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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聯會頒楷模傑出獎

（布城27日訊）由馬來西亞福建社團聯
合會舉辦的50福建楷模獎及杰出獎，今晚
圓滿舉行。

這項配合福聯會50週年金禧紀念舉行的晚宴，

邀請馬華總會長拿督斯里黃家定出席，并為大會主

持隆重的頒獎典禮。

福聯會配合創會50週年，特于去年主辦50杰出

楷模獎，作為大馬福建人對國家做出貢獻的肯定。

這項楷模傑出獎獲得該會屬下組織的熱烈響應，積

極推薦有杰出表現的會員參賽。經過評委會近一年

的評審，50位得獎者今晚終于出爐。

上述獎項分為兩個部分，即“楷模獎”及“杰

出獎”。楷模獎選出10名在社會及國家德高望重的

福建鄉賢，而“杰出獎”則選出40名得獎人。

本報社長張曉卿獲楷模獎
獲得福建楷模獎的得獎者包括世華媒體集團

有限公司執行主席兼星洲日報社長丹斯里張曉卿、

檳州第二任首席部長敦林蒼佑、前任馬華總會長敦

林良實、楊忠禮集團創辦人丹斯里楊忠禮、IOI集

團執行主席丹斯里李深靜、機合控股有限公司執行

主席丹斯里童玉錦、豐隆集團執行主席丹斯里郭令

燦、華社慈善老人丹斯里郭鶴堯、劉景成控股有限

公司的丹斯里劉景成、教總顧問拿督沈慕羽（名次

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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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聯會配合創會50週年，特于

去年主辦50杰出楷模獎，作為大馬福

建人對國家做出貢獻的肯定。

張曉卿（右二）與4名得獎者合照，左起劉景成、林良實和謝姚伊雯；右為戴良業。

福聯會“楷模獎”得獎名單:

（名次不分先后）
● 敦林蒼佑
● 敦林良實
● 丹斯里楊忠禮
● 丹斯里李深靜
● 丹斯里童玉錦
● 丹斯里張曉卿
● 丹斯里郭令燦
● 丹斯里郭鶴堯
● 丹斯里劉景成
● 拿督沈慕羽

福聯會“傑出獎”得獎名單:

（名次不分先后）
● 丹斯里黃麗綏
● 丹斯里方天興
● 丹斯里蘇錦鴻
● 丹斯里陳志遠
● 丹斯里陳孟通
● 拿督斯里鄭金森
● 拿督斯里黃琢齊
● 拿督洪來喜
● 拿督斯里林木生
● 拿督洪細弟
● 拿督林國璋
● 拿督高程祖
● 拿督林順平
● 拿督林利星
● 拿督林欽耀
● 拿督高建祠
● 拿督劉國泉
● 拿督王惠臨
● 拿督廖忠華
● 拿督施朝全
● 拿督陳成龍
● 拿督陳振南
● 拿督葉紹全
● 拿督鄭生金
● 拿督鄭孝潔
● 拿督葉順治
● 拿督張仕國
● 拿督楊建筑
● 拿督童國模
● 拿督陳錦仕
● 拿督楊紫瓊
● 陳凱希
● 張送森
● 戴良業
● 蘇意琴
● 謝姚伊雯
● 寂晃長老
● 邱財加
● 李宗偉
● 黃茂桐 

張曉卿（左二）從黃家定手中接領楷模獎；左起鄭福城，右一為陳金龍。

陳凱希在代表“杰出獎”得主致詞時說：“福建精神

可以被理解為福人福己，建人建己，也就是麗人利

己，愛人愛己，要有成人之美，為人服務的精神。讓我們大

家同心協力，身體力行，行之有效。”

他說，得獎者一定要記得滴水之恩，涌泉以報的道理。

他指出，大馬華人受中華文化熏陶，具有中華文化的優

秀品質和品格，以至能在逆境中生存發展，屢創奇績。

大馬福聯會配合創會50週年紀念而舉辦的“楷模獎”及“杰出獎”頒獎典禮成功舉行。圖為得獎者和嘉賓合影。坐者右
起為林木生、陳金龍、劉景成、寂晃長老、福建省人民政府僑務辦公室主任曾曉民、楊忠禮、童玉錦、程永華、黃家定、鄭福
成、林良實、李深靜、衛生部長廖中萊、沈慕羽、新加坡福建會館署理會長蔡天寶、商聯會會長鐘廷森和邱財加。

●丹斯里李深靜：

感覺很高興。
●拿督沈慕羽：

我畢生提倡母語、儒
學、書法及為民服務，甚至
因此三次入獄，一生積極為
民服務，貢獻社會。
●丹斯里劉景成：

獲獎對我而言是主辦當
局的錯愛，我對社會的貢獻

其實有限。
●敦林良實：

我及太太對于獲獎感到
非常榮幸，我能夠獲獎是因
為獲得華社、政府及馬華的
支持。
●丹斯里童玉錦：

對于得獎感到高興及興
奮。

得獎人感言

陳凱希:福建精神福人福己

（布城27日訊）世華媒體集

團有限公司執行主席兼星洲日報

社長丹斯里張曉卿說，政治是民

族權益一道最後的防線，一旦這

道防線節節敗退，當家不當權，

華社肯定會有意見。加上貪腐問

題、治安問題、民生問題，結果

造成了今天政治的巨大變化。

他說，在錯綜複雜的諸多

問題中，華人政治的課題是最為

人們所關注的，而在現代化的政

治發展中，政治是一種力量、一

種妥協和溝通，但是，一味的妥

協與退讓，常常變成了一種立場

的典當，變成一種地位的矮化，

變成了一種力量軟化和權力的放

棄。

“其實，這是一個可以預見

的問題，只是我們忽略了它、低

估了它。”

張曉卿今晚在福聯會50週

年金禧晚宴上，接領福建楷模獎

後，代表所有楷模獎得獎人上台

致詞時，這麼表示。

他說，既然事情發生了，我

們就要嚴正看待，自我反省和檢

討。失敗只是一個過程，不是終

結。

抓住民心就是贏家
“失敗，提供大家一次再出

發、再振作的機會。如果你痛定

思痛，自我批判，總結經驗；失

敗反而是一種生機的勃發，是新

生命的開始。最重要的，我們不

要氣餒、不要放棄、不要互相推

託，找籍口。誰抓住民心，誰就

是贏家。台灣國民黨8年後重新執

政，就是很好的參考和教育。”

他說，政治已不再是在朝與

在野的必然對立、分化與選擇，

為了建立國家更健康的發展與監

督機制，我們必須放棄獨大的心

理，我們必須接受朝野共存與互

補的事實。

張曉卿:絕不可失守

政治可捍衛民族權益

對於能夠獲得頒發楷模

獎，張曉卿說，他對

這份盛情心領了，這對他是一

份榮譽。

“論榮譽、論成就、論

輩份，都不應該由我來擔任。

但是，主辦單位的錯愛，我只

有恭敬不如從命了。說成就，

說楷模，我真的愧不敢當。但

是，如果真的要替自己說一點

自我勉勵和安慰的話，我只能

說，我只是一個天天在為生活

忙碌和奮斗的人。我只是一個

懷有一定理想和使命感的人。

距離成功的目標，還非常遙

遠。我不敢奢望自己可以做到

多好，但是，我可以肯定地告

訴自己，我會繼續的努力，我

不會輕易的放棄人生的理想和

承諾。”

關照別人關心社會
他說，人生的道路，創業

的過程，本來就是風雨相伴。

我們不能只習慣地生活在自

我的滿足中，忘記了人生的意

義、價值和可貴。我們努力的

追求自我美好的生活，我們也

要學會關照別人、關心社會。

“尤其是在一個全球化、

資訊化、高油價、高糧價的年

代中，我們更應該在高度的警

惕中，以全新的思維和智慧，

邁向競爭和挑戰。”

“我們也應該在高度的期

許中，以全力以赴的姿態，以

一顆赤熱的心，投入社會，貢

獻國家，并引導自己邁向更具

充實的人生路程。”

張曉卿說，即使面臨再嚴峻的

考驗，華社都必須要坦然面

對，而且要努力思索未來深重的危機和

挑戰，因為華裔不只要立足大馬，還要

走向世界，與全球華人建立更密切的互

動與合作。 

他說，如何在一個充滿競爭與多

元的社會中，歷練出一套更圓融、務

實、有尊嚴和符合顯示需要的智慧來，

這已經成了華裔不可或缺的生活手段

了。

“從個人看華社，我們總有許多

牽掛、憂慮和不安，華社的路在何方？

華人的明天會更好嗎？社會的轉型，時

代的機遇，我們華人，包括大馬福建鄉

親，是不是與時并進了呢？還是自外于

自己舊有的生活傳統、辦事風格和思考

模式呢？任何的困境和挑戰，都可能是

促動我們要求進步和超越的契機。”

張曉卿說，歷史的古老和悠久，

對中華民族來說，是一種榮譽、一種優

勢，但也是一種負擔、一種拖累。如果

我們勇於檢討歷史的過失和錯誤、勇於

改變和創新，那就是一種榮譽和優勢。

“如果我們一味的抱殘守缺、原

地踏步、走不出歷史的框限，那就是一

種負擔和拖累。”

華社須面對任何嚴峻考驗

領楷模獎自認愧不敢當

張曉卿說，公平和開放，可以是一種社會

的法則，也可以是一種治國的理念。有

了公平，使有些人失去了依賴；有了開放，使社會

變得更加寬容。就像在一個家庭裡面，哪一個孩子

受到更多的嬌寵和保護，他長大後，就會變得更加

依賴，甚至失去自主、獨立和發展的能力。

“所以，在馬來西亞這樣一個多元民族的國

度裡，我們應該努力培養一個國民人道的精神和道

德良知，使每一個人，都能夠本着愛心和同情心，

來和別人分享社會的成果和資源。”

他認為，更重要的，是培養容忍和尊重別人

的習慣。只要大家認真反省，建立共識，產生良

知，自然就可以在平和、諒解和溝通的基礎上，促

進和建立一個社會良好的人生環境。

公平開放利國惠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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