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 M Y K

12 中區銀蛇帶去崢嶸歲 2014 年 2 月 14 日（星期五）

KSA12C 排版員：LLLEE              編輯： KKK     簽版：        時間：

砂拉越張氏公會熱心協助籌
募福建省張氏文化苑建築

基金，截至目前為止共籌到近30萬
人民幣。

砂拉越張氏公會秘書長張延
進在敬老會報告時透露，砂拉越張
氏公會籌獲的款項近30萬人民幣大
關。

他說，砂拉越張氏公會將繼
續為福建省張氏文化苑做更大的努
力，相信一定會完成所賦予的任
務。

福建省姓氏源流研究會張氏
委員會發起建設“福建省張氏文化
苑＂，耗資人民幣1千300萬元，力
爭在3年內基本完成。

福建省張氏文化苑籌募基金會
主任本固魯張東儒希望宗親們有錢
出錢，有力出力，大力支持福建省
張氏文化苑，讓文化苑得以在3年內
建起。

“屆時我們可以組一個大團赴
中國，在福建省團聚。＂

張東儒說，不論是會員、理事
或世界各地的宗親可以響應樂捐。

砂拉越張氏公會會長拿督張仕
國則表示，福州省張氏文化苑是千
秋大業，值得全体張氏宗親的積极
參与。

他透露，砂拉越張氏公會
在2011年設立“海內外張氏文物
館＂，當時獲得各國及地區張氏宗
親的熱烈響應，尤其是福建省張氏
宗親的落力支持，發動張氏宗親每
人捐獻人民幣100元者為數最多，這
种精神值得讚許与發揚光大。

“今天我們終于有机會報答福
建省張氏宗親為海內外張氏文物館
付出的貢獻，也感謝福建省張氏文
化苑的成立，為身在海外的我們提
供為祖居地奉獻綿力的机會，這可
以說是我們的光榮。＂

張仕國指出，砂拉越張氏宗親
為福建省張氏文化苑籌款目標為100
万人民幣，目前已經有部分張氏宗
親自動樂捐。

砂拉越張氏公會會長
拿督張仕國指出，

公會重視敬老尊賢傳統美德，
他希望年輕一代能夠繼續傳承
美德，并加以發揚光大。

他說，砂拉越張氏公會
非常重視敬老尊賢的傳統美
德，自從1986年成立以來，每
年都舉辦敬老會，以實際行動
提倡這优良的傳統文化。

“我們希望年輕一代
能夠繼續傳承，并且發揚光
大。＂

張仕國稱，張氏公會也
在新春期間主辦新春聯歡會，
為宗親提供歡聚一堂的平台，
尤其是從外地回來過年的游子
更加珍惜這樣的机會，踊躍購
買餐券出席宴會，這樣的活動
有助促進宗族親誼，加強會員
團結与合作。

“今年的敬老會与往年
不同，我們感到特別高興和榮
幸，來自世界各地的張氏宗親
相聚在這里，和我們一起慶祝
春節。＂

張仕國說，大部分砂拉
越的張氏宗親都來自福建省，
百多年前生活困苦，為了謀生
离鄉背井，离開在福建省的家
鄉与最親的親人，漂洋過海，
由中國祖居地遷徙來砂拉越。

“張氏後裔雖然身在砂
拉越，但是對自己在福建省的家鄉有很
深厚的感情，經常回家尋根謁祖，這也
是華人重視宗族情誼的緣故。＂

福建省姓氏源流研究會張氏
委員會會長張振郎透露，

福建省張氏文化苑佔地5畝，計劃建
5層大廈，總造價人民幣1千300萬
元，目前設計方案已出爐，只等資
金到位后就可動工。

他說，文化苑有6個部分，有3
個功能，第一是研究牒譜，探討源
流的學術中心；第二是穿越歷史，
啟迪后人的教育陣地；第三為尋根
謁祖，緬懷先人的祭祀平台。

“文化苑文化底蘊豐富，建成
后很有可能會成為當地姓氏源流的
一朵奇葩，一個人文景觀，對福建
省兩百萬張氏宗親而言確實是一件
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好事。＂

他希望張氏宗親們能關心、支

持與幫助。
張振郎在砂拉越張氏公會甲午

年（2014年）敬老會上致詞時說，
福建省張氏委員會已申請加入世界
張氏總會，過去委員會對世張了解
不多，不過經過几年的觀察與了解
后，認為世張是一個非常好的社
團。

他指出，世張有一整套規章制
度，工作有規劃，有一批德高望重
宗長做後盾，又有強有力的秘書處
工作班子，這几年也做了許多文化
事業，受到宗親的歡迎與贊揚。

“世張是一個非常強，有凝聚
力，親和力與生命力的社團，所以
我們決定加入，希望大家能給予支
持。＂

（詩巫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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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衰
老，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你
真的以為自己老了，一無是
處；年長其實并不代表生命
的灰暗和無用，也不代表生
命的凋零和淒涼，反過來，
它應是生命的另一種充實，
是生命的另一種圓熟、完美
和準備。

張曉卿今午在砂拉越張氏公
會甲午年（2014）敬老會上致詞時
說，張氏公會選擇在這個團圓、充
滿祥和又到處洋溢着喜氣的佳節
里，舉辦敬老會，是兒女晚輩向父
母長輩表達孝敬和感恩的最佳時
候，並強烈傳達家庭倫理價值觀的
可貴與文化的傳承。

“我們一年又一年的舉行敬老
會，因為我們實實在在，也完完全
全的堅信，孝親敬老，是華人的優
良傳統與文化，也是匡範人類行為
一套非常完備的思想價值體系。＂

■維護發揚孝親敬老美德
張曉卿強調，孝親敬老的美

德，既可以激發善良與知恩圖報的
本性，也是維繫家庭觀念、促進家
庭和諧的核心價值。

“我們除了珍惜並享有這份豐
厚、珍貴又實用的文化資產外，我
們也要在主動中，努力維護和發揚
孝親敬老的美德。我所謂的努力，
是一種生活上的遵從和實踐，是一
種至性真情的表達和流露。＂

張曉卿透露，不久前，數以十
萬計的法國人上街遊行，為的就是
要表達法國人捍衛傳統家庭價值觀
的決心，為的就是反對與擔憂一股
又一股對家庭價值觀的漠視，與對
家庭冷酷叛離的風潮。

“法國人的行動，不就印證
了華人維護家庭倫理價值觀的正確
和高明。世界IT界巨人比爾蓋茨也
說過：要懂得記得，在沒有你之
前，你父母的生活並不像現在這樣
的｀乏味單調´。你應該想到，這
是他們為了撫養你所付出的巨大代
價。所以，你永遠要感恩和孝敬他
們，才是你對父母的硬道理。＂

張曉卿說，歲月的流逝，固
然叫人追念和傷感，但是，更重要
的，是宗親們如何在每一個不同人
生階段的生命里，塗上美麗奪目的
色彩、活得快樂和開心、活出每一
個人的尊嚴和價值，也活出每一個
人幸福和快樂的指數。

“特別是對人生邁入另外一個
階段的年長者來說，我們除了向他
們表達孝敬和體貼之外，我們也要

為自己的父母或長輩們，創造更豐
富、更充實與更廣闊的生活新天地
和新價值。＂

■珍惜年輕為年長作準備
張曉卿強調，人人都希望自己

青春常駐，但是，人人都會逐漸走
向老邁。所以，人的生命，就像四
季一樣，有春夏秋冬之分。每一個
季節，都有它精彩充實的內容和價
值。每一個階段，都可以是黃金歲
月。

“我們不要只看重年輕與活
力，而忘記了成年、老年的穩重和
成熟。所以，作為年輕的一代，除
了珍惜自己年輕之外，我們也應該
為自己將來的年長，預作心理準
備。＂

張曉卿稱，人的衰老，並不
可怕，可怕的是你真的以為自己老
了，一無是處，讓自己活在生活的
枯萎之中，等待生命的終點。所以
年長，不代表生命的灰暗和無用，
也不代表生命的凋零和淒涼，反過
來，它應該是生命的另一種充實，
是生命的另一種圓熟、完美和準
備。

“過年的文化意義和內涵，看
來已經逐漸被淡忘了。過年，本來
是一種對歲月的敏感和珍惜，是一
種集體的民族記憶和文化呼喚。從
時序上來說，過年是一個舊歲月的
結束，也是一個新生活的開始。＂

“所以，在這個特別的日子
里，我們應該把過去的傷心、埋
怨、挫折，留在舊的歲月里；我們
應該以燦爛、充滿自信的笑容，迎
向新的一年。＂

張曉卿說，年節，又像是一個
捎來愛與和平的使者。因為在一個
越來越冷漠和功利的社會中，我們
必須年年銘記，我們生活在這個世
界里，我們必須以愛心、以和平來
建構和諧的社會。

“所以，過年的文化內涵，
如果宗親們能夠細心品味和思考的
話，我們將不難領悟到，原來勤
奮、樸實、節儉、親情、感恩、團
圓、幸福、關懷、和諧與愛心等的
文化因子，其實，都隱藏在年節
里。如果我們太過忙碌、盲目跟
從，忽略了過年的價值，那麼，我
們很可能在文化的迷失中，失去了
過年的意義。＂

人的衰老，並不可怕

，可怕的是你真的以為自

己老了，一無是處，讓自

己活在生活的枯萎之中，

等待生命的終點。

張曉卿：老不可怕

自認一無是處才可怕 

張振郎：5層福建張氏文化苑

1300萬人民幣到位就動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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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文化苑獻綿力

砂宗親要籌百萬人民幣

砂拉越張氏公會甲午
年（2014）敬老會

籌備會主席張達良指出，敬老
尊賢被視為中國人的傳統美
德，華人從未忘記祖宗教誨，
世代相傳將“敬老精神＂發揚

光大。
他在砂拉越張氏公會甲

午年（2014年）敬老會上致詞
時說，敬老會在中國大陸俗稱
為“九九重陽節＂或“老年
節＂，已有兩千年的重陽節受

法定為老年節，成為敬老的日
子，這是當代中國老年問題嚴
峻挑戰的体現，也体現現代社
會追求專門化，追求單一价值
的特點。

“敬老會強調的是中華民
族的傳統美德，即尊敬和供養
老人，愛護和撫養育子女，實
現｀大同´理想的社會。它充
分体現中華文化強調的｀家´
的圓滿意義。＂

張達良指出，濃濃鄉情
造就社團熱衷舉辦孝親敬老活
動，傳承优秀的孝順价值觀給
年輕一代，喚醒大家關心長
輩。

他透露，詩巫是世張發祥
地，當年在砂張氏公會創會長
丹斯里張曉卿帶領下成立了世
張。

張達良：喚醒大家關心長輩 

清河張氏宗親聯誼會會長兼世張總會名譽主
席張銀豪（右）移交紀念品給張曉卿。

中國濮陽張姓研究會及濮陽華夏張姓文化研
究會代表贈畫給張曉卿（右二），左二為作畫人張
儒田，右為中國濮陽華夏張姓文化研究會秘書長兼
濮陽張姓研究會副會長兼世張理事張志彪。

新加坡張氏總會代表張永明（右）贈送墨寶
及字帖給張仕國。

眾人共切敬老會蛋糕，前排左七起為世界張氏總會永久名譽主席張福開、世張署理會長張
錦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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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士、砂拉越張氏公會名譽
會長兼世張永久榮譽主席拿督張公賢、砂拉越張氏公會會長張仕國及夫人拿汀黃拔妃。

張仕國（左二）、黃拔妃（左五）及張曉卿（右二）為長
者戴上金牌。

砂拉越張氏公會青年團與婦女組執委領唱。

張氏宗親肅立合唱張
氏公會會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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