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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名：

國內

主辦：

2012年9月1日（星期六）

真情贊助：孝恩集團

金牌贊助：

清平樂大獎

● 宗旨：
1. 傳承孝親敬老的華人優良傳統。
2. 發掘奉養和關愛長者的感人故事，
進而發揚關愛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精神。

F i l i a l

A w a r d s

發揚孝親敬老古風

請馬上提名

姓名：(中)__________________ (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____ 身份證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機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通訊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與被提名人關係：_____________________
■被提名人資料：
姓名：(中)__________________ (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性別：____ 身份證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獎勵：
9 位 入 圍 者 將 獲 得 清 平 樂 孝 親 敬 老 獎 —— 各 獲 得 現 金
RM2,000及價值RM2,000的金牌。
清平樂大獎得主將獲得現金RM10,000及價值RM3,000的
金牌。
▲

● 提名方式：
從《星洲日報》剪下報名表格或從星洲網站http://www.
sinchew-i.com/filialaward下載表格後，填妥個人資料、
被提名者資料，以及提名原因，寄至星洲日報文教部：
Culture and Education Department, Sin Chew Daily, 19,
Jalan Semangat, 46200 Petaling Jaya, Selangor，或電郵
至limpeter2011@sinchew.com.my。
本活動只限大馬公民。只要是大馬公民均有資格提名關愛
侍奉長輩者。
提名截止日期：9月30日

● 形式：
星洲日報和星洲網站發佈新聞，並接受提名。
由記者採訪被提名者，並將他們的事蹟刊登於《星洲日
報》及星洲網。
評審團投票，佔總成績70%；開放讀者和網民投票，佔總
成績30%。
被推薦者中選出10位入圍者，並從10位入圍者選取1位大
獎得主。

清 平 樂 大 獎 提 名 表 格
■提名人資料：

▲▲

▲▲

● 入選者資格：
以無限愛心奉養和關愛長者的人士。
受奉養者可以是至親或無血緣關係者。

手機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請在另一張白紙簡介被提名人事跡（300字以內，請附上至少1張被提名人和長輩照片）。

非常合適值得表揚

張曉卿：帶動社會關愛長者

——多美集團主席丹斯里吳德芳

清平樂大獎倡孝道
清平樂大獎倡孝道
星洲日報將接受“清平樂大
獎＂的提名，希望能帶動發揚社
會上，以無限愛心奉養和關愛長
者的人士。

■張曉卿

（八打靈再也31日訊）世界華文
媒體集團兼星洲媒體集團執行主席丹
斯里張曉卿爵士說，星洲日報主辦的
“清平樂大獎＂意在鼓吹傳承中華文
化中最優良的孝親敬老傳統文化。

朱兆祥：物質掛帥年代

他指出，在孝恩集團和多美集團的情
義支持之下，星洲日報將接受“清平樂大
獎＂的提名，希望能帶動發揚社會上，以
無限愛心奉養和關愛長者的人士。
“希望他們的仁風善舉和慈愛關懷，
可以帶來激盪、溫馨、陽光和祥和。＂
他昨日在“新世華網暨清平樂大獎推
介禮＂上致詞時說，沒有中華文化珍貴和
優良的傳統，我們的社會，很可能要充滿
更多的戾氣和衝突，出現更多家庭倫理的
顛覆和失落。
他說，這是人類文明對現代的一種漠
視和破壞。
“只有對文化作出更多理性的認知
和思索，對優良傳統進行更多的傳承和接

全新及特別的管道，用以推動孝親敬
老的華人文化。
百善以孝為先，孝順是中華文化
裡最重要的一環，但是我們卻看到現
今社會裡的孝順風氣已走下坡了；因
此我認為星洲日報在此時舉辦這項活
動絕對是非常合適的，是值得表揚的。
我們小時候，父母總無微不至地照顧我們，但是許多
人卻在長大後把父母送到安老院，這是非常需要我們省思
的問題。
為此，多美集團贊助此項計劃，希望與星洲日報共同
打造一個有愛心的社會，並教育時下年輕人要關懷並回報
父母的恩惠。＂

——孝恩集團董事主席
拿汀朱林秀琴
得星洲日報舉辦的
“我覺｀清平樂大獎´，以及

納，我們才可能在大時代的對決中，在社會轉型
的衝擊下，贏回民族的尊嚴和自信，並朝向我們
崇高的目標奮進！＂

張曉卿（後排左三）在“新世華網暨清平樂大獎
推介禮＂上與嘉賓和長者合影留念。後排左起為星洲媒
體集團董事經理黃澤榮和多美集團執行主席丹斯里吳德
芳。後排右起為朱兆祥、星洲媒體集團總編輯蕭依釗和
孝恩集團董事主席拿汀朱林秀琴。坐者左起為邢廣生、
朱桂蓉和余其偉。

——Rozel's常務董事顏泰華

“我覺過 得｀星清洲平日樂報 通大
獎´來推廣孝道，是一項很好的
突破及推動力，這將有助帶動華
人社會中的孝道精神。＂

孝道漸被淡化

孝道要從小教育
——朱桂蓉（84歲）
在“新世華網暨清平樂大獎推介禮＂上，天使為長者
送上鮮花。
漸漸冷淡下來。＂
他在“新世華網暨清平
樂大獎推介禮＂上致詞時指
出，“清平樂大獎＂的目標
非常符合孝恩集團的理念，
而該集團也一直提倡“百善
孝為先＂、“施恩莫望報＂
和“感恩圖報＂的理念。
“這個獎要表揚無怨無
悔實踐孝道的孝子孝女，同
時也鼓勵整個華人社會，繼
續秉持着｀孝親敬老´的傳
統美德。
他指出，“清平樂大

獎＂，就是要提倡且保存這
難得的傳統華人品德，鼓
勵年輕人報答父母的養育之
恩。他說，老，乃人生必經
之路，但是孩子們可以選擇
給予父母最溫暖的陪伴，不
至於讓年邁的父母孤獨擔
心。
他指出，孝恩集團非常
歡喜能加入這建造愛心社會
的行列，希望更多人一起推
廣感恩與孝敬長輩的活動，
維護及實踐這個傳統價值觀
及美德。

清平樂大獎30日截止提名
（八打靈再也31日訊）為發掘奉養和
關愛長者的感人故事，進而發揚老吾老以
及人之老的精神，星洲日報主辦“清平樂大
獎＂，希望藉着孝親敬老者的故事，讓華人
的優良傳統得以傳承。
由星洲日報主辦，孝恩集團真情贊助，
多美集團金牌贊助的“清平樂大獎＂提名截
止日期是9月30日，希望大家踴躍提名。
入選者資格是以無限愛心奉養和關愛長
者的人士，受奉養者可以是至親或無血緣關
係者。
“新世華網暨清平樂大獎＂推介禮上也
請來天使為長者獻花，傳承“孝＂的精神。
公眾可從星洲日報剪下報名表格或從星
洲網站下載表格後，填妥個人資料、被提名

“｀清平樂大獎´可說
是大馬華社一項

造福長者

很好的突破及推動力

朱兆祥：物質
掛帥的年代，許多
華人傳統的美德已
逐漸被淡化，尤其
是孝道。
（八打靈再也
31日訊）馬來西亞
孝恩集團董事經理
拿督朱兆祥說，物
質掛帥的年代，許
多華人傳統的美德
已逐漸被淡化，尤
其是孝道。
他指出，所謂
“家有一老，如有
一寶＂，以前當孩
子們遇到“奇難雜
症＂時，首要想到的，便是
請教我們的父母。
“但如今上網按一個鍵
就能知道答案，導致和父母
彼此之間緊密的關係，也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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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資料，以及提名原因，寄至星洲日報文教
部Culture and Education Department,Sin
Chew Daily,19,Jalan Semangat, 46200
Petaling Jaya,Selangor或電郵至
limpeter2011@sinchew.com.my。

被提名者故事將登報
被提名者將接受記者的採訪，並且將他
們的事跡刊登於星洲日報及星洲網。
評審團投票占總成績70%；開放給讀者和
網民的投票，則占總成績30%。
被推薦者中選出10位入圍者，並從10位
入圍者選取1位大獎得主。
欲知更多詳情，可瀏覽“清平樂大獎＂
網站www.sinchew-i.com/filialaward。

“我認為在現今的社會
裡，還有10至20%
的年輕人仍保持着孝順的態度，
而這些主要因為家庭教育的影
響。如果父母在孩子小時便開始
教育他們及重視孝道，那麼孝順
的傳統也會流傳下來。
如果父母本身都已不重
視，那麼孩子又怎麼會孝親敬老
呢？＂

提倡美德孝為先
——邢廣生（87歲，育有1女）
社會要提倡美
“華人德，首要應提倡孝
道。如果連最基本的｀孝´都做不
好，那要如何對社會做出貢獻？我
覺得孝的意義，不只是為父母提供
物質上的幫助，而是應該要做到孝
順父母，順從父母。＂

盼早日落成
——碧桂園控股有限公司區
域營銷總監助理陳凱晴

“我們一直都很注重慈
善活動，加上我們
的理念是要為人民打造一個五星
級的家園，這與｀清平樂之家´
為老人家帶來一個舒適住處的理
念是相切合的，也希望｀清平樂
之家´能夠早日落成。＂

｀清平樂之家´的概念非常有意義，我
相信這必定能對整個社會作出貢獻。
我發現在現今社會裡，孝道已逐漸
被淡化了；新一代的價值觀與我們的都
不同了，且社會也在逐漸改變着。
我希望｀清平樂之家´能夠早日實
現，以為老人家提供舒適的環境，而老人家們也可在這裡聯
絡感情，他們肯定會喜歡的。
｀清平樂之家´不單可幫助更多有需要的老人家，也
可以教育年輕人一些傳統的思想，包括｀家有一老如有一
寶´，就是告訴年輕人或下一代要珍惜家裡的老人。
我覺得老人家本身也需要學會照顧自己，保持身體健
康，那樣就不會帶給孩子負累。＂

孝道風氣受鼓舞
——雙威集團董事潘斯里謝叔珍

“通過｀清平樂大獎´，
我們可以鼓勵時下年
輕人尊重長輩；而｀清平樂之家´則
可以幫助更多老人家找到一個安身之
所，因此我在獲知星洲日報有此活動
後，便盡全力支持這麼有意義的活
動。
我認為接受中華傳統教育的我
們，一般都具備了愛心和孝心，但很多人卻因為要趁年輕
打拼，而忽略了家庭。如果大家能夠分配多一點時間與長
老共聚天倫，那麼老人家們就會很開心了。
我相信透過媒體的宣傳，孝道風氣必能受到鼓舞，而
我也一定會全力支持這項有意義的活動。＂

喚醒關心 好的開始
——余其偉（從事教育事業27年，
73歲，育有3名孩子）

“現今了 ，的急社於會功越利來而越易冷於 漠浮
躁，而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漸漸疏離
了。
雖然以前的社會風氣較保守，但是
十分講究尊師重道、孝親敬老，即使我
退休多年，仍有不少以前的學生前來拜
訪我，但現今這種對師長的敬愛精神已越來越罕見了。
星洲日報推介的清平樂大獎是很好的開始，它可喚醒年輕
人關心年老的長輩，尊敬與感恩他們的付出與貢獻。
要重新建立關懷社會，必須從教育着手。孝順長輩不難，
多打電話慰問他們，抽出時間陪陪父母，這樣就能拉近家人的
感情。＂

推廣敬老精神
——馬來西亞創業促進會
署理會長拿督雷智雄

“現今勁 年是 輕好 人的 對， 事但 業也 有不 衝可
以因此而忽略家庭。我覺得我們設定
的｀夢想´，應該是讓事業與家庭同
步經營。
我認為｀清平樂大獎´能夠推廣
敬老的精神，也希望除了比較可憐的老人家個案外，民眾
也不該將那些默默關懷老人家的孝子給遺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