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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曉卿爵士：秉持發掘奉養父母感恩的故事，帶動更多人對父母的感恩與孝順的“大馬孝
行獎＂，是一項很有生活意義與文化價值的活動。

張曉卿（左三）贈送紀念品給大馬孝行獎評審團成員後，與他們一起合照。左起為陳忠登
及冰谷，右起為吳德芳、朱兆祥及蕭依釗。

陳忠登：強調關愛老一輩家人

“孝行獎焦點非親情＂
← 陳 忠

登：無論是否
得獎，今天在
座的每一位都
已是得獎人，
因為當大家在
推廣孝行時，
這社會就會更
美麗健康。

孝恩 集 團

董事主席拿

汀朱林秀琴指出，“大

馬孝行獎＂是一項充滿意

義的活動，具有崇高的理

念，傳承中華優良的文化。

她希望，孝恩集團能夠開拓

更多類似的活動，以表揚社會上許

多值得表揚的人士。

此外，朱林秀琴也發現到很多社

會平民在日常生活上，已自然地落實孝

行，但他們本身並不察覺。

“因此希望通過這個獎項，能夠有

規劃及有系統地宣揚他們的精神，以作

為更廣泛的社群一個學習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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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大馬孝行獎＂
得獎名單：

獎項 名字 獎品

大獎得主 溫金鳳 現金1萬令吉及
價值3千令吉的
金牌

孝行獎
得獎者

王文民 現金２千令吉及
價值2千令吉的
金牌

許桂玉

陳嬋禎

周愛綈

賴國輝

葉細妹

甘福華

郭富有

黃佳煒與
黃莉漪

溫金鳳獲孝行獎大獎
10個真實存在我們生活周遭的孝

行感人事蹟，成為弘揚孝行楷模，通

過這場“弘孝饗宴＂，提醒勿忘中華

文化中孝親敬老的美德。

張曉卿（中）與出席嘉賓一起合照。左起為朱兆祥、蕭依釗、朱林秀琴及黃澤榮，右起為陳忠登、駐馬來西亞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副代表林明禮、吳德芳及劉衍明。

朱兆祥：孝
行是一種“無
我＂的境界，
須發自內心世
界。

多年來，勞心勞
力照顧家庭和家婆，
沒有半句怨言的溫金
鳳，其孝行孝心讓她
成為第一屆“大馬孝
行獎＂大獎得主。

（八打靈再也19日訊）45歲的患癌母親溫

金鳳，咬緊牙根照顧4名孩子以及頑疾纏身的

家婆，其堅毅、克盡孝道的精神打動了評審團

與讀者，孝行孝心讓她成為首屆“大馬孝行

獎＂的大獎得主。

百善孝為先，秉持推廣孝道，讓孝行美德傳天

下而設立的第一屆“大馬孝行獎＂，是由星洲日報主

辦、孝恩集團真情贊助、多美集團金牌贊助，旨在鼓

勵讀者留心發掘周遭孝行感人的故事，發揚華人的優

良傳統孝道。

經過評審團細心斟酌過去半年在星洲日報地方版

刊登的數十篇感人的孝行故事，選出第一屆“大馬孝

行獎＂10名入圍者，並於今日舉行頒獎禮，同時公佈

大獎得主。

10個真實存在我們生活周遭的孝行感人事蹟，成

為弘揚孝行楷模，在此雙親節期間，通過這場“弘孝

饗宴＂，提醒大家勿忘中華文化中孝親敬老的美德。

10名入圍者中，大獎得主為溫金鳳；其他9名孝

行獎得獎人分別為王文民、許桂玉、陳嬋禎、周愛

娣、賴國輝、葉細妹、甘福華（已故）、郭富有、黃

佳煒／黃莉漪。

其中一得獎人甘福華病逝

其中一名得獎人甘福華在照顧母親期間，因身體

受寒導致肺部積水，不幸病逝，由其家人代為領獎。

今日的頒獎禮，大獎得主溫金鳳獲得1萬令吉獎

金及價值3千令吉的金牌；其餘9名得獎者分別獲現金

2千令吉及價值2千令吉的金牌。

頒獎禮吸引了逾500人出席，現場冠蓋雲集，也

獲得讀者的熱烈反應，預留給讀者的半數入場券，一

早已被索取完。

頒獎禮是在星洲媒體集團執行主席丹斯里張曉卿

爵士與評審團主評馬大醫藥中心腦神經專科主任拿督

陳忠登博士致辭後，掀開序幕。

現場除了播放記錄10人孝行的短片外，主辦單位

也邀請了大馬樂團與該樂團主唱，即大馬著名女高音

陳素瑄呈獻一首首動人的懷舊金曲，在老歌音韻伴隨

下，感受人性光輝的美好。

決審評審團是由主評陳忠登、星洲媒體集團總編

輯蕭依釗、孝恩集團董事經理拿督朱兆祥、多美集團

董事主席丹斯里吳德芳和馬華作家冰谷組成。

結合評審讀者網民分數

評審經過一番熱烈討論，並結合星洲日報和星洲

網讀者的投票結果，作出一致的決定，投選出大馬孝

行獎的大獎得主。

評審團的投票占總成績70%，而讀者和網民的投

票則占總成績30%。

出席活動的嘉賓包括星洲媒體集團董

事經理黃澤榮、孝恩集團董事

主席拿汀朱林秀琴及世

華多媒體有限公司

首席執行員邱

天雄。

星洲媒體集團執行主席丹斯里張

曉卿爵士指出，星洲日報精心

策劃主辦“大馬孝行獎＂，最大的用心，

是為了發掘奉養父母感恩感人的故事，和

帶動更多人對父母的感恩和孝順，進而發

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精神。

享受物質文明須付代價

他強調，“大馬孝行獎＂是一項很有

生活意義和文化價值的活動，因為他深刻

感覺到，在今天這個急速變化的時代中，

當我們嚐到了物質文明所帶來的一切好處

和甜頭的時候，我們也為此付出了昂貴的

代價。

“這些代價，包括了社會風氣的敗

壞、人性善良的扭曲、家庭教育的失敗

等。特別是人與家庭關係的淡化、家庭功

能的衰微，甚至是家庭的解體等，這是一

個引人憂心的問題。

“因為每一個人，都和家庭生活脫

離不了關係，每一個人，都擁有自己的家

庭。但是，大家卻很少注意到一個健康的

家庭在促進社會和諧和國家穩定上所扮演

的積極角色。＂

張曉卿是在星洲日報主辦的“第一屆大馬孝行獎＂

頒獎禮上致詞時，發表上述談話。

診斷社會須從家庭開始

他表示，曾經有人說過，要診斷一個百病叢生的社

會，必須先從家庭開始。換句話說，任何一個家庭的不

幸和不健全，受害的不僅只是家庭中的成員，它還會延

續擴大到社會中去。

“日本著名的思想家兼社會活動家池田大作更這

樣說，因為有了家的和諧，所以才創造了世界人類的和

平。＂

張曉卿也引述台灣著名學者朱炎教授的談話指華人

的倫理道德，是世界上最完備、最美妙、最自然、最具

永恆性的人生哲學。

“它是我們祖宗經過長期的苦思、體驗與實踐之後

所得的結果。它不但是中華民族的精神依據，而且成了

我們的一種生活方式。這種優美的家庭倫理制度，是全

世界獨一無二的發明與實踐，數千年來，更維持着中華

文明於不墜。

第一屆大馬孝行獎主評陳忠登指出，孝行

獎的焦點是孝行而不是親情，所強調的

還是對家中長輩的關愛為優先。

他說，該獎項是對父母親或其他親屬長輩以

行動所表達的關愛的讚揚，而所有的入圍者所做

的，都是值得讚揚，成為社會的楷模。

陳忠登在講評時說，這是孝行獎而不是大愛

獎，因此關愛的對象以父母親或其他親屬長輩為

先，而非同輩的親戚。

但他認為，能將對自己長輩的精神，推廣

到社會的其他樂齡人士是非常可貴的，也是古人

對孝道的進一步推廣。

“不過評審團認為第一次的孝行獎，還

是優先表揚對自己家人的關愛。＂

他說，關愛程度的評估，是以個

人所作出的明顯犧牲為準則。

他指出，孝行的意義很廣，

如所謂的孝“順＂與“榮宗耀

祖＂都在表達孝的重要性。

“目前大馬華裔所重

視的還是關愛的行動，而

這也是主辦單位所要表

揚的。＂

他強調，無論是

否得獎，今天在座的

每一位都已是得獎

人，因為當大家在

推廣孝行時，這社

會就會更美麗健

康，而大家都是得

獎人。

孝恩集團董事經

理拿督朱兆祥

說，孝行精神是一種“無

我＂的境界，只能在有心

的情況下能真正落實。

他說，孝行是本質的

現象，是必須出自內心世

界最真誠的感覺，是一種

付出的情懷。

“這種行孝精神是

值得弘揚下去的，讓社會

和公眾人士能夠真正回顧

本質的行為，一起發揮孝

道。＂

他認為，由於孝道不

是每個人都能做到，因此

更顯得特別珍貴。

因此，朱兆祥表示，

孝恩集團樂於參與類似的

行善活動，特別是跟星洲

日報合作，向廣大讀者宣

揚孝道。

患癌照顧孩子及頑疾纏身家婆

朱林秀琴：“大
馬孝行獎＂值得更廣
泛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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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和奉行孝道，是人類與生俱來

的一種本能。也許孝敬父母的方

式和內容，會隨着時代的不同而改變，但是，孝

道的本質和價值，卻是永恒不變的。

“但是，孝道不能強求，孝道也不是一種施

舍；我們為推行孝道而努力，也要接受新的孝道

精神而作出應有的準備和調整，不然的話，兩代

人對孝道的不同理解，感受和要求，常常是一個

家庭面對不愉快的開始。＂

孝順父母為兒女立榜樣

張曉卿說，從現實生活角度出發，不難理解

和發現到，對自己的父母獻上一份孝心，實際上

是對自己的兒女立下一個榜樣而已，因為年老之

後，也同樣的等待自己的兒女獻上這樣的孝心。

他說，期待將來收到子女善待的人，自然也

應該善待自己的父母。一個孝敬父母的人，他一定是一

個謙恭有禮、有愛心的人；一個對父母無情的人，對朋

友，他也不會講誠信，對國家民族，更難有投效服務的

心。

“每一個歷史不衰的偉大民族，都有它獨特的文化

和值得驕傲的民族精神。我們中華民族賴以生存的精神

依據，有人說，就是我們那套完備、獨特又充滿人性和

諧的家庭倫理文化。

促珍惜家庭倫理

“所以，在物質文明，在經濟發展上，我們的確

趕不上人家，的確需要向別人學習，但是在精神文明方

面，尤其是家庭倫理方面，我們已經比別人高明許多，

我們應該善加珍惜和實踐。

“聖經裡有一節經文如此說：｀要孝敬父母，使你

得福，在世長壽´。這樣看來，孝順父母，不僅是每一

個兒女應盡的責任，也是我們蒙受祝福的途徑。＂

張曉卿表示高興，能在這個充滿溫馨的日子，有機

會和大家聚首，一起見證“大馬孝行獎＂的頒獎典禮，

讓大家在孝親的活動與季節中，一起感受傳統道德文化

的力量，一起體會孝道孝行的優良美德是一筆珍貴的文

化資產。

朱林秀琴：“大
馬孝行獎＂值得更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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