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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1 月 16 日，我会召开年度会员大会，顺利产生第十三届中央理事会。张雅诰获选为新任总会

长，戴小华则受委为永久荣誉总会长及会务执行顾问。 

前排左起：罗秋雁、拿督郭家骅、余斯福、拿督刘国泉、张雅诰、戴小华、黄振仲、拿督斯里李锦贤、

朱绍瑛、曾 剑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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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生态之旅 
戴小华出席世华旅游文学研讨会 

 

 

 

 

 

 

 

 

 

 

 

 

 

 

 

 

 

2013 年 11 月 28 日至 29 日，第四届世界华

文旅游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港澳跨境举行。 

本会永久荣誉总会长暨会务执行顾问戴

小华受邀出席于香港中文大学行政楼祖尧会议厅

举行的开幕仪式，会议主题是“文化生态之旅”。 

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专家逾百名与会，总计

发表论文达 70 余篇，规模为历届之冠。研讨会于

29 日在澳门世界贸易中心莲花厅圆满闭幕。 

 

 

 

 

 

 

 

 

 

 

是项活动由香港中文大学联会、世界华文文

学联会、香港世界华文文艺研究学会、澳门中华

文化艺术协会、澳门史学和暨南大学文学院等单

位联办。 

大会邀请余秋雨、刘再复、严家炎、罗多弼

等人发言，以及喻大翔教授为研讨会作出总结演

讲。 

经过两年一度的浇灌根脉，旅游文学越见枝

繁叶茂，结出丰硕成果，散播至整个华文文学世

界。 

 

 

总会长张雅诰出席 

马台年终感恩餐会 
 
总会长张雅诰于2013年12月29日受邀出席了驻马来

西亚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的年终感恩餐会。马台政经文

教界代表济济一堂，通过餐会加强交流及增强合作关系。

餐会是在森州汝来隆盛佛跳墙大酒家举行。 

 

当晚驻马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代表罗由中呼吁我国

积极考虑与台湾签署经济合作协议，开拓更大的发展空

间。 

与会学者与嘉宾在澳门世贸中心举行的闭幕礼上合照留念。坐者后排左 7 为本会永久荣誉总会长暨会

务执行顾问戴小华。 

 

 

 

 

 

左起：张雅诰、高泉金、刘华才、郭明发、陈友信、

吴立洋、姚迪刚及丁重诚夫人出席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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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团设宴欢送中国大使柴玺任满荣休 

 

本会联合华总、中华总商会、马中经贸总商

会、七大乡团、华人姓氏总会、八大华青等主要

华团，于2013年12月29日在吉隆坡 Ritz Carlton 酒

店设宴欢送任满荣休的中国驻马特命全权大使拿

督柴玺及拿汀张茹芬。 

他在致词时说：马中两国领导人建立起非常

亲密的关系，是两国人民的福音，这同时也是两

国关系迅速发展一个重要里程碑。他也不忘感谢

在任期 3 年来给予他帮助和支持的人。 

张雅诰盼马中密切交往 
本会总会长张雅诰受邀代表文化团体致词。

他说：马来西亚与中国文化领域应有更密切的交

往，因为大使在文协主办的一项新书推介礼上曾

表示希望有更多的大马文化人投入文化事业。他

期待日后马中两国的文化人，艺术家有更多的交

流和互相学习的机会。文协将会在双边交流的过

程中，汲取和借鉴不同文化和艺术的养分，充实

自己。  

  

7 华团设宴欢迎新任中国大使黄惠康 

为欢迎新任中国驻马大使黄惠康博士走马上

任，7华团于2014年1月22日设宴款待，华团领袖

及商界巨擘踊跃出席，场面热闹。 

联办宴会团体包括本会及马来西亚中华大会

堂总会(华总)、大马中华总商会、马中总商会、

大马七大乡团协调委员会、大马华人姓氏总会联

合会及八大华青。 

黄惠康大使在致词时指出，中马两国贸易增

加，投资就会增加，并相信中国对马来来西亚的

投资少于马来西亚对中国投资的状况很快就会改

变。 

黄惠康伉俪莅临现场时，亲切地与华团领导

代表握手寒喧，互相问好，并在进餐时，在中国

大使馆领事参赞林动的陪同下，到各桌向嘉宾敬

酒。 

出席嘉宾包括七大乡团协调委员会主席缪进

新、马来西亚华人姓氏总会联合会会长陈锦龙、

本会会务执行顾问戴小华、总会长张雅诰、八大

华青总协调方嘉雄、企业家丹斯里杨忠礼、丹斯

里李深静、丹斯里吴德芳、丹斯里钟廷森、丹斯

里古润金、丹斯里林玉唐及丹斯里蔡马友等。 

当晚与会理事：槟州分会署理主席准拿督郑

荣兴、副总会长拿督斯里李锦贤、总会长张雅诰、

永久荣誉总会长暨会务执行顾问戴小华、总秘书

陈健发、总财政朱绍瑛、副总财政陈美宏及理事

邓培乐。 

左起：黄素珍、张雅诰、朱绍瑛。 左起：郑水兴、黄伟平、陈健发、拿督刘国泉、张雅诰、拿督柴玺、拿汀张茹芬、

朱绍瑛、陈美宏、祝金梅、吴宝光及邓培乐。 

在欢迎宴上本会赠送一幅由署理总会长余斯福(左五)亲自题写的

《负重致远》书法轴卷给黄惠康大使(左四)。 



总会活动汇报 
 

 
4 

 

 

中国大使履新迎新春 

华团领导欢喜聚一堂 
 

中国驻马大使馆为欢迎中国新任大使黄惠康夫妇抵马履新及庆祝2014年

甲午马年新春佳节， 于2014年1月28日晚在吉隆坡大华酒店宴会厅举行招待

会，邀请我国政经文商界名人以及各国使节出席，冠盖云集，场面热闹。本

会为受邀团体之一。 

新任中国大使夫妇亲临接待宾客，现场散发浓厚的佳节气氛，不少宾客

以一身旗袍、马褂等华人传统服装打扮出席，大家欢聚一堂，互相交流，洋

溢着新春的气息。 

本会永久荣誉总会长戴小华、总会长张雅诰、总财政朱绍瑛及霹雳州分

会主席马图伟出席了晚会。 

 
 

迎接马中建交 40周年 ★ 国际相声汇演成功 
 
 

配合马中建交40周年，由中国、台湾、新加

坡及我国优秀相声演员参与的“2014年国际相声艺

术交流大汇演”，已在2014年4月12日及13日，分

别在吉隆坡及马六甲举行。 

是项活动由马来西亚儒商协会主催、剧艺研

究会主办，本会、华总全国华团文化咨询委员会、

留台联总、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亚太清华总

裁工商联合会及大马多元文教交流会联办。 

其他协办单位尚有北京嘻哈包袱铺相声表演

团、台北曲艺团、新加坡新凤相声学会、大马飞

蒲文化艺术中心及“说学院”相声艺术中心。 

为响应华总发起的思想兴革运动，大汇演省

略一切仪式，让演员专注演出。 

当晚的演员，包括中国国家一级相声表演艺

术家刘伟、相声世家赵伟洲、迟永志、刘金霏；

台湾的叶怡均、刘越逖；新加坡黄家强、秦占宝、

钱翰豪及大马姚智祥、何佳文、苏维胜及纪庆荣。  

吉隆坡区演出于 4 月 12 日晚上 8 点在雪隆

海南会馆(天后宫)大礼堂准时开演，出席的贵宾、

老师、学生、与社会人士，人数高达一千两百人

以上，全场爆满，反应非常热烈。马六甲区的演

出则在 4 月 13 日下午 1 点半，在马六甲培风中学

大礼堂演出。当天出席人数高达两千左右，反应

不逊吉隆坡区。 

国际相声大汇的节目分为 7 个环节，12 位相

声演员轮流上阵，表情生动有趣，利用自己独有

的特色与幽默逗乐所有的观众。 

演出当天有不少贵宾出席，包括中国驻马大

使黄惠康等，使到大汇演增添光色彩，演出在观

众的笑声与各单位的协助下划下完美的句点。 

 
 

戴小华与教总主席王超群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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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华与华团领袖新春晚宴叙旧 

马华新领导层为拉近与华团的距离，于2014年1月19日

晚上举办新春交流晚宴，马华元老及主要华团领导人应邀

与会，本会总会长张雅诰亦出席。马华总会长拿督斯里廖

中莱致词时说：马华与华团关系密切，有赖各领导人提供

意见给予鼓励及支持，因为只有结合集体力量，才能发挥

更大的力量。  

 

巴生慧德书院文教活动计划开跑 

为协助我国华社企业家和社团组织，在传承

文化上扮演重要角色，本会配合华社整合资源制

度化推动文化工作，在社区主办并传承文化教育。 

本会受巴生永安彗德书院社区文教推广中心

的邀请成为主催单位，参与社区文教活动计划，

主要提供儒学、儿童读经、艺术、花艺、书画、

营养学茶道、声乐等课程。推介礼于2014年1月4

日举行，本会总会长张雅诰在致词时说，当今社

会病态愈发严重，单靠学校教育体系是不足以改

善社会问题，故须推动社区文教活动，以文化儒

学来打造美好社会。 

慧德书院将以社会大学的模式，不管男女老

幼都可以参与学习课程。  

慧德书院社区文教推广中心主席也是本会总

秘书 陈健发表示，这项社区计划的终极目标是提

倡终身学习，通过宣扬儒家的文化礼教，把巴生

永安镇打造成一个理想和安宁的文化社区。 

当天出席者包括该院学术顾问符永刚、本会

署理总会长余斯福、陈健诚及明吉法师。 

共享空间专业舞团 
与彰化县极限轮椅舞团 

缔结为国际伙伴  
 

共享空间专业舞团与喜乐小儿麻痹关怀协会

极限轮椅舞团在 3 月 24 日在彰化县政府举行《搁

叫一声阿嬷》记者会，并在该县副县长柯呈枋的

见证下，签订盟约成为“国际伙伴”，一起携手、

同心合力，矢志为两国的艺术文化发展，共同创

造生命尊贵价值。 

舞剧《搁叫一声阿嬷》由编舞家马金泉特别

创作，将由两团联合演出，以台湾二林喜乐保育

院创办人“美国阿嬷”玛喜乐无私带大小儿麻痹

患者的真实故事为脚本，感念她一生在台湾照顾

小儿麻痹患者，借以诠释身心障碍者对生命的热

诚与积极不服输的态度。该舞剧将于3月29日及4

月3日晚上，分别在彰化演艺厅及员林演艺厅演出。

共享空间还特别演出马金泉与叶忠文著名的作品

《黑白变》、以书法家及教育家沈慕羽为编舞题

材的《石在火不灭》及联合台湾世界轮椅冠军林

秀霞合作的《携手》。台湾极限轮椅舞团也呈献

经典作品《心电感应》及《四舞亨通》。 

另外，多家电视新闻及网络媒体还特别报导

了缔盟记者会，见证“台湾彰化走出去，马来西

亚走进来”的一刻。舞团总监马金泉及艺术总监

叶忠文对这一次缔结“国际伙伴”感到非常荣幸，

希望通过这一次的伙伴缔结，能够为两国带来更

多人文关怀、文化及艺术的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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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文学星云奖征文‧欢迎大马写作者参与 
李瑞腾主持交流会•戴小华讲报道文学 

 

  
台湾公益信托星云大师教育基金主办的

“2014 第四届全球华文文学星云奖”已向全世界发

声，邀请文学爱好者寄出历史小说、报导文学和

人间佛教散文，以期使文学之美善能有效发挥其

净化社会人心之功能。 

 

全球华文文学星云奖评委委员会主委、台湾

文学馆馆长李瑞腾于3月30日特别到吉隆坡来主持

“全球华文文学星云奖创作文学交流会”，希望把

这项征文消息带到大马文坛，广邀大马写作者参

与。 

 

在邵氏广场紫藤茶艺馆举行的文学交流会上，

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学院资深副校长兼中文系教授 

王润华、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永久荣誉总会长

戴小华、马华作家永乐多斯和星洲日报副执行总

编辑曾毓林皆受邀为嘉宾，分别以“我看全球华文

文学星云奖”、 “谈报导文学”、“谈人间佛教散文”

和“谈文学奖的时代意义”参与讨论。讲座由马来

西亚佛光文化总编辑沈明信主持。 

戴小华：报导文学具 5 特性 
 

戴小华指出，报导文学有五个特性，即新闻、

时代、真实、文学与思想。运用纯朴的文学方式，

把具有时代意义，符合真实原则的社会新闻进行

记载与议论工作，启示读者的心灵。这是具有历

史与文学参考的价值作品。 

 

 

 

 

华团代表公祭抗日先烈 
 

本会署理总秘书刘崇汉代表出席于4月3日在

吉隆坡广东义山南侨技工纪念碑前举行的“马来

西亚华人各界公祭抗日先烈”活动。 

华总总会长丹斯里方天兴、马华总会长拿督

斯里廖中莱、中国驻马大使黄惠康分别致词后，

由主祭方天兴为逝者献上花圈。共有100余位代表

出席仪式，集体静默一分钟，众华团领袖放生了

38只和平鸽，象征马新沦陷三年零八个月的日子，

大会选择在清明时分缅怀先烈和弘扬他们伟大的

抗战精神，也深深的表达热爱和平、反对战争的

心声。 

 

 

马华与华团交流会  •  近百代表出席 
 

 

马华新领导层于4月23日下午5时在马华公会

13楼首次与华团领袖举行交流会，本会总会长张

雅诰受邀出席，当天共53个华团约百名代表出席

这场为时2小时的闭门交流会议，由马华总会长拿

督斯里廖中莱亲自主持。与会代表盼马华能发挥

力量，最终促成政府施行更多利国利民政策，改

善治安，带动私人投资，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和国

民团结。会后，大家移步至三春礼堂共用晚餐。 

本会总财政朱绍瑛、副总财政陈美宏及执行

秘书黄素珍与会。  

交流会嘉宾与马佛光山总主持觉诚法师（右四）、佛光文化执

行长如行法师（右二）、国际佛光会马来西亚协会林汶阶（右

一）在现场推介世界华文文学星云奖。（图：星洲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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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访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代表 

文协盼提供更多文化合作项目 
 

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总会长张雅诰及理事

一行 5 人于 4 月 23 日前往驻马来西亚台北经济文

化办事处进行拜会及交流，该办事处为本会首次

面对面进行交流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罗由中

代表十分欢迎本会日后组团赴台北作文化重点考

察, 尤其是检送侨委会海外敎学辅导计划申请文化

老师需求的安排，将给予最大的协助。 

总会长在致词时表示本会极重视今日的交流

会, 希望把握住沟通这一契机,加强双方联系,促

进文化交流活动的深入开展。他说: 就让我们从

现在开始, 通过真诚的合作, 提供更多的文化合

作项目,建立彼此的友谊。 

季昭华教授6月巡回讲座 

本会为推动及传扬武术敎育,通过驻马台北经

济文化办事处侨务组的协助，特定6月28日至7月7 

日邀请台湾季昭华武术敎授前来我国巡回吉隆坡，

槟城，马六甲，森美兰及巴生进行数场的武术讲

座交流示范敎学活动。 

武术可说是智仁勇的体认与表现，中华民族

自古即非常重视武术教育，尤其是文武合一的教

育，所以孔子随身佩剑以防身，主张以六艺教育

学生，其中射御两项就是武术的教育。届时季敎

授将会和大家分享发掘不完的武术敎育宝藏。  

交流会过后，罗由中代表，高泉金公使，侨

务组组长林渭德，文化组组长桂业勤及秘书林素

珠与大家共享午餐，双方互赠出版物以资纪念。 

文化协会当天出席成员有总会长张雅诰、副

总会长曾剑青、副总财政陈美宏、理事邓培乐及

执行秘书黄素珍。 

 

 

 
 

成立 MH370 基金   奉献关爱 
 
 

屋业顾问拿督斯里郑水兴，于4月20日在马

华大厦举行一场讲座会，主题为“MH370事件对

大马旅游业及房地产的影响”，他希望通过这次

的讲座，成立“MH370基金”小组，将当天收入

悉数充作基金，尽棉力奉献关爱。本会受邀成为

讲座会支持单位之一。 

郑水兴在 M101创办人兼执行董事拿督叶廷

浩、马中总商会副会长拿督林恒毅、本会总秘书

陈健发及大马房产杂志市场总监钱兴隆陪同下，

在4月5日召开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有关活动。 

郑水兴说，MH370事件对马中两国带来多层

次影响，包括旅游、房地产及文化，因此，必须

采取更积极的做法进行修补。他说，这事件在初

期没有估计到影响的层面，但后来的发展，不得

不正视其冲击力。 

他表示，政府和民间团体在事件发生后，皆

作出许多努力，并希望冲击是暂时性的，对未来

长远的投资及合作关系不受影响。 

左起：桂业勤、林渭德、罗由中代表、张雅诰、曾剑青、陈美宏、黄素珍。 

左起：陈健发、叶廷浩、郑水兴、林 恒毅及钱兴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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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全国微型小说创作比赛颁奖典礼 

暨《唯一的红玫瑰》推介礼 
 

本分会于2013年11月30日中午12时假槟城茗

园大酒家举行2013年第二届全国华文微型小说创

作比赛颁奖典礼暨《唯一的红玫瑰》推介礼。 

槟州分会主席拿督郭家骅表示，一个国家如

果要持续的发展，就必须做到硬体设备和文化软

体双轨并行。 

他认为，文学家也可以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他们可以在小说中把社会上的事情反映出来，让

人期待更美好的明天。 

“这是个微型小说的时代，而华人文化协会

的主要工作是承续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同

时，积极推动华文微型小说的发展。  

 他说，写小说就是讲故事，写作与文学可

以发出心中的感情思想，提升心灵层次及使人更

有气质，并提升文化水平。 

“就如莫言所说的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然

而不把真理和正义当作一回事的也大有人在，希

望所有人把小说当作一面明镜，真理和正义摆在

面前，如果不改正就请消失吧，因为社会是要前

进的。” 

他也宣布把全国华文微型小说两届创作比赛

的得奖作品出版成辑。他表示，微型小说并不是

现今才有，清代的《聊斋志异》也可算是微型小

说，这些作品把不良社会风气反映出来，充满了

教育性，流传至今，并被人民翻拍成电影和电视

剧，希望《唯一的红玫瑰》也能做到这一点。 

 

 

 

 

 

 

 

槟分会呼吁华团 

反对马大中文系降格 
  

文协槟州分会主席拿督郭家骅及署理主席准

拿督郑荣兴于4月27日举行全槟口琴比赛新闻发布

会时，对于马大中文系降格， 提出看法。 

拿督郭家骅说，本分会反对将马大中文系

“降格”为“中文组”或“中文课”。 

他也呼吁国内华团，反对马大中文系“降

格”。 

“中文在世界的地位越来越重要，马大中文

系也是一门有名的科系，我们不接受降格，马大

必须解释。” 

他认为，不仅马大需要中文系，其它大学也

该设立中文系院，甚至提升成中文研究院。 

当天出席者包括本分会副财政吴国安、副主

席朵拉、口琴组主任伍敏平。 

槟城  

《唯一的红玫瑰》新书推介仪式。左起辛金顺、

小黑、吉坡分会主席罗秋雁、郭家骅、郑荣兴与

朵拉。 

与第二届全国华文微型小说创作比赛公开组冠亚季军得

主合影。左起为王涵奕、郭家骅、何征仓、得奖代表、

陈乐典、郑荣兴与朵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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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挥春赛  发扬书艺 

 

本分会配合2014农历新年，举办“第九届新

春挥春比赛”。 

主席拿督郭家骅说，书法是华人根深蒂固的

文化传承，比赛主要是为了发扬中华文化艺术。 

他也希望比赛能为对书法有兴趣者提供一个

交流的平台，从而引发学生与民众对书法的兴趣，

提高槟州人民书法的水准。比赛分成四组；小学、

初中、高中以及公开组，共80位参与比赛。  

得奖者名单： 

公开组：冠军：黎炳伦；亚军：骆俊廷；季军：

方奕标；优秀奖：邱雅迪、吴颖超、黄膨贤。 

高中组：冠军：李俊庆；亚军：黄祥益；季军：

陈 咏 佩 ； 优 秀 奖 ： 吴 冠 作 、 林 伟 峰 。 

初中组：冠军：骆俊维；亚军：陈芃颖；季军：

黄煦鸿；优秀奖：王嘉显、黄秋敏、谭耀明。 

小学组：冠军：吴卓珊；亚军：高诗霖；季军：

林意钦；优秀奖：张钰仟、郭家妤、林楚臻。 

 

全槟口琴比赛    恒毅压倒全场 

本分会于2014年4月27日，早上10时30分至傍

晚6时，在槟城时代广场举办全槟口琴比赛。 

是项活动由本分会主催，属下口琴组主办，

共获得来自槟岛及威省5所中学的38组人马参与。

比赛项目包括口琴独奏、二或三重奏、小组合奏

及大会奏。 

本州分会主席拿督郭家骅在颁奖时指出，有

关比赛分成初中、高中及公开组，让各年龄层的

口琴爱好者可以互相切磋，也让各校水平有所提

高。 

他也透露，该协会属下拥有不同的文化组，

并且刚成立了文学组，以鼓舞更多青年对中华文

化作出贡献，同时也主办更多的艺文活动，以发

扬中华文化的精髓。 

恒毅中学在全槟口琴比赛中压倒全场，夺得

5项金奖、3项银奖以及1项铜奖。 

当天出席者：本分会署理主席准拿督郑荣兴、

筹委会主席伍敏平、副主席王世昌、孙振金、林

文辉、秘书王涵奕、财政黄国威、理事准拿督谢

镒嵘、评审林建龙及许敬伟。 

槟文协新春联欢晚会 

本分会于2014年2月9日晚上7时假Flamingo Hotel by The 

Beach 举行新春联欢晚会。 

主席拿督郭家骅在致词时说，全国微型小说创作比赛第

一及第二届得奖作品文集《唯一的红玫瑰》，近日将在书局上

架。他呼吁本会会员关注，宣传与支持。 

“我们将利用这本书，协助一些文化团体、学校或学院

的华文学会筹募活动基金，也推广微型小说，使它普及化。” 

他也宣布，今年本分会将继续举办第三届全国华文微型

小说创作比赛，并会在近日公布有关细则。此外，本分会将在

今年举办水墨画欣赏活动，因水墨画也是中华文化中一个优美

的艺术遗产。  

当天出席者包括槟州华堂副总务准拿督周福平、文协吉

玻分会理事张廷辉、江廷德、全国微型小说作比赛评审林宛

莹。 

左起：郑达明、张廷辉、林宛莹、郑荣兴、郭家骅、

朵拉、方 德成、周福平和王涵奕。 

拿督郭家骅（左三）与一众公开组得奖者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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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玻  

 

马中建交纪念征文赛 • 截稿延至5月30日 
 

原定于3月10日截稿的“马中建交40周年纪

念全国华文文学征文比赛”，截稿日期已展延至5

月30日，以鼓励更多人参赛。 

征文赛工委会是在会议上作出这项决定。出

席者包括工委会主席拿督马松兴及委员罗秋雁、

张廷辉、黄坤和、江延荣、陈志忠及梁永乐。 

这项比赛是由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文化基

金会主催，文协吉玻分会主办，沙巴马中联谊会

协办。 

征文赛的宗旨为庆祝马中建交40周年，全方

位加深两国友谊、合作、发展、创造共赢局面，

及鼓励阅读风，提升华文文学创作水准。 

 

参赛者的文章题目自拟，以散文为主，其它

文体不拘，可以依据宗旨自由发挥，书写有关在

中国或马中之间旅游、访问、探亲、经商、交友

等方面的美好经验。 

比赛分成公开组和中学组，总奖金高达1万4

千500令吉。 

参赛作品须于截止日期之前，电邮至

mccs.malaysia@gmail.com。征文赛简章可登入 
http://www.facebook.com/malaysianchineseculturals

ociety 查阅。  

 

柔佛  

文协柔州分会就职礼 

打造文协讲堂品牌化 
 

本会柔佛州分会于5月3日晚上假柔佛新湖滨

海鲜楼举行新届(2013-2016)理事就职典礼，本会

总会长张雅诰为监誓人，当晚百余名文化界及教

育界人士出席观礼。州分会主席拿督萧光麟在致

词时表示，文化与人民的教育程度有着密切的关

系，文化需从小开始灌溉及栽培，每一位搞文化

的人，都觉得吃力，文化事业真不易为，人力、

物力及财力都要具备。在就职礼上，同时推介

“文协讲堂明星赛”，希望借助该活动的推介成

为文协的品牌活动。 

 

张雅诰：文协要落实三化 
总会长张雅诰受邀致词时说：盼望文协能早

日落实“三化”，即文协品牌化、现代化和电子

化。 

他表示总会最新一期出版的《文协之声》刊

物，将以电子化方式推出。文化协会走过40年的

风雨路，新领导层将继续推动完成未来的新任务。 

活动过后，总会长张雅诰及副总会长曾剑青

为大家吹奏精彩的口琴独奏及华乐组曲。 

 

 

 

 

 

 

 
左起：陈再藩、贺婉蜜、郑志发、萧光麟、张雅诰、陈宥敏、张君国、胡志强、

彭志伦及曾嘉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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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兰莪  

  

雪州分会新届理事会(2013～2016)成立 

雪州分会于4月13日在雪州巴生兰花海鲜大酒

家举行第13届(2014-2016)州理事交流会, 会后由

主席颜进明博士招待午宴。 

颜进明连任主席 
主席颜进明博士在致词时表示得到总会新届

领导层的信任及支持, 在总会长张雅诰及理事会

的委任下，他有幸续任雪兰莪分会主席一职,今届

己是第四届了。 

本分会10年来主办和联办了数场大型的文化

活动，也与国际间文化团体保持交流合作关系,不

时的接待海外组织的来访。与此同时分会也和雪

兰莪州的各华社团体组织保持紧密的联系，今后

将延续雪兰莪分会的优良作风并积极开展更多的

活动，召集更多文化界的朋友加入文协这个大家

庭，广召会员共同推动各项会务工作，提供会友

们更宽广的交流平台，提升文化水平，增加国际

见闻，积极创作发表，热心参与活动，培育优质

人才。 

主席颜进明希望在新届理事会成立之后,将着

手安排相关工作计划，发展研拟一套周详的进度

表,期许理事及会员们,共同努力,义务发挥最大力

量,共同推动会务。 

  

新届理事会成员： 

主席：颜进明 

署理主席：刘崇汉 

副主席：林顺康 

秘书：陈美宏 

副秘书：刘虎林 

财政：吴秋花 

理事：杨运祥，施丰强，陈进乐，巫雪英。 

           

 

 

霹雳  

 

霹雳州分会新届理事会(2013～2016)产生 
 

霹雳州分会于2014年1月19日中午时分在怡保

新喜来登酒家召开2013─2016年度理事会第一次

会议。 

马图伟担任主席 
会上讨论多项议程，主席马图伟对总会继续

委任他担任主席职表示感谢，他在致词时说，本

分会将持续推广文化活动，从中提升健康生活素

质及弘扬和平多元文化。 

当天总会长张雅诰受邀出席，见证新届理事

会的成立。他表示霹雳州分会是一个非常活跃的

组织，期盼日后与总会紧密配合。他表示总会配

合马中建交 40 周年的当儿将举办系列活动以示庆

祝，包括：世界口琴比赛、征文创作比赛、国际

相声大汇演、三国演义讲故事比赛等活动。在致

词时，总会长强调总会将在新届的理事会成立多

个小组协助推动会务，总会也将广招会员，让更

多年轻的新血加入，力求把会务以现代化及系统

化的工作态度打造文协新品牌，这种种的改变，

须各理事、各州分会及所有会员给予支持及配合，

始能完成。 

 

 

   

前排左四和五为张雅诰及马图伟。 



。。贺 

 

 

 

 

文协州分会联络处： 

 

柔  佛: 拿督萧光麟医学博士 Tel: 019-7799988 siewkl@gmail.com    彭  亨: 拿督斯里李锦贤 Tel: 012-9839922  jinxian9922@gmail.com 

霹  雳: 马图伟 Tel:019-5503450 bpcbeh777@gmail.com           槟  城: 拿督郭家骅 Tel:012-4862099  karhuah@yahoo.com 

雪兰莪: 颜进明博士 Tel:019-3333188 drgan@barisankilat.com.my      马六甲：拿督林斯江 Tel: 019-6655333 

登嘉楼: 邱丽仙 Tel:012-9837753  laysiangkhoo@yahoo.com        吉  玻：罗秋雁 Tel: 012-4140491   lowchiewngan@yahoo.com 

直辖区：邓培乐 Tel:016-3367222  pltern@yahoo.com 

 

贺讯 

     戴小华荣获 “卓越女性奖”                  共享空间专业舞团荣获 

                                   21 世纪成功品牌至尊大奖 

                                                                              
 

          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拿督斯里罗哈妮

日前颁发“2014 年卓越女性奖”予 4 名分别在妇女

权益，社会公益，经济及文化各领域拥有骄人成

绩的女性领导人。奖项分别有卓越女性奖、终身

成就奖，以及国际荣誉奖。 

卓越女性奖共有两名得奖者，分别是马来西

亚华人文化协会永久荣誉总会长及会务执行顾问

戴小华和大马中心企业机构总执行长拿督哈弗莎

哈欣。 

终身成就奖得主是马来西亚清心慈善协会主

席孟卡兰修女；国际荣誉奖则由肯亚副总统夫人

及 JOY 妇女机构赞助人瑞秋鲁托获得。 

“唯有文化的力量才能感动人生” 
戴小华在获奖后的感言说：我觉得很荣幸能

获得“卓越女性奖”，而这项荣誉不仅属于我个人，

也是属于和我一起从事文化工作的伙伴们。从事

文化工作近 30 年，从未言悔。我的目标和理想是

在推动国内各民族间和国际的文化交流扮演一个

积极有效的角色，努力向一个公正及和谐的社会

迈进。马来西亚是四大文明莶萃之地，我们应懂

得珍惜，唯有通过文化的力量才能感动人心，让

我们理解和欣赏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文化和文明。” 

 

 

共享空间专业舞团荣获 21 世纪成功品牌至

尊大奖之至尊品牌奖。创办人马金泉及叶忠文获

邀出席于 4 月 25 日假金马皇宫举行的第三届 21

世纪至尊品牌大奖暨环球企业总裁大奖颁奖典礼。

同时，大会也荣誉邀请共享空间专业舞团呈献其

创意突出的舞蹈节目。 

 

21 世纪成功品牌至尊大奖由亚洲精英企业家

联盟创办，表扬在各个领域中表现优异的企业品

牌。继 2013 年获得 21 世纪成功品牌至尊大奖之

至尊文化成就奖后，舞团再次获得至尊品牌奖。

能够连续两年获得该联盟的青睐，舞团倍感光荣，

借此与各位分享此殊荣，感激大家一直以来给予

舞团支持！ 

 

罗哈妮部长颁卓越女性奖给戴小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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