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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曉卿：挫折可以激發一個
人的動力。

馬來西亞福州社團聯合總會婦女組主席陳柳青（左四）頒發最活躍青年團獎項後，
跟各領獎代表合照。

榕青總團長吳忠凱（左六）主持頒發最活躍婦女組獎項後，和領獎代表合照。

出席歡迎宴的嘉賓；坐者左起為劉賢威夫婦、余澤乾、張國棟、張曉卿、張毓夏、黃秋妹、張國梁、陳際
來、林華開和余民新夫婦，後左起為陳柳青、吳忠凱、張雲英和馬漢民。

（太平20日訊）馬來西亞福

州社團聯合總會舉行全國代表大

會不忘推介福州傳統文化，在歡

迎宴上喊出“講福州話”、“吃

福州菜”和“唱福州歌”口號。

這項昨晚在太平華聯獨中禮

堂舉行的歡迎宴和丹斯里拿督劉

賢威杯全國福州歌曲比賽，獲得

約600名代表出席。

值得一提的是，主辦當局特

別從實兆遠請來名廚烹飪著名福

州菜肴，讓與會者吃得豎起拇指

叫好。

受邀上臺演講者，也都穿插

講福州話，體現出福州人對福州

文化的堅持和承傳精神。

馬來西亞福州社團聯合總會

永久名譽會長兼世界福州十邑總

會創會會長丹斯里張曉卿爵士，

也受邀出席這項歡迎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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榕 聯 會 代 表 大 會

（太平20日訊）馬來西亞福州社
團聯合總會永久名譽會長兼世界福州
十邑總會創會會長丹斯里張曉卿爵士
說，有知識、有專業並不代表就能成
功，因為除知識和專業外，如果能夠
再加上道德、信仰和文化的修養，就
會在這個多元競爭的社會中，生活得
更有信心和更有把握。

他說：“創業的毅力和成功的條件，

很多時候都決定在這些不起眼的關節點

上，尤其是年輕一代，雖然擁有專業、有

能力、有干勁，但往往缺少生活的歷練，

缺少耐性和包容。很多時候，他們只能在

風平浪靜中求發展，卻很難在風雨飄搖中

尋求突破和跨越。”

心靈充實更重要
“優越的生活條件，有時候只是一種

物質文明的象征，不代表生活品質的全面

提升和改善。因此，希望鄉親們特別是年

輕一輩，不要只一味追求物質生活和感官

享受，更重要的是，應該努力追求文化、

心靈和精神的充實，以及生活必備的知識

和技能，除了回顧過去，也要透視未來；

除了關心自己，也要愛護別人。

張曉卿今日在太平為馬來西亞福州社

團聯合總會第廿九屆2011年度會員代表大

會主持開幕致詞時說，生活在這個既競爭

又合作的新世紀，每個人都應該要有很好

的準備和建設。 

他說：“人們要有全新的思維、更多

的關照和包容、要和時代同步邁進和追求

心靈的正直和誠實。”

“這樣的追求和準備，應該是不分年

齡和性別的，與其讓社會牽動我們走動的

步伐，不如在自已的主動和積極中趕在時

代的前頭，永遠做一個不落伍的人。”

他說，公會乃至一個社會的穩定與和

諧發展，經常是建立在人與人之間的互相

包容和尊重的基礎上。

“多一份尊重、和諧、包容及親切，

多想和諧、團結合作的好處，多盼望人與

人之間的互相關愛，便會有愉悅和快樂；

如此一來，由人組成的社會包括公會，自

然會變得更美好、祥和、親切及安寧。”

“因此為人處事，在生活創業中，

要多下一番功夫，不斷精益求精，生活在

謙卑中，展現學習、思考和創新的魅力，

才是引導我們開啟成功之門的不可或缺條

件。”

挫折可激發鬥志
他表示，在生活和工作中，人們除擁

有平順安定的日子外，也可能面對各種挫

折、打擊、甚至是屈辱；惟從正面的角度

出發，這就是一種生活的磨練。

“雖然挫折、打擊和屈辱有時叫人感

覺不好受，但它可能是推動和激發一個人

奮斗前進，最有效的一股動力，多少成功

感人的故事，都是在挫折、打擊、失敗和

屈辱中創造出來的。”

要創業成功須懂包容
張曉卿：只有專業幹勁不夠

創業的毅力和成功的條件，

很多時候都決定在這些不起眼的

關節點上，尤其是年輕一代，雖

然擁有專業、有能力、有干勁，

但往往缺少生活的歷練，缺少耐

性和包容。
■張曉卿

提起這次在太平

召開的全國代

表大會，張曉卿說，這是

對公會組織能力的考驗和挑

戰，公會應該借機檢討組織能

力和合作機制，開拓鄉親的視

野和能力，並在共同的榮譽和盼望

中，喚起全體鄉親對公會的認同與參

與。

張曉卿指出，一個公會的成長和進

步，需要全體會員共同的努力和看護，也需

要全體會員共同開拓和付出；與其等待和要

求，不如用熱心、行動証明我們對公會的愛

護與關心。

“群體智慧與力量的凝聚，組織制度

與目標的創新和轉型，常常是推動一個公會

創發新生命，新價值和邁向成功的先決條件；回顧過

去數十年的努力，雖然我們走過了艱辛的路程，但也

迎來美好的明天，更奠定了公會穩固的發展基礎。”

他表示，為了因應新時代的挑戰，為了追求公

會更有效率、更有制度和更有專業的運作和管理，並

吸引更多年輕鄉親加入，公會的確還有很多工作要設

想、推動及完成，並在制度的創新和完善中，尋找公

會新的出路和開拓新的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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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福州大會歡迎晚宴

最活躍青年團獎
冠軍: 民都魯福州公會青年團。

亞軍: 美里福州公會青年團。

季軍: 新山福州十邑會館青年團。

安慰獎: 斗湖福州公會青年團、曼絨古田會館青年

團、砂拉越古田公會青年團、亞庇福州公

會青年團、古晉福州公會青年團。

最活躍婦女組獎
冠軍: 民都魯福州公會婦女組。

亞軍: 詩巫福州公會婦女組。

季軍: 砂拉越古田公會婦女組。

安慰獎: 亞庇福州公會婦女組、美里福州公會婦女

組、詩巫閩清同鄉會婦女組、新山福州十

邑會館婦女組、古晉福州公會婦女組、曼

絨古田會館婦女組、成邦江福州公會婦女

組、太平福州會館婦女組、林夢福州公會

婦女組。

講福州話吃福州菜唱福州歌

榕聯宴濃濃家鄉情

（太平20日訊）馬來西亞福

州社團聯合總會總會長丹斯里劉

賢威表示，在國家處於政治和經

濟轉型的過渡時期，人們必須摒

棄和排除極端狹隘行為和言論，

保持理性及宏觀思維，以面對未

來的挑戰。

他表示，組織鄉會的宗旨，

最基本的作用就是從鄉親間的聯

誼，進而促進國民大團結；如果

鄉會失去這種聯誼性功能，將脫

離目標並失去存在的意義。

劉賢威今日在馬來西亞福州

社團聯合會總會2011年度第廿九

屆全國代表大會和榕聯青及婦女

組第十五屆全國大會開幕禮上致

詞。

他感謝元老鄉賢向來非常關

心鄉會發展，默默付出與支持。

他們的熱心協助給予很大的鼓

勵，希望這種優良的傳統文化發

揚下去。

他表示，我國人們很幸運地

生活在一個國泰民安和遠離天災

的國家，必須珍惜，並時刻擁有

居安思危意識。“居安思危的意

思，包括保護環境、人際和諧及

人與自然的妥協及包容。”

承辦大會的太平福州會館

會長張國棟感謝各地鄉

會的配合和支持，讓大會的籌辦

工作順暢進行。

他說，太平是當年成

立福州總會的發源

地，如今大會再

次 在 太 平

召開，意義深重。

他指出，承辦大會責任重大，

但為了秉承“桑梓情誼”目標，該

會毅然接受重任，也要感謝總會的

信任和支持。

出席開幕禮嘉賓包括總會永久

名譽會長拿督林華開、總會婦女組

主席陳柳青和承辦單位工委會主席

馬漢民。

榕聯青總團長吳忠凱致詞時說，

在總團和婦女組領導層團結努

力下，已成功舉辦多項團康活動，包括

福州歌曲賽、社會醒覺運動、領袖培訓

營、30周年紀念特刊、小學作文比賽和

乒乓賽等，讓年輕同鄉受惠。

他欣見各地鄉會展現福州一家親精

神，致使今日東西馬鄉會的聯系已日益

緊密，令人鼓舞。

他呼吁即將產生的總團與婦女組新

屆理事會，繼續堅持這個立場，以把同

鄉一條心的理念發揚光大。

劉賢威：國家處轉型過渡期

須棄極端保持理性

成功辦多項團康活動

太平開大會意義大張國棟

吳忠凱

馬來西亞福州社團聯合總會新屆理事合照，后排右五為劉賢威。

榕聯青新屆理事會陣容出爐，左六為新團長陳利良。

馬來西亞福州社團聯合總
會婦女組新理事會合照，左五
為主任詹秀芳。

榕聯婦新理事會名單

主任： 詹秀芳（新山福州十邑會館）、 署理： 楊日燕（詩巫福州公會）。

副主任： 黃愛金（成邦江福州公會）、張美星（林夢福州公會）、

蕭金蓮（曼絨古田會館）。

秘書： 張美玲（曼絨閩清同鄉會）、 副： 陳春樺（森美蘭福州會館)。

財政： 馬安芬（曼絨福州會館）、 副： 黃燕珠（永平福州會館）。

文娛： 黃曉薇（美里福州公會）、 副： 黃桂萍（詩巫閩清同鄉會)。

文教： 林柔燕(砂拉越福州社團聯合總會)、 副： 陳芳欽（民都魯福州公會)。

福利： 俞惠鶯（亞庇福州公會）、 副： 林秀瓊（雪隆福州會館）。

執委： 張雲英（太平福州會館）、江麗訇（砂拉越古田公會）、

 黃友雲（屏南董鄉公會）、黃明華（老越福州公會）、 

陳淑英（曼絨平潭公會）、黃溎英（曼絨平潭公會）、

方月健（古晉福州公會）、程媄昱（霹靂福州公會）。

查賬： 楊美英（曼絨三山同鄉會）、朱玉蓮（彭亨福州十邑會館）。

榕聯會新屆理事會名單

會長： 丹斯里劉賢威

（美里福州公會）、

署理： 陳際來

（梳邦福州十邑會館）。

副會長： 拿督陳崇湊（曼絨閩清同鄉會)、拿督吳標生博士(成邦江福州公會)、

黃勤如（納閩福州公會）、林祥泰（檳城福州會館）、

陳利良（榕聯青團長）、詹秀芳（榕聯婦女組主任）。

秘書長： 周明欽

（曼絨三山同鄉會）、

副： 王長福（古晉福州公會）。

財政： 黃仕星（巴生福州會館）、 副： 張久武（新山福州十邑會館）。

出版主任： 保留，由理事會委任。

貸學金主任： 保留，由理事會委任。

文教主任： 王立興

（安順南霹靂福州公會）、

副： 拿督周良

（彭亨福州十邑會館）。

福利主任： 陳興旺（曼絨福州會館）、 副： 郭有安（曼絨平潭公會）。

青年團秘書： 劉錦衛。

婦女組秘書： 張美玲。

理事： 吳桂平（林夢福州公會）、許善勤（斗湖福州公會）、

余觀裕（馬六甲福州會館）、馬文興（峇株巴轄福州十邑會館）、

林榮照（曼絨閩江聯歡社）、朱祥希（美里福州鶴齡俱樂部）、

張孟光（達島福州公會）、黃拔明（西馬砂沙福州同鄉會）、

劉夕生（詩巫閩清同鄉會）、張國棟（太平福州會館）、

拿督巴杜卡巖祖快（砂拉越古田公會）、黃超豐（屏南黃鄉公會）、

林美全（老越福州公會）、黃公光（泗裡街福州公會）、

劉孫瑞（加勇福州公會）。

內部稽查： 余輝祥（森美蘭福州會館）、林惠新博士（亞庇福州公會）

榕聯青新屆理事會名單

團長 ： 陳利良（雪隆福州會館）、 署理 ： 劉泍俊

（砂拉越福州社團聯合總會）。

副團長： 趙善平（曼絨古田會館）、周仁翔（砂拉越古田公會）、

張永順（亞庇福州公會）、林咸賓（加帛福州公會）、

程明忠（永平福州會館）。

秘書： 劉錦衛（古晉福州公會）、 副： 林世順（森美蘭福州會館）。

財政： 俞國昌（曼絨福州會館）、 副： 許信隆（美里福州公會）。

文教： 林應富（民都魯福州公會）、 副： 江登亮（巴生福州會館）。

體育： 林道焜（曼絨汕同鄉會）、 副： 阮俊明（老越福州公會）。

福利： 黃見發（成邦江福州公會）、 副： 黃傳輝（安順南霹靂福州公會)。

資訊： 鄭為彪（新山福州十邑會館)、 副： 黃振德（屏南董鄉公會）。

康樂： 俞麗琴（斗湖福州公會）、 副： 吳喬峰（曼絨閩清同鄉會）。

執委： 馬宋耀（太平福州十邑會館）、洪茂杰（霹靂福州十邑會館）、

池德理（詩巫福州公會）、黃敬鴻（林夢福州公會）、

黃繡財（泗里街福州公會）、 蔣祥德（詩巫閩清同鄉會）、

（納閩福州公會）。

查賬： 潘隆岩（彭亨福州十邑會館）、黃順耀（加拿逸福州公錢）。

（ 太 平 2 0 日

訊 ） 馬 來 西 亞 福

州 社 團 聯 合 總 會

今天選出第三十屆

（2011-2013年度）

理事會，原任總會

長丹斯里劉賢威再

次蟬聯，第三度領

導總會。

已擔任兩屆總會長的劉賢

威，根據章程原本今日屆滿卸

任，不過在代表大會上，他獲得

超過四份之三代表贊成他連任，

讓他符合章程再度當選。

今屆大會共獲得600位來自東

西馬多達47個屬會的代表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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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也在晚宴上推介《榕聯青及婦女組30周年紀念刊》，並頒發大馬榕聯青及婦女

組第十三屆最活躍青年團和婦女組獎項。

劉賢威：保
持理性思維面對
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