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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华教节手册

……我要告诉大家，

民族的文化

是民族的灵魂，

它的价值，

跟我们的生命互相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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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教节主题曲

1985年12月18日，一代宗师——林连

玉先生溘然长逝。巨星殒落，光芒仍

在。林连玉的精神不死。

1987年10月17日，林连玉基金委员会决

定以林连玉先生忌辰这一天定名为“华教

节”，发扬林连玉精神。

1987年10月27日，在“茅草行动”的大逮

捕下，服赝民主、维护民权、主张母语

母文教育的人士，再度体现不屈的林连

玉精神。

1987年12月18日，在公祭林连玉先生的

时刻，郑重宣布“华教节”的订立。

今天，1988年12月18日，我们在林先生

墓前，公布《华教节宣言》。

华教节是华文教育节的简称。其目的是

要贯彻林连玉精神以维护华文教育，发

扬中华文化；同时赞颂体现林连玉精神

的华教工作者，培养接班人。

华文教育是华裔马来西亚公民的母语母

文教育。接受母语母文的教育是公民的

基本权利。而且，母语母文的教育是最

有效最直接的教育。林连玉先生鞠躬尽

瘁地捍卫她，是我们的风范。

华校以华语华文为主要教学媒介，同

时教授马来西亚语文以及英语英文。她

灌输爱国精神与法治、民主、民权等观

念。她已为马来西亚的建国事业作出贡

献，对民族、社会与国家，都是休戚与

共的。华族对她的宣扬，正如马来民族

宣扬马来西亚文教育一样，天经地义。

华社兴办华文教育，世代以来，自力更

生，全力以赴，才具今天的规模。华教

工作者，前仆后继，功不可没。这种立

人立己的精神，不但要发扬光大，而且

要加以表扬，加以赞颂。

对于马来西亚这个多元种族的新兴国家，

林连玉先生说过，“在这民族复杂的地

区建国的铁则，就是和衷共济，共存共

荣。”他的论著对此阐述得很详尽，可为

圭臬。

发展华文教育是华族的基本人权，是民

权的一部分。唯有全民一致，自由、民

主、民权才不是那么遥不可及。“华教节”

正如教师节一样，也和华社任何节日一

样，不是一时一地的节目，换句话说，

她应该是在全国各地同时展开的赞颂节

日，必须进行到底。

谨此宣言。

（1988.12.18）

华教节宣言
Penyataan Hari Pendidikan C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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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华教节主题 
Tema Hari Pendidikan Cina 2019

主题简介

马来西亚乃多元文化的国家，不同族群在历史上都有着不可磨灭的印记与贡

献。只是在官方史观的主宰下，这些历史印记与贡献已渐被淡化掉了。

 

华族先辈梯山航海南来，与友族一起开发美丽的家园，奠定近代马来西亚的基

础建设，也丰富了现代马来西亚文明。首任马来联邦总参政司瑞天咸（Sir Frank 

Swettenham）说：“华人之才能与努力，造就了今日之马来亚。”我们数代在

这里落土生根，安居乐业，有全马无数的义山坟冢可以作证明。

 

古语有云：“欲亡其国，先灭其史。”今天大马各族都面临了自身族群历史的

断层危机，不可谓不严重。有鉴于此，我们发起保存历史文化的醒觉运动，呼

吁抢救民间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资产。

 

抢救历史并不是学者专家的专属，而是每个人都应该也能够做的责任。我们可

从保存文化资产做起，以“化整为零，藏富于民”的全盘思维与策略，于各地

民间广设文物馆 / 文史馆 / 故事馆，有系统地收集及保藏历史文献文物。文物馆

不仅是为保存与展示地方历史文化，也将会是历史教育的最佳场所，凝聚起地

方的社群意识，并为那些被淹没的人事物存证与发声，以为对质主流或官方的

历史书写预留空间。

 

保存历史是一项百年的文化工程，既要社群大众的参与，也需要庞大的经费支

援。由林连玉基金发起的文化资产保存基金委员会，决意推动这项醒觉运动，

并向社会大众筹募基金，以保我文化资产。保住历史，是为保住我们的未来。

还望社会各方贤达，慷概输将，群策群力，齐心达之。谨此。

文化资产保存基金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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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华教节活动
Aktiviti-aktiviti Hari Pendidikan Cina 2019

2019年华教节工委会
Jawatankuasa Hari Pendidikan Cina 2019

主办单位 : 林连玉基金

协办单位 : 教总、董总、校友联总、尊孔独中

大会顾问 : 杜乾焕、胡万铎、陈凯希、刘锡通、沈德和

大会主席 : 刘志文

大会副主席 : 李毅强（教总）、陈大锦（董总）、陈鹏仕（校友联总）、

拿督黄位寅（尊孔独中）、吴建成（林连玉基金）

工委会主席 : 池美花

副主席 : 姚丽芳、谢蔡梧、潘永强、赖兴祥、颜振辉、陈玉璇、何信佑

财政 : 黄荣庆

总协调 : 李亚遨

2019年林连玉行

日期：2019年11月03日（星期日)

起跑时间：上午七时正（7:00 am）

地点： 瓜拉冷岳县Bandar Rimbayu 

(IJM Land)

第32届林连玉精神奖颁奖典礼

日期：2019年12月15日（星期日）

时间：上午十时正（10:00 am）

地点：坤成中学讲堂

林连玉先生公祭礼

日期：2019年12月15日（星期日）

时间：上午八时正（08:00 am）

地点：吉隆坡福建义山林连玉墓园

“文化资产保存基金”筹款午宴

日期：2019年12月15日（星期日）

时间：中午一时三十分（1:30 pm）

地点：坤成中学礼堂

2019年华教之旅

日期：2019年12月15日至16日

活动：1. 参观林连玉纪念馆  2. 社区导览    3. 电影欣赏会

4. 林连玉先生公祭礼    5. 林连玉精神奖颁奖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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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ifesto Hari Pendidikan Cina (18.12.1988)

i Tema Hari Pendidikan Cina 2019

ii Jawatankuasa Hari Pendidikan Cina dan Aktiviti-aktiviti 2019

iii Isi kandungan

1 Mendiang Lim Lian Geok

2 Pusat Pembangunan Kebudayaan LLG

3 Lembaga Pengarah ke-10 (2017-2020)

4 Jawatankuasa Perhubungan LLG

5 Hari Pendidikan Cina

6 Majlis Perasmian Hari Pendidikan Cina

11 Artikel-artikel untuk Hari Pendidikan Cina 2019

10 Lawatan Sempena Hari Pendidikan Cina

11 Upacara Peringatan Lim Lian Geok

12 Agenda Upacara Peringatan Hari Pendidikan Cina 2019

13 Ucapan Peringatan Hari Pendidikan Cina daripada Pihak Majlis 2019

14 Ucapan Peringatan Hari Pendidikan Cina daripada Pelajar 2019

16 Anugerah Semangat Lim Lian Geok

17 Majlis Penyampaian Anugerah Semangat Lim Lian Geok ke-32

18 Senarai Penerima Anugerah Semangat Lim Lian Geok ke-32

19 Pengenalan Penerima Anugerah Semangat Lim Lian Geok ke-32

22 Syarat-syarat Anugerah Semangat Lim Lian Geok

24 Jawatankuasa Pemilihan Anugerah Semangat Lim Lian Geok

25 Memorial Lim Lian Geok

29 Pameran  lukisan dan kaligrafi Pendidikan Cina

37 Petubuhan Pemeliharaan Warisan Budaya

40 Larian LLG 2019

Lagu Tema Hari Pendidikan Cina”Bagai Suria dan Bayu”

Isi Kandun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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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连玉先生 
Mendiang Lim Lian Geok

林连玉先生（1901-1985），马来西亚华校教

师会总会（教总）前任主席、伟大的教育家、

社会活动家。

林先生在中国原籍（福建永春）出生，厦门集

美师范毕业，1927年南来。原为一普通教师，

二战后由于时代的召唤，以教育工作者的身份

投身社会改革活动。1945年主持战后尊孔的复

校工作。1949年推动吉隆坡华校教师会成立。

1951年推动教总成立，1954年正式出任教总主席。领导教总八年期间，为马来

亚华文教育以至华裔公民权益的实际代言人。主张国家独立，民族平等，非巫

人要效忠马来亚，巫人要抱着共存共荣的思想，共同建设国家。领导全国华人

争取华教权益和公民权。1961年反对《拉曼达立报告书》强迫华文中学改制，

结果被褫夺公民权并吊销教师注册证。被迫退隐之后，完成《回忆片片录》；

继续关心时事，并如此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刻。1985年12月18日因病去世，被

马来西亚华人社会誉为“族魂”。

林先生的战友沈慕羽先生曾说过：林连玉为华教赴汤蹈火，应居第一功。每次

事件发生，他都身先士卒，奔走呼号，可说“无役不与”。他毕生致力于民族

的平等，国家的进步，将一生中最宝贵的岁月奉献给华文教育，为此付出巨大

牺牲。他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精神，为马来西亚人民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早在1950年代，林先生即鼓吹爱国精神，鼓励各民族同心协力建国，力促各民

族友爱互助，培养共存共荣的观念。他倡议各民族权利与义务相等，坚信各民

族平等是团结建国的不二法门。他的主张在马来西亚这个多元文化社会尤其值

得推崇。

林连玉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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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伟人、公民社会先行者林连玉

之名设立的林连玉基金，是一个立足于文化教育领

域的公民社会团体，其宗旨为：

(1)  纪念林连玉先生，发扬林连玉精神；

(2)  推动母语教育，弘扬民族文化；

(3)  筑构交流合作平台，增进族群了解互信；

(4)  整合学术文化资源，探索社会发展方向；

(5)  广结各方志士，建设公民社会。

林连玉基金成立于1985年12月28日，即林连玉先生逝世十天之后。参与创办

的团体包括他曾经领导过的教总，以及董总、永联会、福联会、尊孔校友会、

永春美山林氏家族会、商联会以及各州大会堂等十五个华人社团。以林连玉名

字争取注册成为基金会或社团不果，多年努力之后终于1995年获准以“LLG 

Cultural Development Centre Berhad”（非营利有限公司）注册。中文名字沿

用“林连玉基金”。

林连玉基金成立后，历任主席为：沈慕羽（1985-1995）、陆庭谕（1996-

2008）、邹寿汉（2008-2009）、杜乾焕（2009-2014）、吴建成（2014-

2017）、刘志文（2017- ）。

林连玉基金积极展开系列活动，包括：

(1) 举办华教节系列活动如林连玉公祭、林连玉精神奖、华教之旅、林连玉讲

座；

(2) 整理并出版林连玉遗著，资助并推动林连玉研究以及与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历

史相关的论述，协助提升本地学术研究风气；

(3)  举办各种文教活动，发展母语教育、弘扬民族文化；

(4) 参与跨族群社会改革活动，与其他公民组织携手推进民主、人权与多元文化

主义。

林连玉基金
Pusat Pembangunan Kebudayaan LLG

林
连
玉
基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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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连玉基金第10届董事会（2017-2020）
Lembaga Pengarah ke-10 (2017-2020)

职位 姓名

会务顾问 杜乾焕、胡万铎、陈凯希、刘锡通、沈德和

法律顾问 谢春荣、蔡庆文、温济琼、陈泽玉

主席 刘志文

署理主席 吴建成

副主席 李毅强、李亚遨、陈大锦、谢蔡梧、姚丽芳、潘永强

义务秘书 赖兴祥

副义务秘书 池美花

财政 黄荣庆

副财政 颜振辉

常务董事 林金树、陈玉璇、何信佑

董事 王超群、谢立意、何广福、蓝裕和、黄保俊、余开云、

林进权、陈清顺、陈顺峰、陈松青、梁家兴、梁丹亮、

洪进兴、杨应俊、蔡詅玉、郑淑娟、李书祯、黄志伟、

黄道坚、林顺康、骆清忠、郑庭忠、黄祥胜、林玉通、

叶瑞生、梁广万

（名单更新至2019年6月，恕不称呼。）

林连玉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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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连玉基金联委会
Jawatankuasa Perhubungan LLG

各州区联络委员会名表

序 州属/地区 成立日期 联络委员会主席

1 吉兰丹州 14.08.2009 拿督黄保俊

2 柔佛笨珍 12.09.2009 拿督陈振福

3 槟城州 11.10.2009 刘国权

4 森美兰州 21.11.2009 准拿督吴小铭

5 霹雳州 06.12.2009 郑庭忠

6 马六甲州 31.01.2010 阙帝兴

7 柔佛新山 15.09.2010 阮文琼

8 柔佛峇株巴辖 15.09.2010 林文发

9 吉玻 03.12.2010 陈湘荣

10 下霹雳 05.12.2010 陈正华

11 彭亨东区 12.09.2011 李国祯

12 彭亨中区 01.11.2011 廖观书

13 柔佛昔加末 23.11.2011 刘深渊

14 雪州巴生滨海区 04.12.2011 林顺康

15 登嘉楼州 11.08.2014 林玉通

16 沙巴州古达区 31.10.2015 拿督王平忠局绅（已故）

17 砂拉越州古晋区 09.04.2016 李利名

（以上名单截至2019年8月，恕不称呼。）

林
连
玉
基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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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林连玉基金在公祭林连玉先

生时，宣布将林先生的忌辰――12月

18日，订定为“华教节”。1988年12

月18日，正式公布〈华教节宣言〉， 

举办系列活动，出版华教节特辑，发

扬林连玉精神。

以林连玉先生的忌辰定为华教节，具

有“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意义。

除了纪念林先生对华文教育的贡献，

也希望藉此宣扬他的主张、贯彻他的

理想，让后辈对他的功绩和理念有所

了解、有所启发，踏着他的足迹前

进，甚至超越他，以便他的精神不仅

获得延续，更能发扬光大。

每年华教节，在吉隆坡福建义山林连

玉墓园举行简单而庄严的公祭仪式，

许多文教团体、华团、学校和政党等

代表前来献花致敬和追思。

在华教节庆典上，颁发“林连玉精神

奖”，嘉勉表扬体现林连玉精神的无

名英雄，或者对族群文化和母语教育

建设有功的团体和人士，藉此鼓舞民

心、砥砺士气。

“林连玉讲座”也是华教节系列活动

的一大盛事，邀请国内外著名专家学

者前来作专题演讲，使华社大众对政

经文教等课题，有更深、更广的认

识，掌握时代脉搏。

在进入千禧年之后，华教节特辑改向

学者和评论者邀稿，在报章版位刊

登，扩大影响。接着，从2004年和

2007年开始，分别主办中学生华教之

旅和华教节序幕礼（林先生冥诞），

让更多各地不同年龄层学生和社会大

众认识林先生事迹和精神。

经历31年岁月积累，华教节逐步发展

出包含各项多彩多姿的系列活动，成

为华社一年一度的重要日子。

华教节
Hari Pendidikan Cina

〈华教节宣言〉在第一届华教节的公祭礼上正式公布

（18.12.1988）。

华教节

在 林 先 生 逝 世 二 周 年 追 悼 仪 式

上 ， 宣 布 将 其 忌 辰 定 为 华 教 节

（18.12.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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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森美兰华校校友会联合会、

森美兰中华大会堂以及森美兰华校董

事联合会，联合举办第一届“华教节

序幕礼”，希望配合林连玉先生冥诞

（8月19日）为华教节掀开序幕，举

办系列活动，直到华教节当天活动高

潮而落幕。

此后，华教节序幕礼由不同州属文教

团体轮值承办，依序分别在吉隆坡、

哥打峇鲁、槟城、怡保、峇株吧辖、

巴生、文德甲、马六甲、芙蓉和亚罗

士打等地举行。

除了华教节序幕礼宴会、专题讲座、

义卖会和展览等系列活动，配合林连

玉基金在全国各地设立联委会，华

教节序幕礼也举办一年一度的林连玉

基金全国联委会联席会议，以加强交

流。此外，2015年开始，承办单位也

举行“林连玉行”义跑活动，为林连

玉基金筹募活动经费。

2019年华教节序幕礼由林连玉基金主

催，仁嘉隆华小三机构承办，以及林

连玉基金会巴生滨海区联委会、瓜冷

发展华小工委会、佛光山东禅寺、仁

嘉隆万寿宫、瓜冷仁嘉隆陈氏公会、

万津中华校友会联办。

今年的华教节序幕礼主题定为“抢救

历史，保根护脉”，于8月24日当天

有两项活动。下午2时，在仁嘉隆华

小颜尧舜夫妇综合大楼（三楼）召开

一年一度的林连玉基金联委会全国联

席会议。晚上7时，则在仁嘉隆华小

颜尧舜夫妇综合大楼举办“文化资产

保存基金”筹款晚宴。参与表演队伍

包括仁嘉隆校友会风信子舞蹈团、仁

小校友队扯铃、及海鸥之星演唱。这

场晚宴为林连玉基金筹逾73万，作

为文化资产保存基金。于8月25日则

在仁嘉隆华小在仁嘉隆华小颜尧舜夫

妇综合大楼（三楼）举办“文化资产

保存基金专题讲座”，讲题为“今日

不留根，明日必遗恨——保留文化资

产的重要性”及“华人新村的历史文

物”，约有百人参与。

2007年第一届华教节序幕礼。

华教节序幕礼
Majlis Perasmian Hari Pendidikan Cina

华
教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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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教节

1	 林连玉基金全国联委会大合照

2	 文化资产保存基金专题讲座

3	 仁加隆华小三机构移交模拟支票予林连玉基金

4	 华教节序幕礼大会嘉宾、主席及董事们大合照

1

2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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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教节序幕礼承办和联办团体一览表（2007-2019）
届数/地点 日期 承办/联办团体

第一届
芙蓉

2007.8.18
-12.18

联办：	森美兰华校董联会、森美兰中华大会堂、森美兰华校
校友会联合会

协办：	森美兰百华团
第二届
吉隆坡

2008.8.24
-12

联办：	雪隆华校校友会联合会、雪隆华校董联会、吉隆坡华
校教师公会

第三届
哥打峇鲁

2009.8.14 承办：	林连玉基金吉兰丹联委会

第四届
槟城

2010.8.21
-8.22

联办：	林连玉基金槟州联委会、槟州华人大会堂文教组、槟
州华校校友会联合会、槟州独中教育基金会

第五届
怡保

2011.8.13
-8.14

承办：	林连玉基金霹雳州联委会

第六届
峇株巴辖

2012.8.18
-8.19

主办：	林连玉基金柔佛州各区联委会
协办：	柔佛州华校董教联合会、柔佛州留台同学会联合会、

柔佛州华校校友会联合会
第七届
巴生

2013.8.24
-8.25

联办：	巴生兴华中小学校友会、林连玉基金巴生滨海区联委
会、马来西亚艺术学院校友会、巴生滨华中小学校友
会、巴生光华中学校友会、巴生中华校友会、巴生区
发展华小工委会、瓜拉冷岳区发展华小工委会、雪隆
留台同学会、马来西亚黄氏登进家族会青年团、国立
彰化师范大学马来西亚同学会

协办：	巴生乐天联谊会
第八届
文德甲

2014.8.16
-8.17

承办：	林连玉基金中彭联委会

第九届
马六甲

2015.8.15
-8.16

承办：	林连玉基金马六甲联委会
联办：	马六甲董联会、马六甲中华大会堂、马六甲华校教师

公会、马六甲华校校友会联合会、马六甲国民型中学
华文教师联谊会、培风中学、甲华堂青、沈慕羽书法
文物馆、孔教会、马六甲国际书法联盟、培风校友
会、培风家教联谊会、平民校友会、培三家教协会、
海南会馆青年团

第十届
芙蓉

2016.10.1
-10.2

承办：	林连玉基金森州联委会
联办：	森美兰中华大会堂、森美兰华校校友会联合会、森美

兰华校董联会、森美兰华校教师公会
第十一届
亚罗士打

2017.8.11
-8.12

承办：林连玉基金吉玻州联委会
联办：吉打九龙堂林姓公会、吉华校友会

第十二届
士古来

2018.8.11 联办：2018年华教节序幕礼工委会、林连玉基金新山联委
会、马来西亚南方大学学院校友会、新山宽柔校友
会、柔南麻坡中化校友会、宽柔小学五校董事会及新
山留台同学会联办

第十三届
仁嘉隆/
巴生

2019.8.24 晚宴承办：仁嘉隆华小三机构
联办：巴生滨海区林连玉基金会联委会、瓜冷发展华小工委

会、佛光山东禅寺、仁嘉隆万寿宫、瓜冷仁嘉隆陈氏
公会、万津中华校友会

义跑承办：巴生兴华中小学校友会
联办：巴生滨华中小学校友会、巴生中华校友会、巴生光华

中学校友会、巴生区发展华小工委会、雪隆留台同学
会及林连玉基金巴生滨海区联委会

华
教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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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华教节特辑
Artikel-artikel untuk Hari Pendidikan Cina 2019

2019年华教节特辑双主题为“十八岁

的投票权利”与“活化本土古迹——

走出缅怀层次”。本会敬邀评论人针

对上述主题，提出评论与政策建议，

促进社会大众对此项改革的思辩，以

及结合文化与历史，推动文化资产有

其重要性的观念。

政府在2019年修宪调整投票年龄至

18岁，未來各政党会否更关注年轻人

议题，如就业政策，教育改革？18岁

的公民是否具备成熟判断力，社会与

教育对落实此改革是否已做好准备？

新选民如何被赋予权力？政府降低投

票年龄后，应提出怎样的配套，解决

政治与校园的分际？教育体制如何注

入更多思辨性的公民教育内容，培养

有独立思考且履行公民责任的年轻选

民，都是当前值得关注的议题。

华教节特辑亦邀请评论人评论深化文

化资产保存的重要性。由于政府对各

族文化遗产的维护工作有限，华社组

织开始积极推动保存历史文化醒觉

运动，呼吁抢救民间的历史与文化

资产。但除了履行维护、导览和宣传

的专业性行动，这些文化遗产的意义

象征如何走进当地生活与观光者的世

界，进行一场历史对话。如何让国人

重视本土多元的丰富历史价值，从在

地性历史到多视角观察，达到历史文

化认知的另一高度。

宗旨： 纪念与宣扬华教精神， 

省思新时代的挑战。

林连玉基金每年在华教节纪念林连玉先

生，也将他的思想论述放在新的时代反

思。今年延续以往传统，组织华教节文章

特辑，邀请时评人撰写系列文章，刊登于

各大媒体，供各方参考讨论。

华教节特辑双主题：

一、十八岁的投票权利

二、活化本土古迹——走出缅怀层次

华教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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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教之旅
Lawatan Sempena Hari Pendidikan Cina

华教之旅是每年华教节的重点活动之

一，希望借着让中学生参与华教节系列

活动，包括公祭林连玉先生和林连玉精

神奖颁奖礼，让年轻一代了解华教历史

以及先辈的付出和牺牲，积极维护母语

教育，产生新生代的华教队伍，达成承

先启后、继往开来的目标。

华教之旅自2010年开始，将活动内

容多元化，增设了考察环节，让学生

有机会接触与文化、历史和古迹有关

的知识。历年考察地点包括吉隆坡华

人义山、吉隆坡老街（苏丹街、茨厂

街）、伊斯兰艺术博物馆等，除了发

掘吉隆坡老街的故事，也探讨古迹和

发展的关系，体验跨文化、跨宗教、

跨族群活动。

今年华教之旅的主題导览为林连玉先

生史迹考察之旅及体验活动。在参与

华教节活动的同时，安排学生参观林

连玉纪念馆、隆雪华堂、陈氏书院、

精武体育馆、尊孔校史馆、广肇会

馆、Lostgens’当代艺术空间、陈嘉

庚纪念馆、印度庙以及茨厂街人文古

迹一带社区导览。活动范围涵盖老建

筑、老行业、宗教场所、文教场所和

老字号等。

参与者包括来自吉打、玻璃市、槟

城、吉兰丹、柔佛笨珍、各地华校师

生，预计约200余人。

华
教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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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连玉墓园，坐落在吉隆坡福建义山，

位于克拉容路（Jalan Kerayong）， 

环境清幽，绿意盎然。

每逢华教节，林连玉基金在林连玉墓

园举行简单而庄严的公祭林连玉先生

仪式，许多文教团体、华团、学校、

政党等代表和公众人士前来献花致

敬，缅怀和追思这位华教先驱。

早在1986年12月18日，林先生逝世周

年纪念，林连玉墓园方才竣工落成，

来自全国60余个党团和独中、华小代

表数百人，来到墓园参加公祭仪式，

向林先生献上鲜花致敬。大会宣读悼

文，勉励全国华社继承林先生遗志，

完成他未竟的理想。

1987年12月18日，事因“茅草行动”

大逮捕，林连玉基金委员会主席沈慕

羽和副主席林晃昇，分别遭到扣留，

该年度仪式一切从简。总务陆庭谕

在哀悼文宣布，将林先生的忌辰定为 

“华教节”。

1988年12月18日，〈华教节宣言〉在

公祭仪式上公布。除了公祭仪式，林

连玉基金也特设华教节表扬会，嘉勉

华教界好人好事（精神奖前身），公

祭和精神奖此二者日后遂成为华教节

的核心纪念活动。

林连玉基金主办公祭林连玉先生仪

式，迄今已32年。除了缅怀林先生

对华教的贡献，希望藉此凝聚华教同

道，同时也让社会大众和年轻学子了

解华教先贤的奋斗事迹，启发他们延

续维护华教及建设国家的香火。

1986年林连玉先生逝世一周年公祭仪式（18.12.1986）。

公祭林连玉先生
Upacara Peringatan Lim Lian Geok

公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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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祭流程
时间 仪式流程

8:05am-8:15am
奏国歌

奏《如风如日》

8:15am-8:18am 大会献花

8:18am-8:23am 宣读华教节大会公祭文

8:23am-8:28am 宣读华教节学生公祭文

8:28am-8:29am 全体默哀1分钟

8:29am-8:50am
奏乐

全体出席者献花

8:50am-9:00am 结束

全国华团、学校、政党等代表和公众人士， 

每年华教节聚集在林连玉墓园向族魂献花致敬。

日期：2019年12月15日（星期日）

时间：上午8时至上午9时

地点：吉隆坡福建义山林连玉墓园

2019年公祭仪式流程
Agenda Upacara Peringatan Hari Pendidikan Cina 2019

公
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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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华教节大会公祭文
Ucapan Peringatan Hari Pendidikan Cina  

daripada Pihak Majlis 2019

维 公元2019年12月15日，岁次己亥

年冬月二十日，星期日上午八时正，

林连玉先生逝世三十四周年，林连玉

基金主席刘志文率同华教同仁与后

进，谨以雅乐鲜花素酒致祭于族魂林

连玉先生灵前。祭曰

吾人今日立足于先生墓前，不禁高吟

《双城记》开章名言：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

代，

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

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

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

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

马来西亚虽国运維艰，惟前有首开先

河的华团两线制运动，后有各族风起

云涌的烈火莫熄，终于去年五月大选

之夜，冲破铜墙铁壁，令六十年来霸

权一夕溃然崩塌。政党 轮替，举国狂

欢，满怀激情，本以为光明及希望降

临，国家正义可盼，华教平权可期。

岂知年来新政权施政乏力，改革举棋

不定，经济欲振无力，教改寸步难

移，治理左右摇摆，加之种族宗教极

端言论，于今猶烈，令國人焦虑顿陷

失望。

先生虽已离逝三十四春秋，但精神与

遗德，一直照耀吾人。今日肃立先生

墓前，回顾您一生理念，捍卫民主

人权母语平等的不妥协精神，吾人誓

从中汲取智慧，指引迷津，而知所适

从。

民智强弱，决定国家盛衰。独立前

夕，先生高瞻远瞩，提出国民应有的

心理建设。一要全民培养共存共荣的

观念；二要外来民族宜培养以马来亚

为第一家乡的观念。先生奋勇力陈：

心理的建设，乃一切建设的基础，若

没有达到成功的境地，一切纠纷会不

断发生。先生洞察，今已印证，天人

共鉴。

国家独立後各族参与建设，故权利与

义务理应平等，才能共存共荣，若独

尊一族，纷乱不息，必定撕裂落后。

各族人民应把马来西亚视为第一家

乡，皆以本土利益为第一优先，不分

彼此，以马來西亞人的身份为依归，

才能共建和谐富強之邦。

先生于《开斋节献辞》和《争取公民

权宣言》，不断呼吁“各民族界限泯

灭，成为一家人”，此一梦想，仍未

达成，猶需努力。在智慧与愚蠢、光

明与黑暗同在的时代，吾人应坚决继

承先生的遗志，完成先生未竟的理

想，与各族开明人士携手，朝民族平

等、政治民主目标前进！盼在先生精

神照耀下，一切公平、合理的主张，

虽屈于现在，必伸于将来！

呜呼尚飨！

公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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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华教节学生公祭文
Ucapan Peringatan Hari Pendidikan Cina  

daripada Pelajar 2019

1985年12月18日，林连玉老师溘然

长逝的消息撼动了全马来西亚华社，

爱戴林连玉老师的大众无不哀叹、无

不怅然、无不痛惜，所有人都为这位

华教斗士的陨落而惋惜。

林连玉老师毕生致力于国家的团结、

民族的平等；他将一生中最宝贵的岁

月奉献给华文教育，尽其一生奉献给

华文教育和华人社会。他贫贱不移，

威武不屈的奋斗精神，是马来西亚华

族世世代代的风范，是华族社会的 

“族魂”。他坚持“民族平等，语言

平等”的信念，致力维护华文母语教

育和积极争取把华文列为马来西亚

官方语文之一。看看坟头横匾书写 

《族魂》二字。再看看《横挥铁腕批

龙甲，怒奋空拳博虎头》。无需多做

讲解，就这16个字，已经将林连玉老

师生前不畏强权，面对欺凌打压时的

那种昂首挺胸，毫不退缩的精神，充

分勾画出来了。

今天，我们聚集在此墓园，一同悼念

这位骑着脚车到处串联的马来西亚华

文教育的拓荒者，共同铭记他“横挥

铁腕批龙甲，怒奋空拳搏虎头”的奋

斗精神。试想，若非林连玉老师的坚

持，何来如今保存完整的华文教育体

系；不是林连玉老师的信念，就没有

现在华族同胞间使用母语沟通的亲

切；没有林连玉老师的捍卫，华文教

育又岂能跨过重重难关扎根于此？

当初林连玉老师从中国漂洋过海一路

南来，由任职教师开始，直到被卷入

太平洋战争的战火，参与抗日，之后

再度献身马来亚华文教育，过程中首

先是需要多么大的觉悟，随后更将马

来亚视为第一家乡。林连玉老师向来

主张马来亚各民族平等，提倡国民应

该关怀国家的前途，鼓励华人注册成

为马来亚公民，亦促使教总积极参与

教育部改编华校教科书的计划，乃是

效忠马来亚之最佳典范。

非淡泊无以明志，林连玉老师从事教

育，后来虽被冠上“种族主义者”的

罪名，遭受打压，活在种种误解下，

却时时秉持自身“贫贱不能移，威武

不能屈”的铁则，面对任何不公政

策，依旧不畏强权，勇于发声，可

谓“正气凛然，顶天立地”的象征。

文天祥《正气歌》有云：“时穷节乃

公
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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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一一垂丹青”，意味着在最黑暗

困顿的时刻里，才能够彰显最闪耀的

人性光辉。“对付破坏最好的答复，

就是建设”，多么铿锵有力的说辞，

以致其后追随着林连玉老师脚步的，

皆是坚信他理念且将之付诸行动的华

教斗士，最终才造就数以千万计的莘

莘学子，获得受华文教育的机会。

老师您与世长辞，而今已有三十四

年，抛头颅、洒热血的故事纵然已成

为历史，但您热爱华教的精神已经

散播下无数希望的种子，在每个人心

中悄悄萌芽，经由华文教育的细细浇

灌，长大成一颗一颗维护母语的心。

林连玉老师，您即使离开了我们，但

华社里头依然留存着无数您的化身，

或默默奉献、或见义勇为，或努力拼

搏，当中有含辛茹苦育人子弟的华文

老师、有热心支持华教的社会人士，

也有用心学习华文的华裔子弟。过去

虽有前人所历经艰辛奠定下来的华教

堡垒，然而接下来还需要我们新生代

前仆后继的耕耘，华文教育的那亩

田，才能拥有欣欣向荣的参天大树。

作为中学生，我们要继承您的遗志，

成为华文教育的摇篮手。

林连玉老师曾说过：“我们的子子孙

孙，将要世世代代在这个可爱的土地

上，同工作、同游戏；在遥远的将

来，更可因文化的交流，习尚的相

染，把界限完全泯灭，而成为一家

人。”“多彩多姿，共存共荣”将会

是我们美好的未来，一个值得我们憧

憬的梦想，倘若人人都能发挥林连玉

老师的精神，以协和、友爱、和平为

基础，加强各族间的合作与理解，相

信马来西亚迈向国民团结的那一天，

指日可待。

林连玉纪念馆收录了林连玉老师的一

首诗，撼动了民族的思绪，更催化了

华族的灵魂：

飘零作客滞南洲，时序浑忘春也秋。                      

幸有嶙峋傲骨在，更无暮夜苞苴羞。

横挥铁腕批龙甲，怒奋空拳搏虎头。

海外孤雏孤苦甚，欲凭只掌挽狂流。

谨以此祭文，追悼林连玉老师，愿林

连玉老师，在天之灵，庇佑华教这一

片长春森林，千秋万代，一直繁衍的

生长下去。

马六甲普罗士邦国民型华文中学

学生恭读

公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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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连玉精神奖自1988年12月18日颁

发至今，已进入第32届。以往31届共

有99个个人和团体或单位荣获此奖，

其中个人包括校长、老师、董事、学

者、教育部官员、教育团体基层干

部、小贩、农民等；团体则有独中、

华小、董联会、华小工委会、文化机

构、神庙、商会等。从得奖者的类别

及其种种事迹，反映了华教能在我国

扎根、开花与结果，靠的是华社各阶

层的不懈奋斗与坚持。

2012年，林连玉精神奖迈入第25届，

首次开放予友族团体或人士，凡对

马来西亚族群文化或母语教育的保

存、捍卫与发展有显著贡献，其努

力有助于实现林连玉先生生前所致

力提倡的各族携手建设一个“多彩

多姿、共存共荣”理念者，皆有资

格被提名。2012年迄今，跨族群组

别得奖者包括淡米尔基金会（The 

Tamil Foundation）、杨贵谊、A. 

Samad Said（Pak Samad）以及砂

拉越敦朱加基金会（The Tun Jugah 

Foundation）等。

林连玉精神奖诞生于风雨如晦的后茅

草行动时期，藉着嘉勉表扬好人好

事，树立风范，砥砺士气。回首精神

奖来时路，缅怀先人在这片国土上的

奋斗和风范，亦可鉴往知来，不忘初

衷。

林连玉精神奖
Anugerah Semangat Lim Lian Geok

校友会

家教协会董事部

1990

1992

1988

1989

2001

1994

1991

2000

1996

1993

1998

2003

2004

1997

1999

2011

2008

2005 2013

巴生李登基

20142002

2006

2007

2012

2009

2010

1995

2015

砂拉越
敦朱加基金会

吉隆坡
已故丹斯里颜清文

柔佛郑良树教授

吉兰丹陈子儒

2016
吉打李斯仁

马六甲邓日才

仁嘉隆华小三机构

吉兰丹黄崇锐、
谭丽屏夫妇

雪兰莪巴生兴华
中小学校友会

登嘉楼甘马挽港
口华小谢月美校
长、家教协会及
董事会

2017

陈凯希先生

陈彦妮小姐

已故谭东英女士

李恩祈先生

甲洞华小董事部

2018

二零一九年第卅二届 KE 2
201
3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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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奖

日期：2019年12月15日

时间：10:00am

地点：吉隆坡坤成中学讲堂

司仪：梁莉思、Alvin Daniel Bin Zol Azizan

精神奖奖状

第32届林连玉精神奖颁奖典礼
Majlis Penyampaian Anugerah Semangat Lim Lian Geok Ke-32

颁奖典礼流程
时间 仪式流程
09:00am 嘉宾抵达、享用早餐
10:00am - 10:10am 唱国歌、华教节主题曲〈如风如日〉
10:10am - 10:20am 林连玉精神奖遴选委员会主任李亚遨作工作报告

10:20am - 10:45am 颁奖典礼
得奖者（一）：郑桂珠女士

10:45am - 11:00am 余兴节目

11:00am - 11:25am 颁奖典礼 
得奖者（二）：张天仕先生

11:25am - 11:50am 颁奖典礼 
得奖者（三）：刘深渊先生

11:50am - 12:00n 大合照
12:00n 礼成。明年再见！

林连玉精神奖奖章和奖状 

精神奖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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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届（2019年）林连玉精神奖得奖者名表
Senarai Penerima Anugerah Semangat Lim Lian Geok Ke-32 (2019)

序
No

得奖者
Penerima Anugerah

得奖理由
Kata-Kata Pujian

1. 吉隆坡
郑桂珠女士
Pn. Tay Keh Choo
Kuala Lumpur

不计名利，长期坚持，为清寒学生筹募助学金与午
餐费，受惠学子万人以上，四度落发，支持独中，
身体力行慈善志业。
Beliau  berhempas pulas berpuluh-puluh tahun lamanya tanpa 

mengira kepentingan diri sendiri untuk mengutip derma bagi memberi 

dermasiswa dan bantuan makan tengah hari kepada  pelajar-pelajar 

kurang berkemampuan. Usaha murni ini telah memanfaatkan lebih 

daripada sepuluh ribu orang pelajar. Dedikasi beliau kepada pendidikan 

Cina amat besar, antaranya  termasuk beliau sanggup  membotakkan 

kepalanya sebanyak empat kali sebagai aktiviti amal untuk mengutip 

derma bagi pembangunan sekolah menengah persendirian Cina.
2. 沙巴丹南

张天仕先生
En. Frankie  
Chong Ten Su
Tenom,Sabah.

以超凡的毅力坚守着沙巴州内陆区唯一微型独中，
让学校得以在内陆贫瘠的土地上茁壮成长，且还争
得“五星级卓越学校奖”殊荣。
Beliau melindungi dan mempertahankan satu-satunya sekolah menengah 

persendirian Cina kurang murid di kawasan pedalaman negeri Sabah 

dengan ketabahan hati yang luar biasa. Atas usaha gigih beliau, sekolah 

tersebut bukan sahaja berkembang baik dalam suasana dan keadaan 

persekitaran yang serba kekurangan, malah berjaya diiktiraf sebagai 

sekolah 5 bintang berdasarkan Standard Kualiti Institusi Pendidikan 

Swasta (SKIPS), Kementerian Pendidikan Malaysia.
3. 昔加末

刘深渊先生
En. Lau Chin Yan
Segamat

老而弥坚，身先士卒，长期在昔加末县内中小学推动
各类华教活动，向新生代介绍华教历史，精神感召力
不同凡响，深获地方上赞赏之“华教火车头”。
Walaupun umur beliau sudah lanjut, tetapi masih gagah dan 

bersemangat waja, malah mengambil inisiatif dalam segala usaha yang 

memanfaatkan pendidikan Cina. Telah berpuluh-puluh tahun lamanya 

beliau aktif untuk menganjurkan pelbagai aktiviti berkenaan pendidikan  

Cina bagi sekolah-sekolah menengah dan sekolah-sekolah rendah di 

daerah Segamat, termasuk memperkenalkan  sejarah pembangunan 

pendidikan  Cina kepada  generasi baru. Semangat beliau bukan 

sahaja memberikan impak yang amat besar kepada khalayak ramai 

malah diberi sanjungan tinggi oleh masyarakat tempatan dengan 

gelaran   “ Lokomotif  Pendidikan  Cina”.

精
神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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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届林连玉精神奖得奖者简介
Pengenalan PenerimaAnugerah Semangat Lim Lian Geok Ke-32

郑桂珠（1948年-  ）出生于中国福

建，少女时期到新加坡求学，并在较

后于马来西亚落地生根、成家立业，

成为一名企业女性。她在2001年还

是循人中学学生家长时，深感独中筹

款办学的困难和艰辛，决心落发筹

款，身体力行，为华教贡献出第一份

力量——为多所独中征求清寒助学金

和午餐费以及建校基金。郑桂珠女士

从此由一名企业界女强人，一步一脚

印，踏向教育慈善的志业，而“郑大

姐”这称呼也就慢慢地在各所独中耳

熟能详了。

郑大姐说：“华文教育是我们的根，

希望华文独中可以在我们华人的心

中永远存在。”抱着这个信念，郑

大姐积极帮助有志到独中升学但却苦

于没有能力承担学费的清寒学生，以

确保他们可以“吃饱饱、学好好”。

郑大姐矢志不渝，长期捐资助学，对

贫困学生进行定向的帮扶，透过多种

形式，传递爱心，支助独中。虽现年

事已高，健康欠佳，饱受眼疾之苦，

惟仍独自乘搭计程车四处奔波筹款，

仍关心独中生的生活和学习负担，主

动积极协助面对经济困难的家庭和学

生，帮助他们减轻学费和生活费重

担，并且身体力行，到门家访，给予

贴心关怀和鼓励。

郑大姐“爱的种子”于2001年在循人

中学耕种萌芽，2004年飘落到吉隆坡

另3所独中，再散播到雪兰莪巴生4独

中，以及北马、南马的17所独中，迄

今长成了一棵“大爱树”，而她也被

誉为“独中保姆”。

郑大姐为各州独中筹募清寒助学金以

及午餐费1，到2019年，受惠学校已有 

25所（即提名她的22所学校，及双溪

大年新民独中、班台育青中学、实兆远

南华独中），受惠学生达万人以上。

郑桂珠女士热爱华教，支持独中，并

发挥大爱精神，4度落发，分别为吉

隆坡循人中学、江沙崇华独中、吉隆

坡中华独中以及吉隆坡尊孔独中筹募

建校基金，共115万令吉，给独中带

来更大的建设与发展，功德无量。

郑大姐多年来从不求功名与回报。她

常说，是这些有心人士的支持和爱

心，让她继续在独中教育慈善的道路

上坚毅地走下去。

1 助学金是赞助学生在校学费；午餐费则是每
月为学生提供膳食津贴，全年为期10月。

精神奖



20

2019年华教节手册

张天仕（1947年 -  ）曾任丹南崇正

中学董事会财政、秘书、副董事长，

自2012年迄今任董事长，在董事会至

今共40年。

张天仕董事长虽然不曾接受独中华文

教育，但他对独中华文教育投入了巨

大的热爱与坚持。丹南崇正中学于

1965年创校，迄今已迈入54年，张

天仕董事长也在这所学校董事会40年 

（自1979年）。他经历了学校开拓

时期的艰辛，稳健发展的挑战；他一

直以实际的行动，超凡的毅力坚守着

内陆区唯一一间微型独中，让这所独

中在沙巴州内陆贫瘠的土地中茁壮成

长。

在服务逾四十年期间，张天仕先生

曾担任董事会要职，包括: 财政、秘

书、副董事长及董事长，贡献良多。

丹南崇正中学乃沙巴州内陆区微型

独中，一直受到资源、财源、生员等

问题与局限。然而，张天仕董事长恪

守其职，任劳任怨，不断在困难中寻

求突破。为稳定学校师资，张天仕董

事长积极提升教职员福利，极力让内

陆区独中留住优秀老师；为提升学生

来源，张天仕董事长四处寻求热心人

士赞助清寒奖助学金，该校是目前沙

巴州唯一一间免学费的独中；为了筹

建综合大礼堂，张天仕董事长十多年

来，四处奔走效劳，不间断地向联邦

政府及州政府，社会贤达，热心人士

筹募建校基金，综合大礼堂工程预计

今年底（2019）完工。 

在张天仕董事长与董事会、校方的积

极配合下，丹南崇正中学于2015年，

获得了由教育部颁发的SKIPS “五星

级卓越学校奖”1，是沙巴州唯一一间

获得此殊荣的私立学校及微型独中。 

为表扬张天仕董事长在独中教育的贡

献，益善（Excel run）私人有限公司

于2015年1月，颁发教育文化服务奖

（36 年）给他，肯定了他对丹南崇正

中学的长期服务与无私奉献。 

1 即教育部颁发的私立教育机构质量标准奖
（SKIPS）的五星评级。 SKIPS是私立教育机
构享有盛誉的奖项。一所学校必须在15个标
准中获得最高分（90-100％）才有资格获得
最高分。这包括管理、课程、教与学、评估/
报告管理、教师发展、卫生服务、纪律、卓
越学术、课外活动和清洁。五星级卓越学校
奖是马来西亚私立和国际学校的最高奖项。

精
神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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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深渊（1937年-  ），现任麻坡培

华独中副董事长、昔县全国独中工委

会总务及林连玉基金昔加末联委会主

席。来自草根，自认学历与财力都有

限，惟为人诚恳，而又广结善缘。其

在协助筹募华教或慈善等基金方面，

往往获得热烈响应。简言之，数十年

来其默默却积极推动华教与社会工

作，已获得地方上广泛认同与信任。

现在已年届82高龄，但对华教和地方

上建设（如社团，乡会）的参与度从

未减退。

他在初中一时(1956年)就曾协助当年

的昔华独中以卖真砖头的方式筹款。

尤其当年林连玉老师被褫夺公民权事

件,对他日后积极参与华教运动与社会

工作影响至深。青年时代,他开始参与

母校(昔加末冶美华小)的董事会;曾出

任总务一职。在刘深渊先生的精神感

召下,近百位地方人士都成了麻坡培华

董事会的常年赞助人。在他与一众华

教人士的努力下,昔县全国独中工委会

每年也拨出逾万马币(每位学生一年获

RM500)赞助来自昔县,并在国内独中

求学的清寒学子。

刘先生也曾通过昔加末中华公会协助

董总第一阶段行政楼在昔县展开的筹

款运动。当年所筹获的款项高达马币 

38 万余元。在刘先生与一众华教热心

人士的推动下,也在多年前成立了昔县

发展华小工委会。该工委会目前已成

了昔县其中最活跃的华教组织之一,对

地方上的华小做出积极贡献。刘深渊

先生也曾担任柔州董联会理事多年,对

华教的艰辛路了如指掌。

再者,刘先生也在县内的中、小学积极

推动各类华教活动,让新生代理解和认

识华教历史；为华教的未来与传承扎

下稳固的根基。

今时，刘先生已成柔佛州昔加末县家

喻户晓的华教草根领袖，广大草根百

姓和文教界的朋友们都对刘深渊先生

在华教与地方上的文化建设的默默耕

耘与付出肃然起敬，许多草根民众就

是受其精神感召而加入华教或相关社

团或组织。

他那股不屈不挠和锲而不舍的精神令

人钦佩与折服。虽未受过高深教育，

但其人生经验、阅历与智慧在地方上

的确影响了不少年轻一代，让华教的

未来充满希望。

精神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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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连玉精神奖简章
Syarat-syarat Anugerah Semangat Lim Lian Geok

1. 名称：林连玉精神奖

2. 主办单位：林连玉基金

3. 宗旨：

 3.1 纪念林连玉先生，发扬林连玉精神

 3.2 表扬个人/团体对族群文化或母语教育的贡献

 3.3 鼓励个人/团体及参与族群文化或母语教育的建设工作

4. 被提名者资格：

 4.1  不拘族群国籍背景，唯必须是对马来西亚族群文化或母语教育的保

存、捍卫与发展有显著贡献，其努力有助于实现“多彩多姿、共存共

荣”理念者。

 4.2 可以从下列范畴考虑被提名者：

A） 组织发展

B） 社会抗争

C） 社区服务

D） 学术贡献

E） 文化建设

F） 扶助弱势群体

5. 提名办法：

 5.1  个人与团体皆可被提名；唯被提名之个人若已逝世超过5年（提名年 

1月1日算起），其提名将不受理。

 5.2 提名者与被提名之个人之间不得存有直系家属关系。

 5.3  被提名者（或已逝世的被提名者之家属代表）须签名同意接受提名。

 5.4  已填妥的提名表格，连同被提名者的详细资料须于提名截止前交至林

连玉精神奖遴选委员会。

精
神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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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提名者受鼓励提供详尽的资料供遴选委员会参考，如被提名者的简

介、照片、活动简报、著作、纪录片等。唯提名表格内的“推荐理

由”一栏须以简单扼要的文字（不超过一千字）填写。

6. 遴选委员会：

 6.1  遴选委员由林连玉基金董事会委任，其任期与董事会一致，三年一

任，获选可以连任。

 6.2 遴选委员会负责所有受奖者的审核与遴选工作。

 6.3 遴选委员会的决定为最后决定，一切申诉将不受理。

 6.4 遴选结果将由遴选委员会在媒体公布。

7. 奖励说明：

 7.1 精神奖每年颁发一次，每次受奖者不得超过5个单位。

 7.2  精神奖不颁发现金奖；受奖者将颁发精致奖章、奖状及由名家挥毫之

林连玉语录书法真迹一幅，以资鼓励。

 7.3 受奖者事迹将在林连玉纪念馆展示。

8. 提名日期：每年8月1日起至9月30日。

9. 受奖人名单/颁奖仪式：

 9.1 受奖人名单每年于11月杪的新闻发布会公布。

 9.2 颁奖仪式于12月华教节时举行。

10. 联系方式：

林连玉精神奖遴选委员会

Memorial Lim Lian Geok, No.89 & 91, 
Jalan Maharajalela, 50150 Kuala Lumpur.
电话：03-21422496/97 传真：03-21422487
电邮：info@llgcultural.com  网址：www.llgcultural.com

11. 其他：

 11.1 提名表格可向林连玉基金行政部索取或上网下载。

 11.2  本简章若有未完善之处，林连玉精神奖遴选委员会有权增删之。

（26/07/2018、23/07/2019林连玉精神奖遴选委员会会议修订）

精神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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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连玉精神奖遴选委员会
Jawatankuasa Pemilihan Anugerah Semangat Lim Lian Geok

林连玉精神奖遴选委员会是林连玉基金董事会成立以负责评审林连玉精神奖得

奖者的工作单位，其成员可以是董事或非董事，任期为3年，与董事会一致。

以下为2017-2020年度的遴选委员会委员（共9人）：

李亚遨（主任）
林连玉基金副主席
华教历史研究者

李毅强
林连玉基金副主席
教总副主席
退休华小校长

姚丽芳
林连玉基金副主席
前教总执行秘书长
主抓教育与跨族群工作

潘永强
林连玉基金副主席

华社研究中心董事

留华同学会署理会长

政治学者

陈庆地
马来亚南大校友会副秘书

原董教总课程局副主任

雪隆福建会馆副会长

陈亚才
马来西亚陈嘉庚基金文

化中心秘书长

文化资产保存基金委员

会主席

时事评论人

文史工作者

华团跨族群工作推手

赖兴祥
林连玉基金董事

精英大学文教中心总监

前报馆行政主管

吉隆坡循人中学、

马六甲培风中学、

巴生光华独中前校长

吴建成
林连玉基金署理主席

吉兰丹中华独中校长

怡保深斋中学、

吉隆坡尊孔独中前校长

詹缘端
华社研究中心主任

教育、历史、文化研究者

精
神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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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连玉纪念馆
Memorial Lim Lian Geok

林连玉纪念馆，一个林连玉先生人格

风范的展示空间，也是华族奋争尊严

的纪念丰碑，更是省顾建国理念的历

史场所。馆内共分五大展示主题，展

示内容包括视频短片、文献墨宝、塑

像遗物等，以呈现一个从孤苦运筹到

力挽狂澜、从个人情感到国家意志的

时代故事。各大主题展列的珍贵文

献，记录马来西亚波澜壮阔的的公民

运动与政治思潮变迁，补阙国史之不

足，预留各族应有之位置。

一、为何设立林连玉纪念馆？

设立林连玉纪念馆有三层意义：

一、 林连玉先生是我国华人文化和历

史的代表性人物，是建国时期华

文教育以及华裔公民权益的重要

发言人。林先生代表当时华社公

意，奠定了百万华裔公民的政治

地位和文化格局。纪念林先生，

也就是纪念那个年代华人的处境

和奋斗史。

二、 发扬林先生贫贱不移、威武不

屈、顶天立地的人格典范，并为

此人格和精神预留应有之地位，

树立风标。

三、 弘扬林先生争取多元民族平等、

母语教育平等的精神，以及“多

彩多姿，共存共荣”的建国理

念。林先生这种眼光和格局，正

是纪念馆所要彰显的普世价值。

林连玉先生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和历

史意涵，建设林连玉纪念馆正可以恰

如其分展示其象征意义以及他应有的

历史位置。为林先生预留这个历史位

置，也是为非主流族群在这块国土上

保留应有的地位与尊严。

二、建馆历程：百万献族魂

从2007年至2010年，林连玉基金透

过全国各地多项筹款活动，得到华社

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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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大力支持，筹获马币448万元，

并在2011年购得坐落于吉隆坡马哈

拉惹里拉路（Jalan Maharajalela）

的一座五层半大厦，耗资465万。此

地位处吉隆坡传统华人文化中心纽

带，交通方便，算是建馆的理想地

点。随后，再经过两年筹款、规划、

绘图、装修、策展、设计等工作，林

连玉纪念馆终于在2013年杪落成启

用，2014年杪举行开幕典礼。

三、五年工作回顾

林连玉纪念馆开馆迄今，只有五年的

时间，历史可谓非常短暂。回顾初

期的工作，优先处理展示、文物搜

集及登录，以及出版《林连玉纪念馆

通讯》等。一开始纪念馆希望比照一

般博物馆的典藏、研究、展示、推广

教育等传统功能要求来经营。因此，

纪念馆在管委会之下设立四个工作组

（展示、文物、导览、《通讯》编委

会），由委员或组员协同馆长和馆员

开展相关工作。

在展示内容策展方面，自2014年以

来逐步完成“一介布衣留青史”、 

“五大事功撼国策”、“三十战友肝

胆照”、“百年华教史诗传”，以

及“万众一心筹基金”五大主题策展

工作。除了常态展，纪念馆还不定期

举办各项特展，如：2016年为纪念林

连玉先生开斋节献词〈心理的建设〉

发表60周年举办一次特展；2018年

配合拓碑工作坊进阶班，特举办为期

一周的“拓。在文字记忆间行走”特

展。今年，则是响应“国际博物馆

日”及纪念基金创会主席沈慕羽106

纪
念
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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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冥诞暨逝世10周年，分别于5月及

10月举办“百年华教史诗传”特展

及“翰墨聚贤情——华教珍贵书画特

展”。

在文物工作方面，2013年开始发起

征集林连玉先生和华教文献文物运

动。2014年，董事会通过文献保护

计划专款预算马币5万元，作为添购

文献保护所需的设备和文保产品之

用。2018年，纪念馆迈入开馆第四个

年头时，董事会再次通过马币6万元

的预算，作为第二期文献保护计划的

经费。

开馆以后，纪念馆联合友好单位开展

华教重要文献数码化计划、联办“图

书文献保护及修复工作坊”（累计十

场次，参加单位64个，学员人数计

217人次）、拓碑工作坊、书画装裱

修复工作坊、小型研讨会和公开讲座

等；也联合华研成立“巧手慧心”修

复志工团，希望持续开展细水长流的

文献保存及修复工作。

2018年，纪念馆在过去推动图书文

献保护的工作基础上，走进雪隆地区

独中举办“巧•手艺——图书文献修

复体验课程”，培训中学生珍惜及保

存图书的情怀。今年，纪念馆在这项

工作的推广上又向前迈进一小步，为

大专生开办图书文献保护及修复工作

坊，倡导有志者投身于文物文献保护

事业。

为了配合导览工作的需要，馆方分

“百年华教史诗传”特展。 “翰墨聚贤情——华教珍贵书画特展”。

图书文献保护及修复工作坊

（初阶班）。

图书文献保护及修复工作坊

（进阶班）。

书画装裱修复工作坊。

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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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在2015年和2017年举办展示空间

导览志工培训课程，成立导览志工团 

“脚车先锋队”，协助纪念馆的团体

导览活动。2014年杪至2019年杪五

年期间，纪念馆累积访客约有13,700

人次。访客以中小学生和大专生为

主，还有普通访客和包括学术界、博

物馆领域、官方机构等在内的中港台

新等地外国访客。

出版宣教方面，《林连玉纪念馆通

讯》半年刊创刊于2014年，作为散播

知识、交流经验、启发思想的平台，

到今年12月已出版至第12期。为了回

馈读者多年来的支持，特于今年4月

推出《通讯》合订本（第1-10期）。

此外，也设立纪念馆面子书专页，推

出纪念馆宣传单和周边产品等，加强

和各地支持者的互动和联系。

林连玉纪念馆的落成，为弘扬林连玉

精神的工作奠立了一个更好的基地，

并期望成为马来西亚华人历史与文化

的一个重要纪念地，同时打造成为社

区与跨族群公民社会活动的重要空

间。我们要感谢所有一路来支持我们

的人，也希望大家不吝伸出援手，给

我们必要的牵扶和指点。

联络我们：（电邮）llgmemorial@gmail.com   （FB）llgmemorial

开放时间：每周二至周六，10am-5pm，公共假期除外。

大专生图书文献保护保护及修复工作坊。

为988电台“认识大马之多彩多姿，共存共

荣之行”参与者导览。

《通讯》合订本（第1-10期）。

纪
念
馆



29
抢
救
历
史

保
根
护
脉

翰墨聚贤情——华教珍贵书画特展
Pameran  lukisan dan kaligrafi Pendidikan Cina

展期 ： 2019年10月26日至 

2019年11月3日

时间 ：11:00 am-5:00 pm

参观人数 ：2,000人次

联办单位 ： 林连玉纪念馆、 

沈慕羽书法文物馆

协办单位 ： 柔佛州书艺协会、 

Lostgens’当代艺术空间

华教是大马华人独有的盛德大业，百

年来多少先贤的前仆后继，为缔造一

个多元格局的马来西亚，留下了一道

最美丽的文明风景线。

今逢前教总主席沈慕羽逝世十周年之

际，华社多个文教团体联合展开“士

志有邻”系列活动，以纪念这位重要

的华教舵手与斗士。林连玉纪念馆也

联袂沈慕羽书法文物馆，举办别具意

义的“翰墨聚贤情——华教珍贵书画

特展”，藉此沈老先生之遗德，汇集

华教前辈之书画珍品于一堂。除了沈

慕羽专展外，还包括林连玉、管震

民、周曼沙、黄润岳、任雨农、孔翔

泰、陈人浩等的书画，以期通过诸多

的艺术珍品，来共同缅怀华教前辈们

的风范与行谊，品读那段峥嵘岁月下

的温情写意，以及他们的修行人生。

本次特展中许多作品为首次公开，已

属难得；而如此众多华教先贤翰墨

汇聚一堂，更是首例。林连玉先生

说：“创造文化，享受文化，发扬文

化，是任何民族神圣不可侵犯的权

利。”书画是传统文人的修行日课，

也是中华文化的精致表征，今天已涵

化成了马来西亚文化一部分。没有华

教先辈们的誓死维护，哪来的后人得

以享受文化、创造文化？此“翰墨聚

贤情”所以特展之缘起也。

特展缘起

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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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展区简介

大笔如椽：沈慕羽的生命书写

本区展示沈慕羽大事记及其墨宝20余幅，以展现一个择善固执的生命。沈书得

力于颜体精髓，如椽之笔，浑厚饱满，遒劲有力，愈老而弥坚，而赢得“南沈

北孔”之誉。其字迹遍布于中南马城镇，化成一道华社的人文景观。沈氏的生

命，是为华教战斗的一生，也是书写正气的一生。

善藏与守拙：书画的修复与保存

本区展示书画的修复等资讯，意

在倡导书画保存之价值与意义。

借助两幅书画作品修复前后的对

比，以直观展示及视频展现的方

式，俾使民众在鉴赏艺术之余，

亦能对书画修复技艺有所认识，进而激发对书画维护之兴趣与学习。书画是艺

术文化的精粹表征，其维护与善藏，实为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形式。

郁郁乎文哉：华教事业的儒雅与风情

本区展示华教先贤字画，分成三部分。第一“志于道”，展览见证华教事迹的

作品，以书观史，以史参字，两相印照；第二是“据于德”，汇聚献颂林连玉

之字画，以衬映族魂之道德文章，亦为彰显先贤同心同德，同创大业；第三 

“游于艺”，荟萃华教工作者之字画，以赏其风情雅意，观乎华教人文。合此

三者，共成郁郁乎之盛德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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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舞蹈演出

舞蹈诗《土壤里的摇篮》

手与手与手的相牵

不卑不亢的

哼唱本土尚未成曲的摇篮

当悠扬的舞蹈曲响起，著名舞蹈艺术家马金泉老师率领的共享空间专业舞团以

一支精彩的舞蹈拉开了“翰墨聚贤情——华教珍贵书画特展”开幕式的序幕。

舞者从开幕嘉宾的手中，接过象征华教源远流长的“红布”，以展开柔和而婉

约的动人舞步，让在场的观礼者无不深情投入。

马金泉老师为这次特展开幕礼所编的舞蹈，旨在献给过去与现在为华人华社与

国家鞠躬尽瘁的先贤前辈。

编舞：马金泉

演出：共享空间专业舞团

舞者：林弘捷、林诗珺、陈顺业、林建宾

教育推广活动

配合特展主题与内容，在特展期间亦推出面向各年龄层的丰富多彩教育活动，

如：讲座、工作坊、分享会、导览及手作体验等，希望透过静态展示、动态及

互动的活动形式，提升特展的丰富性，让民众感受视觉盛宴之余，亦能零距离

接触到传统技艺的魅力。

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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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0.2019（六）　/　12:30pm-2:00pm　/　傅承得  / 
教育：圣人的行业——孔子的仁本教育

26.10.2019（六）　/　1:00pm-4:30pm　/　沈瑞山　/　水墨画（入门）

27.10.2019（日）　/　11:30am-4:30pm　/　韦远进　/　童玩　歌谣

马来西亚著名文化人、文学家、
出 版 家 傅 承 得 老 师 ， 为 大 会 带
来 主 题 演 讲 “ 教 育 ： 圣 人 的 行
业——孔子的仁本教育”。傅老
师 经 营 “ 傅 承 得 经 典 学 堂 ” 多
年，主张以全面解读经典来理解
中华文化的智慧。这次，傅老师
难得以主题演讲的形式，将其体
悟、讲习多年的儒家思想，以精
简的方式开显出来。傅老师此讲
的大旨立基于《论语》的孔学义
理 ， 而 能 贯 通 于 《 四 书 》 的 思
想体系。他指出，经多年对《四
书》的解读，让他把握到儒家的
核心六论，其次第如下：命善、
性 善 、 明 善 、 择 善 、 乐 善 、 至

善。惟，要详解此精要的儒家六
论，并非一场讲座所能完成的，
傅 老 师 亦 邀 请 有 兴 趣 者 能 够 参
与“傅承得经典学堂”，通过经
典解读的课程，才能全面把握此
六论的宏旨。这次傅承得老师主
题演讲，现场聚集了来自大马各
地的华教领袖和文化工作者近百
人，可谓吉隆坡文化界的一大盛
事！

参与这门水墨画工作坊的学员，大多是零
基础，但在沈瑞山老师的带领下，学员却
能创作出一批具有个性和张力的作品。为
了给予学员鼓励与肯定，沈老师在学员的
作品上亲自提笔写上他们的名字及盖章。

工作坊以韦远进老师嘹亮的歌声
作为开始，他带领着学员唱各个
籍 贯 的 歌 谣 。 一 首 首 方 言 摇 篮
曲，让在场已为人父母者回忆起
小 时 候 父 母 哼 唱 摇 篮 曲 、 哄 自
己 入 睡 的 画 面 ； 但 对 现 今 的 小
朋友而言，方言歌谣显得颇为陌
生与隔阂。方言歌谣结束后，韦
老师陆续拿出各种趣味的童玩小
玩意，如自制的竹蜻蜓“梁山伯
与祝英台”、木枪、木制四方棋

盘等，现场的氛围更加浓厚和高
昂，大家似乎在这短暂时间内放
下在现实生活中的担子与责任，
回归到童年时刻的那个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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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0.2019（一）　/　1:00pm-4:30pm　/　郑桂源　/　书画装裱（入门）

29.10.2019（二）　/　2:30pm-4:30pm　/　Tuan Haji Ishak Surin　/　
爪夷文书法

30.10.2019（三）　/　1:00pm-4:30pm　/　Dr. Velu Perumal　/
淡米尔文书法

装裱向来被视为书画作品艺术的
一部分，书画一经装裱，更显得
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在短短数小
时的工作坊内，郑桂源老师从最
基本的煮浆糊到托底，每一步骤
无不细心地讲解与示范，学员则
是积极投入、主动发问，为工作
坊增添不少声色。

在爪夷文书法工作坊中，Tuan 
Haji Ishak Surin不仅传授学员有
关爪夷文书法的知识，更让大家
了 解 爪 夷 文 是 拼 音 文 字 ， 是 由
一 个 声 母 和 多 个 韵 母 组 成 一 个
词语。Tuan Haji Ishak Surin在
授课中表示，他将爪夷文视为一
种文化艺术，正如中文书法也是
一种文化艺术。不管是哪一种民
族的文化都是值得我们马来西亚
人去维护和传承的。工作坊结束

后，Tuan Haji Ishak Surin为此次
书画特展题字：“祈望今日的爪
夷文工作坊，可以拉进我们的亲
善友谊”（黄幼鲸译）。

在淡米尔文书法教学前，讲师Dr. 
Velu Perumal让学员先用棉花沾
墨来书写“淡米尔文”。在学员
对“淡米尔文”有初步的体验与
了解后，才开始用淡米尔文书法
专用的笔来书写。曾学过中文书
法的Dr. Velu Perumal表示，中
文书法与淡米尔文书法之间最大
的分别在于，两者虽都要掌握力
度，但中文书法却远比淡米尔文
书法更加难掌握。在工作坊结束

后，Dr. Velu Perumal以淡米尔文
书法留下一段话：“感谢给淡米
尔文书法一个机会”。

工
作
坊

纪念馆



34

2019年华教节手册

01.11.2019（五）　/　1:00pm-4:30pm　/　杨两兴　/　拓碑

02.11.2019（六）　/　1:00pm-4:30pm　/　吴其昌、郑桂源　/　篆刻

03.11.2019（日）　/　1:00pm-4:30pm　/　关景漒　/　现代书法木刻

拓 碑 是 保 存 石 碑 文 物 的 方 式 之
一，相较于照片，拓碑更能完整
地将拓印对象的真实状况和大小
呈现出来。拓印出来的拓片，是
一 种 史 料 ， 可 成 为 学 术 研 究 的
文 献 。 在 进 入 拓 碑 技 巧 教 学 以
前，讲师杨两兴先生先让学员制
作拓碑所需要的工具——拓包。
随后，便让学员开始拓印碑体。
在 工 作 坊 当 中 ， 杨 老 师 强 调 ，
为了让宣纸更具有弹性，不易在

拓碑过程中破裂，宣纸需要经过 
“闷纸”这一步骤。从“闷纸”、 
上纸、敲陷字迹（将字型突显出
来）到拓碑，杨老师都一一仔细
说明，给予指导。

在欣赏名家书画的同时，我们可
能不会留意到书画上的印章出自
谁手，但印在落款处的印章却是
点亮整部作品的关键之一。这场
工作坊由吴其昌老师与郑桂源老
师两位篆刻家联合指导。吴老师
今年已78岁高龄，但仍能以洪亮
有力的声音为学员讲解篆刻有关
的知识与技巧；郑老师则是吴老
师的学生，尽力协助吴老师指导
学生。在学员动手实作时，两位
老师不时来到学员的身旁，为学

员示范篆刻的技巧。篆刻的过程
很考耐性，不能急，也不能快，
一旦刻歪了，石头就需要重新被
磨平，彷佛是人生的写照。

木刻除了普遍认知上的阴刻、阳
刻 外 ， 还 有 另 一 类 刻 法 称 为 浅
刻。若把阴刻和阳刻结合在一个
作品当中，则称为阴阳刻。工作
坊 当 天 ， 讲 师 关 景 漒 老 师 除 了
讲 解 木 刻 的 一 些 基 本 知 识 和 技
巧外，还让学员们在实践的过程
中慢慢掌握木刻的技巧。关老师
提到，容易被虫子蛀蚀的木板并
不适合用于木刻，他推荐学员可
选用山桂木制成的木板（pohon 

kayu Masawah）。在学员掌握木
刻的技巧后，关老师开始教授学员
如何为成品上色，并分享几种上色
的技巧和方法。工作坊在学员们认
真学习的氛围下进入尾声。

工
作
坊纪

念
馆



35
抢
救
历
史

保
根
护
脉

照片回顾

华教斗士陆庭谕在基金副主席姚丽芳及舞蹈艺术家马金泉的陪同下观展。

教总前副主席周曼沙的女儿（左：周湘云；

右：周湘兰）前来观展。

PADU主席Tuan	Haji	 Ishak	

Surin及马来西亚书艺协会

评审主任黄幼鲸为爪夷文

工作坊题字。

著名书法家余斯福携带学生前来观展，并为

学生进行作品讲解。

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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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备有拓印圆扇及橡皮擦刻章体验活动，让访客可体验到不同的手作活动。

书画特展吸引了不少友族同胞及外国人前来观展。

吉隆坡坤成中学师生约270人前来观展。（2019.10.31）

吉隆坡尊孔独中师生逾300人前来观展。（2019.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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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资产保存基金
Pertubuhan Pemeliharaan Warisan Budaya

马来西亚乃多元文化的国家，不同族群在历史上都有着不可磨灭的印记与贡

献。只是在官方史观的主宰下，这些历史印记与贡献已渐被淡化掉了。

华族先辈梯山航海南来，与友族一起开发美丽的家园，奠定近代马来西亚的

基础建设，也丰富了现代马来西亚文明。首任马来联邦总参政司瑞天咸（Sir 

Frank Swettenham）说：“华人之才能与努力，造就了今日之马来亚。”我们

数代在这里落土生根，安居乐业，有全马无数的义山坟冢可以作证明。

古语有云：“欲亡其国，先灭其史。”今天大马各族都面临了自身族群历史的

断层危机，不可谓不严重。有鉴于此，我们发起保存历史文化的醒觉运动，呼

吁抢救民间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资产。

抢救历史并不是学者专家的专属，而是每个人都应该也能够负起的责任。我们

可从保存文化资产做起，以“化整为零，藏富于民”的全盘思维与策略，于各

地民间广设文物馆 / 文史馆 / 故事馆，有系统地收集及保藏历史文献文物。文物

馆不仅是为保存与展示地方历史文化，也将会是历史教育的最佳场所，凝聚起

地方的社群意识，并为那些被淹没的人事物存证与发声，以为对质主流或官方

的历史书写预留空间。

为何要设立“文化资产保存基金”？

文化资产保存是一项具有急迫性、时代性和未来性的专业领域。文化资产保存

基金的成立，旨在从事以下任务：

1. 抢救历史，保根护脉；

2. 推动文化资产的发掘、保存、维护、研究、展示、传承及交流；

3. 作为沟通观念、传播知识及提供技术支援的管道和平台。

4. 加速整合华社的文化醒觉与实践；

5. 以“立足华社，扎根本土，放眼多元”为定位。

关于我们•缘起

文化资产保存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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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工作内容基本上涵盖以下重点，即：

1. 提供咨询服务；

2. 提供技术指导；

3. 进行资料收集；

4. 从事教育推广。

具体事项包括：

1. 协助成立民间文物馆/纪念馆：

2. 提供文化资产保存与修护技术指导；

3. 推广文化资产保存与修护的观念与知识；

4. 协助培训文物馆管理员、志工及导览员；

5. 不定期举办研讨会、讲座、座谈会、工作营、展览会等；

6. 搜集、整理文化资产资料，建立大数据与数位典藏；

7. 出版书刊、通讯、设置网站等，作为沟通平台；

8. 促进国内外相关领域及团体的交流；

9. 与文化资产相关的其他事项及活动。

草创时期的任务规划，着重以下五个组别：

1. 地方研究

支持及辅助各地独立文史工作者，推动地方历史研究的风气。

一、 地方文史工作者之交流与培训；

二、辅助地方文史研究计划；

三、 建立地方研究资讯分享平台；

四、 促进国内及国际交流，提升地方研究水平。

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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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研究与出版

支持个人或团体组织的文献研究及出版计划。

一、文献发掘及资料整合平台；

二、 文献资料电子数位化及检索系统；

三、 串联国内外相关文献典藏机构；

四、 支持本地文化及历史相关研究书籍或专书出版。

3. 文物馆与推广教育

文物馆以及各式推广教育活动可有效辅助国家正规教育的观点及论述。

一、 辅导地方文物馆的设立，并协助迈向可持续性经营；

二、 串联国内各地文物馆，成立网路讯息交换平台，以达到互助宣传之功效；

三、支持文化及历史推广教育之活动。

4. 文化资产修护技术

文化遗产修复包括价值判断、修复计划研拟、无损及破损检测、调查等专门

知识，需要有专业的技术培训，才能养成更多相关人才以投入修复工作。

一、推动各项文化遗产修复课程或工作坊，

二、文化遗产修复技术人员栽培计划，

三、专业修复工作协调，

四、促进国内及国际修复经验交流。

5. 无形文化资产

无形文化遗产的保存方式包括教育传承，维持其实践、表演、表现的环境以

及相关支援系统。

一、无形文化遗产教育传承计划；

二、支持相关表演、展示；

三、无形文化遗产之记录及研究工作，包括纪录片制作、口述访谈等。

文化资产保存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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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林连玉行 
Larian LLG 2019

林连玉先生毕生致力于民族的平等，

国家的进步，他将一生中最宝贵的岁

月奉献给华文教育，为此付出巨大牺

牲；他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精神为

马来西亚人民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林连玉先生是50年代及60年代初期

董教总的主要领导人，领导全国华

人争取华教权益、争取公民权，是马

来（西）亚华文教育以及华裔公民权

益的代言人。他主张国家独立、民族

平等、非巫人要效忠马来（西）亚、

巫人要抱着和他族共存共荣的思想，

以共同建设马来（西）亚成为多元文

化、多元族群之模范国家。

为了弘扬林连玉先生的精神，也结合

追求健康生活及社会各族群的连接，

林连玉基金于2012年开始首届林连玉

行义跑。第二届林连玉行于2014年分

别在吉隆坡、柔佛峇株巴辖以及霹雳

怡保举办，承蒙各界大力支持，获得

万人报名参与，可谓华教一大盛事。

第三届则分别于莎亚南及芙蓉举办，

亦获得极大的成功。上述三届所获筹

款拨入为林连玉纪念馆建设基金，作

为硬体装修与软体建设之用。

林连玉基金于2013年成功筹建林连

玉纪念馆后，集中并完善保存林连玉

以致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文物与资

料，以阐扬林连玉无畏无惧争取各族

文化、教育平等的精神，让后辈子孙

可以更全面了解马来西亚华教运动的

历史和民主斗争进程。林连玉纪念馆

创办五年来已经接待了数以万计来自

国内外的访客，并透过系统的培训计

划，成功培养出本地第一批文献修复

志工以及文物馆导览志工。

今年的林连玉行由巴生兴华中小学校

友会承办，巴生滨华中小学校友会、

巴生中华校友会、巴生光华中学校友

会、巴生区发展华小工委会、雪隆留

台同学会及林连玉基金巴生滨海区联

委会共同协办。今年的林连玉行主要

为文化资产保存基金筹募经费。

保 存 历 史 是 一 项 与 时 间 赛 跑 的 文

化 工 程 ， 文 化 资 产 保 存 基 金 以 

“保根护脉，抢救历史”为理念，呼

吁大众加入此行列，与我们在文资保

存、让历史文化得以永续传承的道路

上共同前行！

林
连
玉
行



华教节主题曲

1985年12月18日，一代宗师——林连

玉先生溘然长逝。巨星殒落，光芒仍

在。林连玉的精神不死。

1987年10月17日，林连玉基金委员会决

定以林连玉先生忌辰这一天定名为“华教

节”，发扬林连玉精神。

1987年10月27日，在“茅草行动”的大逮

捕下，服赝民主、维护民权、主张母语

母文教育的人士，再度体现不屈的林连

玉精神。

1987年12月18日，在公祭林连玉先生的

时刻，郑重宣布“华教节”的订立。

今天，1988年12月18日，我们在林先生

墓前，公布《华教节宣言》。

华教节是华文教育节的简称。其目的是

要贯彻林连玉精神以维护华文教育，发

扬中华文化；同时赞颂体现林连玉精神

的华教工作者，培养接班人。

华文教育是华裔马来西亚公民的母语母

文教育。接受母语母文的教育是公民的

基本权利。而且，母语母文的教育是最

有效最直接的教育。林连玉先生鞠躬尽

瘁地捍卫她，是我们的风范。

华校以华语华文为主要教学媒介，同

时教授马来西亚语文以及英语英文。她

灌输爱国精神与法治、民主、民权等观

念。她已为马来西亚的建国事业作出贡

献，对民族、社会与国家，都是休戚与

共的。华族对她的宣扬，正如马来民族

宣扬马来西亚文教育一样，天经地义。

华社兴办华文教育，世代以来，自力更

生，全力以赴，才具今天的规模。华教

工作者，前仆后继，功不可没。这种立

人立己的精神，不但要发扬光大，而且

要加以表扬，加以赞颂。

对于马来西亚这个多元种族的新兴国家，

林连玉先生说过，“在这民族复杂的地

区建国的铁则，就是和衷共济，共存共

荣。”他的论著对此阐述得很详尽，可为

圭臬。

发展华文教育是华族的基本人权，是民

权的一部分。唯有全民一致，自由、民

主、民权才不是那么遥不可及。“华教节”

正如教师节一样，也和华社任何节日一

样，不是一时一地的节目，换句话说，

她应该是在全国各地同时展开的赞颂节

日，必须进行到底。

谨此宣言。

（1988.12.18）

华教节宣言
Penyataan Hari Pendidikan C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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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告诉大家，

民族的文化

是民族的灵魂，

它的价值，

跟我们的生命互相比重。

保
根
护
脉

抢
救
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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