，曾任
马中友好协会创会秘书长，并在马中建交 30
周年荣获《文化友好贡献奖》。

本会理事郑水兴
于 2013 年获彭亨州苏
丹阿末沙殿下 82 岁华
诞封赐 SSAP 拿督斯里
勋衔。
2010 年，他成立
郑水兴国际房地产投
资俱乐部。他也是
REX 国际投资咨询公
司首席顾问，属全面性投资顾问兼企业家。
荣获 2010 年全球金品奖杰出品牌人物奖及
21 世纪成功品牌精英榜等奖项。

谢镒嵘荣获 DJN 准拿督勋衔
本会理事谢镒
嵘于 2013 年 8 月荣
膺 槟 州 元 首 华 诞准
拿督 DJN 勋衔。谢
君 现 任 富 裕 保 险代
理 商 东 主 ， 大 众信
托 基 金 营 业 顾 问。
他 热 心 华 社 公 益，
担 任 槟 城 皇 城 狮子
会 创 会 会 长 、 明德
正分校董事会总
务、明德校友会义务总务、温馨联谊会英文
书、惠安公会理事。现任华人大会堂永久会
员、吉隆坡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中央理
事、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 (槟城分会 ) 理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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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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督斯里李锦贤 Tel: 0129839922 jinxian9922@gmail.com, 登嘉楼: 林玉通 Tel:012-9288628 gekthor@g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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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