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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氏宗親多到清河走走
李國印：共建美麗家鄉

清河民 縣 政人

府縣長兼中華張
氏祭祖節組織委
員會主任李國印
希望張氏宗親能
經常到清河走一
走、看一看，多
為老家鄉發展獻
計獻策，投資置
業，共同建設美
麗富裕的張氏家
園。
他 透 露 ，
拜訪團此次來詩
巫，是要與詩巫
市議會簽署友好
城市協議，與砂
拉越張氏公會等
張氏宗親團体進
行聯誼，增進彼
此溝通了解，進
一步鞏固深化雙
方友好交往合作
關係。
李國印是在
砂拉越張氏公會
歡迎中國河北清河縣人民政府、
福建省張氏委員會、韶關市世張
第六屆懇親大會工委會蒞訪詩巫
午宴上致詞。
他說，清河是華夏張氏發源
地，藉此機緣，清河人民與詩巫
人民，清河張氏宗親會與砂拉越
張氏公會多年來一直保持各層次
人員交往和各領域交流合作。
“我們由衷感謝砂拉越張氏
公會長期以來對清河的支持與幫
助，我們希望各位宗長宗親一如
既往的關心關注清河。＂
李國印說，清河是一個美麗
的地方，熱情好客的鄉親希望大
家經常到清河走一走，看一看。

張曉卿：建立共識產生能量

華人必須團結合作
（詩巫27日訊）世界張氏總會
創會會長兼砂拉越張氏公會永久名譽
會長丹斯里張曉卿爵士指出，在中華
民族崛起的機遇中，全球華人必須團
結合作，發揮協同效應。因為團結合
作，可以凝聚意志，可以激發消沉，
可以建立共識，也可以產生能量。
他今午在砂拉越張氏公會歡迎中國河
北清河縣人民政府、福建省張氏委員會、
韶關市世張第六屆懇親大會工委會蒞訪詩
巫午宴上致詞。
“今天，對第一次到訪詩巫的海外宗
親來說，應該有一種特別的記憶、感受和
親切，因為我們擁有共同的文化和語言，
因為我們是同宗，是一家人，所以我們團
聚在一塊。＂

展現民族視野氣度
張曉卿說，海外宗親的到來，除了增
進情誼和進一步的交流之外，他也希望
這次的蒞訪，可以擴大交流的範圍，
除了同宗聯誼之外，彼此也可以談
文化、談教育、談經濟、談“中國
夢＂、談東盟和中國、談南海危
機、談馬來西亞的經濟轉型計
劃、談馬來西亞在多元種族下
的宗教與文化發展。
“因為站在今天歷史新

的舞台上，我們要做一個積極的參與者和
貢獻者。新世紀的契機，已經展現在我們
的眼前。＂
“為了走向世界，我們應該具備更大
的勇氣和信心，我們也應該展現一個民族
應有的視野、氣度和修養。＂
張曉卿說，當我們回顧過去，我們不
禁要驚嘆，世界變的、走的太快了。一個
不留神，我們可能就要落在人後；一個不
經意，我們可能就會被時代所淘汰。

勇於追求兼學習面對挫折

光明；因為有挫折，所以我們才走向成
熟。＂
張曉卿稱，這是生命的奧秘，也是一
個社會、一個民族發展的規律，這也是歷
盡歷史苦痛之後，最好的報償。
“歷史的記憶，是一面鏡子，它讓
我們看清了生命的光輝和充實；而生活的
遭遇，卻是一扇窗口，它讓我們有勇氣跨
越眼前的重重障礙，也給了我們最寶貴的
生活智慧。這是我對宗親們的祝福和勉
勵。＂

“所以，如何時時把握變的規律、緊
隨時代發展的步伐，如何做好一切
生活的準備，做好放眼世界的
豪情和壯志，我們才可能在
歷史的屈辱和苦難中，迎
向崛起，走向復興。＂
張曉卿強調，人
生除了要勇於追求、
勇於爭取之外，還
要學習面對失去及
挫折。得到與得不
到或者是失去，都
是人生的一部分，
是每個人，不論貧窮
或富有都必須走過的
人生之路。
“隨著全球化時代
的到來，散居在世界各地
的華人，為了民族的自強和
復興，我們應該努力走出焦慮和
困頓。因為有黑暗，所以我們才珍惜

左起為砂拉越張氏公會副會
長張昌錦、財政張昌耀、名譽會長
張延真、韶關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
兼世界張氏總會第六屆懇親大會工
委會常務副主席兼張九齡（韶關）
研究會副會長張平、砂拉越張氏公
會名譽會長兼副會長兼會務顧問
張強開、福建省張氏委員會會長兼
世張總會名譽主席兼福建省民政廳
原廳長張振郎、砂拉越張氏公會副
會長張延廣、清河縣人民政府縣長
兼中華張氏祭祖節組織委員會主任
李國印、世界張氏總會創會會長兼
砂拉越張氏公會永久名譽會長張曉
卿、政協清河縣委員會主席兼中華
張氏祭祖節組織委員會常務副主任
兼秘書長馮明躍、砂拉越張氏公
會署理會長張東儒、世界張氏總會
理事兼華夏張氏祖庭管理委員會祖
庭管理處主任兼清河張氏宗親聯誼
會會長兼中華張氏祭祖節組織委員
會副主任張銀豪、砂拉越張氏公會
名譽會長張錦芬、世界張氏總
會副秘書長兼清河張氏宗
親聯誼會名譽主席張印
普、砂拉越張氏公會
秘書張延進、副會
長張光和及張文
壽攝於主賓席。
張 曉 卿
（右）與李國
印（左）交談甚
歡。
張平（右）贈
送紀念品給張曉卿。

關愛家鄉重視文化事業

張振郎向張曉卿致謝
張曉卿：在中華民族崛
起的機遇中，全球華人必須團
結合作，發揮協同效應。因為
團結合作，可以凝聚意志，可
以激發消沉，可以建立共識，
也可以產生能量。

福建省張氏委員會會長兼世
張總會名譽主席兼福建
省民政廳原廳長張振郎指出，丹斯
里張曉卿對福建家鄉給予很大的關
愛與幫助，長期以來對張氏文化事
業，乃至中華文化事業非常重視，
并做出重要貢獻。

他代表福建省200萬張氏宗親
及福建省張氏委員會對張曉卿表達
崇高敬意及深深的謝意。

張東儒：聯誼拜訪促進交流

月辦世張懇親會

張振郎（右二）代表福建省張氏委員會贈送紀念品給張曉卿。

研究會副會長張平指出，張九齡是韶關的驕傲，更是韶
關一張耀眼的“名片＂，今年10月29日至31日，以“九
齡風度，韶州情緣＂為主題的世界張氏總會第六屆懇親
大會將在韶關舉行。
“這是韶關的一件大事，舉辦這項活動對於吸引社
會民間力量，參與紀念張九齡誕辰系列文化活動，進一
步打響九齡文化品牌，以實際行動推進韶關歷史文化名
城建設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意義重大，影響深遠。＂
張平指出，為辦好世張第六屆懇親大會，韶關市
委、市政府高度重視，正式成立第六屆懇親大會工作委
員會，由市長艾學峰任懇親大會主席，工委會下設13個
功能組和秘書處辦公室。工委會成立以來，主要領導同
志先后率隊出訪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國家，出席世張第
五屆懇親大會、世張第五屆二次理事會、世張第五屆三
次理事會等重要活動。
“工委會通過編輯宣傳專版、印制第六屆懇親大會
《簡報》、編印宣傳冊、拍攝｀韶關張九齡´專題宣傳
片、召開新聞發佈會、征集戶外廣告口號等多种形式，
宣傳世張第六屆懇親大會在韶關舉行。＂

張平：

韶關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兼世界張氏總會第六屆
懇親大會工委會常務副主席兼張九齡（韶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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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張九齡紀念公園

李國印（右二）贈送紀念品給張曉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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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平稱，《世界張氏》雜志在2012年第一期用7個版
面刊登韶關舉辦世張第六屆懇親大會的相關文章，同時
韶關還全力建設張九齡紀念公園，為海內外張氏后裔尋
根問祖增添熱土。
“目前距離世張第六屆懇親大會召開還有不到半年的時間，
工委會各項籌備工作都在緊鑼密鼓進行中，我們相信在韶關舉辦
的世界張氏總會第六屆懇親大會有各位大力支持，一定能夠取得
圓滿成功。＂張平代表世張第六屆懇親大會工委會邀請張氏宗親
們屆時來到韶關參加懇親大會，目前砂拉越張氏公會已有百多位
宗親報名。
“我希望領導們能多到韶關指導工作，各位張氏宗親多關

韶關歡迎宗親尋根

張振郎在砂拉越張氏公會歡
迎中國河北清河縣人民政府、福建
省張氏委員會、韶關市世張第六屆
懇親大會工委會蒞訪詩巫午宴上致
詞。
砂拉越張氏公會署理會長本固
魯張東儒則指出，訪問團除促進聯
誼拜訪，加深交流外，河北省清河
縣委此行也與詩巫市議會簽署友好

城市意向書。
他稱，廣東韶關委員也將籌辦
第六屆世界張氏懇親大會和籌建張
九齡紀念公園，以及在福建省建設
福建張氏文化苑。
“這4項工作使命對我們宗親
會來說非常有意義，而且是任重道
遠，因為這是關乎張氏宗親們的千
秋大業。＂
“振興同宗基業是我們共同
語言、共同焦點和共同愿望。我深
信砂拉越張氏宗親對上述4項計划
會給予大力支持，我期盼它順利完
成。＂

心，關注世張第六屆懇親大會籌備工作，踴躍捐款支持
懇親大會和張九齡紀念公園建設。＂
張平在砂拉越張氏公會歡迎中國河北清河縣人民
政府、福建省張氏委員會、韶關市世張第六屆懇親大會
工委會蒞訪詩巫午宴上致詞時指出，韶關是廣東的北大
門，也是廣東省規劃建設的6個區域性中心城市之一，素
有“五岭南北經濟文化交流樞紐＂之稱。現轄5縣3區，
代管2個縣級市，面積1.85萬平方公里，人口333.4萬。
他說，韶關歷史悠久，文化底蘊深厚 ，“馬垻
人＂12萬年前就在此繁衍生息，石峽文化、禪宗文化、
珠璣文化、民俗文化、生態文化等豐富多彩、各具特
色。
“韶關生態、旅遊資源非常豐富，是全國重點林區
和華南生物基因庫，被國家環保部列為全國6個生態文
明建設試點地區之一，境內有世界級、國家級景區景點
17處，世界自然遺產、世界地質公園丹霞山，｀禪宗祖
庭´南華寺，｀馬 垻 人´遺址，珠璣古巷和南岭國家森
林公園等共同構成“名山、佛韻、溫泉、風情＂的旅游
特色。＂

膺中國優秀旅遊城市

張平透露，近兩年韶關提出建設粵北區域文化中
心、粵北區域中心城市的戰略目標，先后獲得了國家衛
生城市、中國優秀旅游城市、全國雙擁模范城、國家園
林城市、廣東省文明城市等榮譽稱號。
“韶關還是岭南第一賢相張九齡的故里，張九齡是
唐開元尚書丞相，是一位有膽識、有遠見的著名政治家、文學
家、詩人、名相。＂
張平說，張九齡忠耿盡職，秉公守則，直言敢諫，選賢任
能，不徇私枉法，不趨炎附勢，敢與惡勢力作斗爭，為“開元之
治＂作出積极貢獻。
“他的五言古詩，以素練質樸的語言，寄托深遠的人生慨
望，對掃除唐初所沿習的六朝綺靡詩風，貢獻尤大。他的｀海上
生明月，天涯共此時´流芳千古，被譽為｀岭南詩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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