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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拉越福州社團聯合總會
青年團團長劉泍俊指出，

為確保全砂榕屬體育嘉年華將后更
有活力延續下去，主辦當局必須與
時俱進，注入一些新的創意或新點
子，來迎合不同時代的需求，切勿
墨守成規。

他在第廿二屆全砂榕屬體育
嘉年華之“砂福之夜”晚宴上
致詞時表示，體育嘉年會緣起
於詩巫福州公會，由時任青年
團團長張鶴岑發起，獲得各地
同鄉熱烈回響。雖然當時州內
各地福州公會擁有青年團和婦
女組輔翼組織的屬會不多，但
各屬會皆以母會的名義派隊參
與。數年下來，在這活動的推
波助浪下，州內各地福州公會
的青年團及婦女組紛紛成立。

劉泍俊說，目前該活動已

邁入第廿二屆，但不可否認，在這漫長
的過程中，由於活動的范圍一直墨守成
規，並沒有與時俱進注入一些新的創意
或新點子，來迎合不同時代的需求，使得
活動變成過於形式化而逐漸失去吸引力，
許多屬會的參與意愿由原本的積极變成消
极。

“有鑒於此，我希望將后各輪值的主
辦當局能正視這項問題，使活動更具有活
力和吸引更多屬團踴躍參加。畢竟，像這
種體現“福州一家親”的活動，對聯系本
州各地福州鄉親的血脈情誼，至今還是起
著不可替代的扭帶作用。”

劉泍俊：過於形式化

嘉年華須注入新意
砂榕屬
體育嘉年華

砂福之夜

詩巫福州公會主席兼砂拉越福
州社團聯合總會會長張建卿

吁請同鄉們拋棄過去的包袱，為我們福
州人的團結和福祉，一起向前看。

他說，在這世界上，沒有無緣無
故的“恨”和“愛”。凡事都有過程，
我們不要用情緒解決問題，因為生活中
有很多事情的發展趨勢是我們無法預料
的。倘若不了解事情的發生背景，切不
可輕易地下斷言。世界上的事情是复雜
的，任何人都不應該憑著一家之言和一
己之見，自以為是。

張建卿在第廿二屆全砂榕屬體育
嘉年華之“砂福之夜”晚宴上致詞時表
示，任何的競爭都是憑靠實力，這是規
律和硬道理。此次榕屬嘉年華各項比賽
激烈競爭，希望大家能抱著君子風度，
公平競爭、鄉誼第一，比賽第二，榮譽
歸於應得者。相信平日有做好准備，也
會獲得幸運之神特別照顧。

陳德鍇：摒棄狹隘籍貫意識
砂福之夜籌備會主席本固魯陳德鍇

表示，首相拿督斯里納吉倡導的“一個
馬來西亞”理念，其主要精神，是要為
我國塑造一個和諧較公平和民族融合的
國家，各民族能夠不分彼此，為國家的

發展和成功而努力。同樣的，砂拉越的華族，也應該以寬
大的民族意識、國家意識來代替狹隘籍貫意識，大家互相
容忍、互相包容、互相勉勵，一起前進。

他說，在詩巫各鄉團的配合基礎下，在30年前已經奠
定下來，各鄉團、籍貫人士都在華總，中華商會，甚至政
治領域都得到較公平的體現，實踐証明，選賢與能，以及
詩巫華族各籍貫的頻密接觸，在共同關注的民族課題上，
長久以來的合作和諒解，都有令人贊賞的經驗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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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紛擾多時的七大鄉團聯
合會成立，詩巫福州公會

主席張建卿前晚首度開腔回應，厘
清外界對該會立場的存疑。

也是砂拉越福州社團聯合總
會會長的張建卿出席第廿二屆全砂
榕屬體育嘉年華會之“砂福之夜”
晚宴上重申，詩巫福州公會同意成
立七大鄉團聯合會，愿意與六鄉屬
（詩巫漳泉公會、詩巫潮州公會、
詩巫海南公會、詩巫客家公會、
詩巫興化莆仙公會及詩巫廣惠肇公
會）共組七大鄉團聯合會。

面對機關鎗撻伐
張建卿形容七大鄉團聯合會

在籌備期間，已面對外界的“機關
鎗”（輿論）撻伐。當時七大鄉團
聯合會宣佈正式成立，因他人在澳
洲度假，無法出席參與。但回到詩
巫仍可聞到這股濃厚的火藥味。

他指出，當時提出成立七大鄉
團聯合會，時間非常緊迫。七鄉團
於今年4月聯辦的“親善之夜”，各
會代表在一項閉門會議上，与砂州
首席部長丹斯里泰益瑪目談到詩巫
華社的困境和訴求，當中提出各個
鄉團面對的“墓地”共同問題，獲
得首長的正視與關怀。

“七鄉屬雖是個大組織，大
家都想要把會務做得更好、做得更
多，但卻面對資金匱乏問題，以致
顯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尤其是
詩巫福州公會本身。我們只能辦些
敬老會、年宴和頒發教育學優獎勵
金給福州屬子弟。至於申請墓地方
面，我們經常提起，但最后卻無法
成事。”

張建卿說，如今成立七大鄉團

聯合會是個很好机會，七鄉屬聯合
起來，在當局安排下向有關部門申
請土地。他說，我們是在爭取公民
應有的權利，這也是無可厚非。砂
州土地遼闊，我們去爭取土地，這
也是天經地義的。

他表示，擔任主席期間，他
曾多次想過要申請土地充作墓園
用途，惟一直無法成事。因此該會
認為，成立七大鄉團聯合會是個良
机，一來可為
會員爭取更
多資金，二
來公會有了充
足的資金，會務將
能做得更多更好。

成立宗旨有三
張建卿表示，七大鄉團聯合會

的成立宗旨有三，其一是凝聚及團
結七鄉團，以促進文化合作、社會
發展、民族親善、宏觀价值交流；
其二是提升及鞏固七鄉團經濟、文
化教育、社會福利以惠及社群；其
三是收購及投資或售賣產業。

“七鄉屬在為會員謀福方面
仍有許多事情未做，尤其是福
州屬非常看重教育，福州公會
自認在教育這方面仍然做得
不夠。每年只能撥出少數
教育獎勵金勉勵福州屬

學子。若資源整合和經濟鞏固，有
了充足的資金，就能提升獎勵金數
額，鼓勵學子努力向上。同時，也
能提供上萬令吉貸學金給每位上大
學深造的福州鄉親子女。”

資金許可獎勵多生育
張建卿說，近十年來福州屬人

口不增反降，這不單只是在詩巫，
而是整個砂州。因此，該會認為在
鼓勵生育方面需多努力。若資金許

可，就可提出獎勵方案來鼓勵同鄉
多生育，如生多一個就獎勵一千至
2千令吉。該會希望州內的福州鄉
親人口不要逐年減少，而要每年增
加。

他說，平時各屬會在任何場
面，都只是專注於同籍貫人士要精
誠團結，卻忽略整個華族團結的重
要性。所以，七大鄉團聯合會的成
立，有助凝聚及團結七鄉團，增進
交流和情誼。

張建卿表示，有者認為七大鄉
團聯合會的成立， 當中涉及個人利
益，認為“有錢分”，但這些指責
都是不確實的。倘若我們獲得的利
潤超過一半，我們將會回饋華社，
進行文化、教育和福利方面工作，
而且還能做得更多。

張建卿開腔釐清疑點 

七大鄉團不涉私利

內鬥內耗弱化民族信心
張曉卿：難獲別人尊重

針對詩巫省華團日前透過
報章歡迎七大鄉團聯合

會申請入會一事，詩巫福州公會主
席張建卿聲明，他個人立場是七大
鄉團聯合會有可能成為華團的第一
百零八個會員。

也是七大鄉團聯合會署理會
長的張建卿在第廿二屆全砂榕屬體
育嘉年華會之“砂福之夜”晚宴上
受訪時表示，這純粹出自於他個人
意見。由於剛從國外度假回來，目
前還未有机會與七大鄉團聯合會理
事，針對此事（詩巫省華團邀七大
鄉團聯合會加入）進行商討。

“正當七大鄉團聯合會還未成
立前，我曾在詩巫省華團交流會上
發表意見，提及七大鄉團聯合會有
可能會變成第108個屬會。有人在
報章抨擊七大鄉團聯合會的成立，
是種分裂華社的做法，其實大家都
誤解了。七鄉團扮演的角色，其實
與華團有很大的差別。詩巫省華團
屬下有107個屬會，當中扮演的角
色包括血緣性、地緣性和業緣性。

單以性質而言，這就與七大鄉團有
好大差別。”

未有鄉團退出華團
張建卿指出，詩巫省華團和

七大鄉團聯合會，這兩個組織在華
社並無互相對抗和沖突。七鄉屬的
工作主要專注於文化、教育、會員
福利，基本上都是血緣性的結合起
來。相反，華團較專注於華社福
祉，在文化和教育方面較傾向政策
性，以顧全大局為主，但往往也會
有些事情想做，但卻是無能為力。

“七大鄉團聯合會與詩巫省
華團其實是相輔相成的，當然在某
些方面，我們可能會做得較好，這
也是我們成立聯合會的宗旨。七鄉
團迄今沒有一個退出華團，這也証
明聯合會的成立並無分裂華社。過
去期間，只有一個鄉屬因為其代表
在華團遭到降職和罷免，以致不滿
並聲明暫時不參與華團任何活動，
不過其他鄉屬仍會繼續參與華團活
動。”

七大鄉團沒分裂華社

盼成華團第108會員

張建卿

（詩巫27日訊）世界福州十邑同鄉總會創會會長丹斯里張曉卿爵
士表示，鄉情的凝聚和昇華，既是文化的認同，也是精神的依托和
慰藉，更是一個民族，在經歷無數的挫折與飄零之後，莊敬自
強，邁向團結的象徵。

他希望，這種循著鄉情而發
揚開來的嘉年華和文化情結，不
但可以化為生活的動力，豐富思
想的內涵，提升生活的品質，更
可以喚起鄉親們對自己健康生命
的重視和珍惜。

理性包容解決爭端
“我們從事社團工作，都要

處處以大多數人的意願為依歸，
以大多數人的利益、榮譽作為行
動的指南。我們每一個人都有私

心、都有偏愛，也都有缺點。但
是，最重要的，我們要時時提
醒自己、改正自己，我們要時
時在自我的約束中，用理性戰勝
情緒，用客觀代替主觀；用包容
換取對立，用服務打動人心。一

旦遇到對立或意見分歧的時候，
它應該有一種解決的機制，而
這種解決的機制，應該包括了包
容、協商、理性、客觀與尊重的
特性。很多時候，很多事情的發
生，爭議雙方都忙著為自己尋找
最好的理由，甚至為自己編制許
多的堂皇和理直氣壯，但是，我
們可曾想過對華社曾經許下的承
諾，我們可曾尊重華社的感受和
期待？”

張曉卿指出，華社當然不希
望看到自己的內鬥與內耗，但內
鬥與內耗的事件，卻始終如影隨
形，也一直在弱化、打擊民族的
信心和努力。當一切操之在我的
有利的形勢、條件、資源，如果

一直處在無休止，不理性的消耗
中，那麼，我們最後還留有多少
的精力和時間，去從事民族的建
設和發展，並贏得別人的尊重。

也是詩巫福州公會永久名
譽主席的張曉卿昨晚出席該會在

詩巫公教中學禮堂主辦的第廿二
屆全砂榕屬體育嘉年華之“砂福
之夜”晚宴上致詞時表示，榕屬
嘉年華會再一次隆重和成功的舉
行，除了向大家致以最誠摯的祝
賀之外，也希望這項深具規模、
社會價值和文化意義的活動，在
既有的努力和基礎上，可以展現
新的活力、孕育新的文化和邁向
新的階段。

團結永不褪色主題
“榕屬嘉年華的舉行，團

結同鄉是一個永不褪色的主題，
激越年輕的生命，更是一個永不
變更的祝福。團結，不是一種口
號，而是一種行動、一種價值、
一種習慣、一種信仰，是一種
在共同目標和理想下所達成的共
識。”

張曉卿稱，群體價值，永遠
高於個人；社會價值，永遠高於
政治。一旦分裂、內鬥與內耗，
形成了一種習慣和文化，那麼，
年輕一代對社團和政治的參與，
當然是興趣缺缺，當然是冷漠以
待，當然是避之則吉。這才是華
社在分裂、內鬥與內耗之下所形
成的最大的傷害與打擊。

堅強面對挫折更踏實
“我記得有學者這樣說，

一個久經考驗的民族，是有福
氣的；一個久經挫折的民族，是
堅強的。我們當然不希望失敗、
挫折天天陪伴著我們。但是，有
了失敗和挫折的鋪墊，可以讓我
們生活、創業的更加踏實、更有
信心和更有勇氣。在歷史的新局
中，我們還要加快腳步，奮勇前
進。在商業的競爭中，我們還要
勇於開拓、創新求變。我們除了
傳承勤勞、善良、誠信和苦幹的
傳統美德之外，我們也要做一個
有知識、有關懷和有感恩的高附
加值的現代人。這是我對鄉親們
一點的祝福和盼望。”

砂福之夜籌備會主席本
固魯陳德鍇（右三）贈送水果
禮籃予張曉卿，左起為嘉年華
籌備會主席劉永全、嘉年華籌
備會副主席楊日燕、詩巫福州
公會主席張建卿和署理主席本
固魯劉本武。

婆羅洲才藝獎得主拳術健身協會獻藝。

世界福州十邑同鄉總
會創會會長張曉卿爵士：
團結，不是一種口號，而
是一種行動、一種價值、
一種習慣、一種信仰，是
一種在共同目標和理想下
所達成的共識。

犀江舞蹈團呈獻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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