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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區

砂拉越張氏公會25週年慶典

海內外張氏文物館落成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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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巫2日訊）世界張氏
總會創會會長丹斯里張曉卿
爵士指出，文化就是生活的
活水源頭，所以任何一個社
會、任何一個民族的文明與
進步，都離不開人文精神的
鋪墊。

“因為它在喚醒人的存在自
覺，體會人的存在意義，進而實現
人的存在價值。一個有人文素養的
人，他對人生總是多了一份理解，
也多了一份尊重與修養。人性常常
充滿卑微與醜陋，所以，我們更需
要人文精神的充實與提升。”

張曉卿認為，作為一個現代
人，當我們身處在資訊網絡時代
來臨的當兒，我們不可能捨棄對各
種知識的追求和應用，也不可能僅
憑生活的經驗，去面對一個充滿變
數的未來。我們要隨時接受生活的
改變，新的事物、新的觀點。很多
的知識和經驗，已經告訴我們，過
去的想法、過去的價值、過去的行
動，很多已經是不合時宜的，很多
是須要調整和更新的。

他表示，人的思想與行為，
如果可以與時俱進，這是一件何等
榮耀與進步的人生大事。人生進步
最大的阻礙，常常來自人的固執、
人的惰性、人的保守、人的傲慢和
人的驕氣。活在當下，如何提高眼
界、調整思維、打開胸懷、如何把
學習變成新的人生智慧，把每一天
都變成快樂和成長的源泉，才是人
生最高智慧的表現。

起步快慢不代表輸贏
“因為你努力的學習，所以你

的腦袋，永遠比別人裝著更多的知
識；因為你的警惕和準備，所以你
比別人看得更遠，也想的更多。未
來的世界，知識決定了一切。只有
走過跌宕起伏的山路，我們才可望
站在最高的巔峰，欣賞山下的一切
美景。在人生的跑道上，一個人起
步的快和慢，並不代表絕對的輸和
贏。”

“你的努力、你的付出、你
的信心、你對自我的要求，都可
能讓你轉敗為勝。我相信，雖然生
活的道路，各有精彩，但是，如果
我們能夠奮力向前，路，總會越走
越寬廣的。只要你腳踏實地，不怕
失敗，把握機會，認真學習，我相
信，成功，一定是屬於每一位宗親
的！”

也是砂拉越張氏公會永久名
譽會長的張曉卿是昨晚在該會創會
銀禧紀念暨《海內外張氏文物館》
落成雙慶晚宴上致詞時表示，歡騰
的慶典，喜悅的相聚，是一次宗情
聯誼的相依和昇華，也是一次歷史
文化的感召和教育。有了表層的熱
鬧，也要有深層的思考。歡聚的時
光，總是短暫的。但是，如何在短

暫的相聚中，作更有意義、更有價
值和更長遠的規劃和建設，才是我
們宗親面對當下嚴峻挑戰應該努力
的方向。

公會是文化知識傳播平台
“一個公會的成功，不在於

它創會歷史的久遠或短暫，而在
於它豐富的生命力和創造力，也
在於它能否凝聚、團結眾會員的
意志和力量。公會，不僅是宗親聯
誼的場所，它也是文化和知識傳播
的平台。每一個人參與公會，都應
該以服務貢獻為目的，都應該以會
員的最大利益為依歸。公會，它需
要宗親的熱愛和支持，它也需要制
度的創新和改革。公會，也要不斷
努力建立起它應有的公信力和透明
度。”

“我記得有學者專家這樣說
過，一個國家的強盛，一個社會的
進步，除了具備經濟、政治和教育
等客觀條件之外，更重要的根本，
是一個國家、一個社會嚴明的紀律
和秩序。一旦有了嚴明的紀律和秩
序，人就會循著正道走路，人就不
會雜念叢生，人就不會處處從私心
和利益出發。一個社會的發展固然
如此，一個公會，何嘗不是一樣的
道理？”

張曉卿說，過去的成功，當然
值得我們慶賀；過去的經驗，也當
然值得大家珍惜。但是，任何的成
功和經驗，都不會是一成不變的。
也就是說，當我們今天在領受成功
喜悅的時候，我們就應該為下一個
的成功，作出更好的準備和調整。
只有秉持一貫的努力和堅持，我們
才可能在高度競爭的社會中，活出
自己的價值、活出自己的尊嚴，更
找到公會未來努力的方向和目標。

砂拉越張氏公會會長
拿督張仕國表示，

隨著現今時代社會科技日新
月異的變化，一個公會如果
要跟上時代的步伐，就必須
勇於創新和改變。

他說，創新是人類生存
的根本，沒有創新，歷史文
明的刻度就會停滯不前。所
以創新是社會進步，人類文
明前進的重要前提條件。只
要不斷改革、不斷變化，才
能讓事情或事物變得年輕化
和活力化。創新，不一定會
成功；不創新，就不會有突
破，不會有新的起點。

“創新創意走在時代
前，有創新就一定離不開
創意，創意是創新的具體表
現。創意是智慧的產物，而

智慧是長期學習、鍛煉和累
積的結果。創意本身就是突
破傳統，需要很大的勇气。
我們應該要為了創新而敢於
創意。”

辦活動培養生力軍
張仕國在該會慶祝創會

25周年銀禧紀念暨《海內外
張氏文物館》落成雙慶晚宴
上致詞時表示，目前許多血
緣性的公會舉辦的活動多數
只有理事、青年團、婦女組
和區委參與。

該會會員擁有兩千多
人，但積极參與公會活動的
會員宗親不多。因此該會必
須要加強團結，要達致“人
人為公會、公會為人人”的
理念。所有理事、青年團和

婦女組應該調整往日的思維
與作風，舉辦各項具創意的
活動來吸引更多會員參加，
如此才會有源源不斷的生力
軍接班人。

他說，該會過去25年來
日益壯大，從早期租借店屋
充當會所，迄今可以在富麗
堂皇的砂拉越張氏會大廈內
舉行多項敦睦宗誼的活動，
實在是件不容易的事。

我們除要感謝創會元老
的默默付出外，也要感謝創
會長丹斯里張曉卿爵士領導
公會22年，任勞任怨，出錢
出力，無私奉獻，雖然生活
忙碌卻不忘宗族事業，公會
才取得今日成就，他是族人
的典范與驕傲。

張仕國說，過去25年是
砂拉越張氏公會取得穩健發
展與輝煌成就的里程碑，所
以希望在現有基礎上，全體
會員能夠再接再厲，在往后
的5年、10年及更長遠的計劃
中再創輝煌。

張仕國：年輕活力化

創新就有新突破 中國 濮
陽

縣 長 張 建 國
表示，中國濮
陽是張姓發源
地，大馬詩巫
則是世張誕生
地。血濃於水
的親情，把中
國濮陽和大馬
詩巫緊緊連在
一起，更把全
球張姓華人的
心緊緊系在一
塊。

也是世界
張氏總會副會
長的是張建國
在砂拉越張氏
公會創會25周
年銀禧紀念暨
《海內外張氏
文物館》落成
雙慶晚宴上致
詞時指出，世
張的誕生，是
一個偉大的創舉，使全世界的張
姓華人有了一個溫暖的家，有了
一個相互交流、相互溝通、增進
了解、加強團結、共話親情、共
謀發展的舞台。

他說，世張的誕生，是個偉
大的貢獻，有利於促進海內外張
姓華人的交流與合作，促進海外
張姓華人對華夏文明的認知感和
對祖籍國的認同感。

“詩巫是個創造歷史的地
方，創會長丹斯里張曉卿爵士於
8年前，以他過人的智慧，更大的
號召力和卓越的領導能力，在這
里創建世張總會。今日砂拉越張
氏公會和拿督張仕國則以非凡的
膽略和遠大的目光，創造海內外
張氏文物館，將這些偉大創舉載
入史冊，這是砂拉越張氏公會過
去25年的發展里程碑，取得輝煌
成就和杰出貢獻的最好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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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曉卿：成功經驗非一成不變

è世界張氏總會兼砂拉越張氏公會創會會長張曉卿爵士：人的
思想與行為，如果可以與時俱進，這是一件何
等榮耀與進步的人生大事。

é眾人進行亮燈儀式。

ç兒童拳術表演。ê主賓們站立牽手合唱《萍聚》。右起為世界張氏總會代
會長張錦雄、張九齡(韶關)研究會會長張志才、砂拉越張氏公會第一副會長拿督
張泰卿、會長張仕國、張曉卿、署理會長本固魯張東儒、清河縣政協主席馮明躍
和詩巫華人社區最高領袖天猛公劉利民。

é眾人聯合切慶典蛋糕。

金 河 公 寓
JINHOLD SERVICE APARTMENT

全面裝飾及設施完整的公寓

出租(月計或每天計)

公寓款式：1房、2房或3房式

Website:www.jinholdapartment.com.my

客廳及睡房全套式冷氣設備，彩色電視，DVD機，IDD電
話，免費寬頻Streamyx設備，基本廚房器具，冷熱水系
統，健身室，供用洗衣機及烘乾機設備。

古晉：砂拉越古晉桑路Song Road, MTLD, 
　　　第11座第15958洛

Tel:082-368855, 370888  Fax:082-360888
enquirieskuching@jinholdapartment.com.my

美里：Lot No. 2160,  Jalan Bulatan , Block 4,
          MCLD, Taman Piasau Indah,
          98000, Miri.Sarawak.

Tel: 085-660 555  Fax: 085-660 888
enquiriesmiri@jinholdapartment.com.my

民都魯：Lot 7920, Along Jalan Tg Batu, Block 31,
              Kemena Land District 97000 Bintulu, Sarawak.

Tel: 086-318 333  Fax: 086-318 339
enquiries@jinholdapartment.com.my

金河公寓酒店
JINHOLD APARTMENT HOTEL

我們提供24小時接待室，保安，中央閉路電視系統及其他預約的服務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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