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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连玉纪念馆装修工程动工!
林连玉纪念馆装修工程动工了!
2007年启动的建设林连玉纪念馆计划，历经四年的

筹款和勘察地点，终于决定落户吉隆坡市中心马哈拉惹
功拉路。

林连玉基金主席杜乾焕博士于11月 13日的启动礼上
感激前主席陆庭谕老师曾领导全国性筹款，才使本会能
有四百多万的基础购买这栋建筑物。

他也宣布令人鼓舞的消息，沈象扬基金刚刚捐献了
二十万令吉给林连玉纪念馆建设基金。沈象扬先生是前
巴生中华独中副董事长，也是2010年林连玉精神奖得主

"我们仍需约两百万令吉来进行装修、美化、添加
设备和处理文物资料。我们呼吁社会大众慷慨捐献林连
玉纪念馆，或者报销所需设备，让林连玉纪念馆尽快成
立起来 ， 作为弘扬林连玉精神的重要基地。 " (13/11/11) 

何慧贞、黄诗杭、谢末宝
荣获第24届林连玉精神奖

林连胚玉精酬斗神申奖蜘遗选版委员胎会主拚席刘糊锡通酌在硝
日的记者会上宣布， 2011年度第廿四届林连玉精神
奖三位得奖人分别是何慧贞、黄诗杭和谢大宝。

何慧贞57 岁，现任教育部课程发展司语文处处
长，得奖理由是"长期致力于规划发展政府学校华文
科教学以符合时代要求，为体制内母语教育权益的
默默守护者。
谊会。

已故华乐指导黄诗恍于2010年逝世，曾担任多问
学校的华乐老师。遗选委员会公布的得奖理由是"
为推广华乐，碎精竭虑，不计酬劳，长期奔走东海
岸达17 年，深入偏远地区指导华乐队，培养接班人
传承华乐文化"推荐单位是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
登嘉楼分会。

年届70岁的前马来西亚国会议员(新马合并期间
)、南洋大学校友谢太宝是第三位得奖人。他曾被
新加坡李光耀政府以内安法令无审讯扣留长达23年
，释放后又被软禁在圣淘沙岛9年，失去自由长达32
年。谢大宝是全亚洲被扣留最久的政治犯，甚至比
南非前总统曼德拉被囚禁27年更长。

谢太宝的得奖理由是"良心政治犯，威武不屈，
坐穿牢底，体现南大精神，成为南大人表率。"推
荐单位是森美兰金马士红楼四馆。 (1/12111)

"恢复林连玉公民权
沙巴亚庇800人热烈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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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连反林连玉运动如滚雪球般席卷全国，叫 17
日于沙巴亚庇举办的平反林连玉运动巡回讲座暨推介礼
获得800名当地华团领袖和居民热烈响应，要求政府立
即恢复前教总主席林连玉先生的公民权，也制定教育平
等法，公民对待各民族母语教育。

沙巴国民型华校董联会主席拿督黄一鸣说，虽然林
连玉在马来西亚成立前被损夺公民权，但他是民族的灵
魂，对华敦的贡献极大。沙巴川|华教所面11面的不公平政
策，只要坚持学习林连玉精神，华教前途将更加光明。

该讲座会暨推介礼的支持单位包括沙巴中华大会堂
、沙巴教总、沙巴华幼董联会、 1少巴留台同学会、古达
培正独中、亚庇福建会馆等。 (17/10/11)



《林这五于专》
义诗歌舞剧

17 /12 & 18/12 

;如
介

石冬

今年 (川年)是林连玉先生
110岁冥诞，也是林连玉先生被概夺
公民权50周年，为配合82团体所推动
的平反林连玉运动，林连玉基金与尊
孔独立中学将于12月华教节隆重推出
一部述说林连玉生平事迹的大型歌舞
剧《林连玉传>> ，同时也为林连玉纪
念馆建设基金筹款。

目前歌舞剧已经公开售票，普通
票50令吉及学生票20令吉。我们欢迎
公众联络林连玉基金03-26971971/2或
尊孔独中03-20261086/20261087查询购
票详情。

场次 日期 时间 地点

首场 1星7期/1六2 7:00pm 尊孔独中

次场 18/12 2:00pm 
札堂

星期日

歌舞剧由著名诗人作家傅承得担
任制作总监，并联合著名音乐家周金
亮、舞蹈家马金泉、诗人黄建华、教
育工作者林明志及等逾30位文艺界专
业人士携手打造 ， 希望以歌舞剧形式
呈现林连玉先生精彩的一生。

2(. i i .tJ:.华教节系利活动
t林连玉墓园大扫除 日期I 4/12( 日)， 时间 I 8am，地点1 福建义山林连玉墓园

1 日期I 10/12(六) ，时间 I 1阳1，地点:隆雪华堂二楼讲堂
省思国家文化政策研讨会 | 论文发表人t 陈穆红博士、 AlIs PU时博士、 ChemallneA础

。sup博士、 陈利戚、 Abd Ghapa Harun . 公众RM20 学先RM10

t林连玉传史诗歌舞剧 首场·日期: 17/12， 时间 : 7pm 普通券 RM50
次场.日期:18/12， 时间 : 2pm 学生券 RM20

t林连玉先生公祭仪式 日期 I 18/12(臼)，时间 I 8am，地点:福建义山林连玉惠国

l林连玉精神奖颁奖典礼 日期I 18112( 臼) ， 时间 I 10am，地点，郭孔独中礼堂

询问秘书处 I 03-26971971尼， 012-2658448 Info@lIgcultural.com (1/12/11) 

204各族团体呢还林这五念道
室主国各地区、各领域204个公 利。联盟政府恶意打压异议者，

民团存于10月 23日林连玉先生被概 反映出他们对异议缺乏包容，漠
夺公民权50周年正日发表联署声 视盲论自由乃构成民主的核心价
明，要求政府平反林连玉先生， 值。
以纠正政府对林连玉先生的不公 联邦政府必须恢复林连玉的公
对待。 民权以及他的名誉 ， 以纠正过去
公民登记局通知函上指控林连 对林连玉的不公正对待。 我们相

玉"颠倒政府教育政策.策动对 信这将能够彰显政府维护言论 自
最高元首和联合邦的不满"是毫 由的诚意。、 此外，政府必须承诺
无根据的;林先生向来以和平方 , 50年前发生在林连玉身上的悲
式争取各语言源流学校获得公平 剧 ， 不会在未来重蹈剧辙。
对待。他一贯而坚持的认为，落 联署的204个公民团体包括平
实与维持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对我 反林连玉运动工委会全体成员及
国的多族群社会至关重要。 其它公民团如:教总、林连玉基
他们指出，每个公民都有言论 金、隆雪华堂、森华堂、校友联

自由和批评政府政策的权利二无 总、留台联总、福联会、永联会
论是林连玉、玛沙布或者伊布拉 、 槟华堂 、 柔华总 、 森甲柔三j'i'I
欣阿里，政府都不能任意榻夺他 董联会、林氏总会、马中经贸总
们的公民权。 事实上 ， 林连玉只 商会、潮联会、淡米尔基金、
不过是行使联邦宪法以及世界人 SUARAM 、 ALlRAN 、 CIJ 、 AWAM 、
权宣言所赋予他的公民与政治权 JERIT、 SABM 、 CDC等等。 (23/10/11)

提运计划
不成牺牲厉-*.古迹

平平连玉基金促请政府在规划
捷运(MRT)时须具有可持续发展的
概念，不应以牺牲历史建筑物和
环境为代价来换取国家基本建设
。政府应即刻公布声称已完成的
环境评估报告以示透明，也应指
示陆路交通委员会对捷运所经地
区进行更全面的社会影响评估，
特别是苏丹街和武吉免登两个历
史建筑旧区。

联合国于1987年发表的布伦特
兰报告指可持续发展"是能够满
足当前的需要 ， 又不危及下一代
满足其需要的能力的发展"。历
史古迹是教导历史科目的最佳教
材，政府不能忽略历史古迹的教
育功能。 (ω/11/11)

甲半虫也恢复注册
牟固抗争的推剥

平不连玉基金欢迎内政部副部
长李志亮先生宣布马六甲中华大
会堂无条件恢复注册准证。

这无疑是华团针对不公平不合
理打压的一次抗争胜利。若非全
国华团坚决作为甲华堂的后盾，
施压政府撤除这个决定，内政部
和社团注册局不会轻易妥协。所
以这是华团和人民的胜利。

我们认同部分华团对于尊重法
治精神和会议规范的看法，但是
甲华堂给予我们更大的启示是，
所有社团必须团结一致争取结社
自由的权利 ， 反对社团注册局动
辄冻结社团的不合理措施，争取
宪法赋予人民的民主权利。 (δ/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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