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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度隆雪华堂特别任务报告 

（2010 年 1月 1日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 

 
（1）“筹募海地大地震援助金”义演晚会 

1.1 工委会名表 

大会主席 ：陈友信 

筹委会联合主席 ：戴炳煌、陈玉聪 

总策划 ：李书祯、陈志伟 

秘书 ：杨有为 

秘书处 ：陈亚才、梁莉思、蔡美莲 

征求组 ：翁清玉、陈康益、包久星、李福旺、李素桦 

财政 ：郑金德 

查账 ：潘庆松 

票务 ：张玉爱、慈济 

节目组 ：陈开蓉、黄宝福、慈济 

司仪 ：黄宝福 

舞台总监 ：吴友凭 

招待、前台与仪式 ：郑淑娟 

摄影 ：颜登逸 
 

1.2 宣传 
� 于 1 月 21 日及 2 月 2 日召开了两次新闻发布会；义演晚会入场免费，惟出

席者需亲临隆雪华堂索取入场券。 

� 最好听 988、有情有爱 Ai FM 和 My FM 电台也协助广播活动讯息。 

 

1.3 活动报告 

日期 7/2/2010（星期日），7.30pm 

地点 隆雪华堂光前大礼堂 

联办单位 隆雪华堂、马来西亚慈济基金会 

节目 播放国际赈灾短片、海地实况报导短片（慈济提供） 

隆雪华堂会长陈友信致词 

序曲和默哀仪式——歌曲：“爱和关怀”、点灯 

张雅诰口琴演奏 

女高音洪美枫独唱《小河淌水》、《帕米尔，我的家乡多么美》 

隆雪华堂合唱团献唱《把我的奶名儿叫》、《祝福》 

慈济手语表演“人间有爱” 

马金泉“共享空间”舞蹈《敦煌舞铄》 

男高音岑大伟独唱《只要》、《Ombra Mai Fu》 

隆雪华堂妇女组培塑坊呈献《时事扣应：你怎么说》 

马金泉“共享空间”舞蹈《雕塑》 

祈愿仪式：慈济带动唱“让爱传出去” 

宣布筹款数额，散会 

报告 现场出席者虽然只有 300 人，但场面温馨融洽，大家都带着一颗温暖的

心为海地送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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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义演晚会结束为止，共筹得 RM144,653，成功超越目标。 

对外筹款截止日期为 3月 1日，最后筹到 RM152,784.00。 

（更多详情请参阅 2010 年 4 月号《民心》） 

活动照片 

    
 

1.4 捐款人名单 

RM 10,000.00 丹斯里拿督斯里林伟才 

RM 5,090.00 雪隆广西会馆 

RM 5,000.00 
隆雪华堂、陈友信、陈老虎、吉隆坡广东义山、海鸥集团、December 99 

Gratuades of The One Academy、QL Feed S.B. 

RM 3,030.00 马来西亚温氏宗亲会 

RM 3,000.00 翁清玉、陈康益、皇室拿督古润金、雪隆海南会馆、庄景有、陈开蓉 

RM 2,857.00 怡保育才独立中学全体学生 

RM 2,060.00 雪隆潮州会馆妇女组 

RM 2,000.00 叶祥发、Tan Thong Lai、颜登逸、雪隆酒商公会、雪隆福建会馆 

RM 1,560.00 综相社 

RM 1,500.00 陈玉聪、蓝花玉 

RM 1,000.00 

雪隆广东会馆、雪隆嘉应会馆、雪兰莪禽畜业协会、雪隆商业职员公会、雪隆

广东会馆妇女部、隆雪河婆同乡会妇女部、得利棕油厂有限公司、Vecoc 

Aluminium S.B.、包久星、蔡庆文、戴炳煌、陈炳钟、黄国誉、陈锦龙、陈春

德、林为鹤、杨维涛、朱美莉、拿汀刘美兰、庄芳芳 

RM 800.00 黄靖轩 

RM 630.00 KKB热心人士 

RM 620.00 现场乐捐 

RM 600.00 隆雪陈氏宗亲会 

RM 500.00 

谢春荣、杨有为、拿督黎德坤、李福旺、纪祥国、廖宗明合家、Dato’ Eric Ong 

K.L、Dato’ Chew L.S、Kejuruteraan Kesenian Hua May、王国丰、黄文麒、徐汉涛、

拿督郑金城、陈思明/陈师明、陈文岳博士、万和电器有限公司、叶欣向、叶志

超、梁少杰、刘桂清、甘雪娥、李素桦、郑淑娟、周素心、宋  妹、黄玉珠、

关瑞香、傅嫦娥、刘茂才、Grace Chong、隆雪华堂妇女组、大马客联妇女组、

雪隆嘉应会馆妇女组（赖美容）、雪隆李氏宗亲会妇女组、吉隆坡南海会馆、

坤成校友会、雪隆兴安会馆、雪兰莪安溪基金会、雪隆精武体育会、雪隆广肇

会馆、隆雪三江公会、雪隆槟华校友会、巴生滨海兴安会馆、黄锦先、陈柏

铨、和兴公司、Bohlasia Steels Sdn. Bhd. 

RM 380.00 Steven Tan & Friends 

RM 313.00 S.F. Yap & Co. Staff 

RM 300.00 

雪隆万宁同乡会、加影善福园、美和家亲善福利会、郑金德、潘庆松、徐桂

莲、练美兰、隆雪华堂妇女组培塑坊、Donaldfil Industrial S.B.、Lee Chin Keat、曾

玉莲、刘金泉、李焯光 

RM 279.00 日华同仁 

RM 250.00 陈宝英 

RM 238.00 叶明袖合家 

RM 200.00 
黄宝明、孙银珍、林明叶、王少珍、陈宝金、王  汉、官健尔、郑景山、Wingco 

Ceiling & Alum SB、刘玉兰、周于飞、周革飞、何佳举、莫绍南 Rumah Victory、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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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东安会馆、隆雪惠安泉港公会、雪隆顺德会馆、马来西亚春晖单亲妈妈协

会、Furosteel & Tools S.B.、赵淑芬、龙彩玉、张瑞康、黄樵泰、刘丰阳、刘淑

薇、刘劬博、刘桂玉 

RM 175.00 智能气功班 

RM 100.00 

张材光老师、司徒月彩、潘雪英、陈添发、李润英、杨嘉仪、陈美蓉、谭业

瀚、王美美、黄梅燕、袁见好、吕心佑、张振才、张玉爱、萧晓群、翁云海、

陆美玲、罗玉兰、龙思志、陈伯坤、Liew Moy、Ho Kai Veng、Yong Soon Chin、

Alvin Chang Wen Jun、Alan Chang Jing Jie、李书祯、黄振耀、李东华、陈宝羽、陈

威铭、蔡美莲、Ms. Cheng – Jalan Puchong、郑桂玉、官友娣、罗雅妹、刘玉莲、

彭  葩、苏美玉、EMC、李来娣、邓佩美 

RM 50.00 

刘英兰、子欣、雪莉、文爱莲、邓耀增、林金锋、熊定昌、萧莉莉、叶淑华、

刘瑞容、陈金莲、陈赞富、颜金榜、陈慧如、杨仪君、徐振兴、许丹凤、傅蔷

蓓 

RM 32.00 美娟+丽萍+彩菁 

RM 30.00 王振才合家 

RM 20.00 李素秋、Chong Chui Voon 

 

1.5 移交捐款 

� 于 2010 年 6 月 2 日（星期四）下午 3 时移交全数捐款给马来西亚慈济基金

会，以便带到海地灾区救援。 

� 出席见证捐款移交的包括会长陈友信、“筹募海地大地震援助金”义演晚

会筹委会主席戴炳煌、财政郑金德、董事廖国华、李福旺；慈济代表为陈

玉聪、吕良德及黎玄辉。 

 

 
（2）2010 年度纪念甲必丹叶亚来系列活动 

2.1 工委会名表 

主办单位 ：隆雪华堂 

联办单位 ：吉隆坡广东义山、雪隆惠州会馆、雪隆叶氏宗祠 

主席 ：杨有为 

副主席 ：李振光、吴国强、叶坚 

财政 ：郑金德 

总策划 ：陈亚才 

秘书处 ：隆雪华堂 

征求 ：叶  青（4个单位配合协助） 

宣传 ：秘书处，其他单位协助 

联络 ：秘书处，其他单位协助 

祭典 ：刘浩馨，广东义山协助 

撰写祭文 ：吴永业 

诵读祭文 ：叶毓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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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仪 ：郑淑娟 

布置/音响 ：黄文金、符翔栋 

茶点 ：叶妙兰（公祭，广东义山配合）、蔡美霞（讲座） 

摄影 ：陈伟昌 

接待 ：隆雪华堂福利委员会、惠州会馆妇女组、叶氏宗祠妇女组、 

   广东义山 

交通 ：饶安昌（广东义山） 

纠察 ：何镇南（广东义山） 

查账 ：罗玉星（惠州会馆）、叶德兴（叶氏宗祠） 

工委 ：包久星、陈康益、李福旺、朱绍瑛、李书祯、林秋雅（隆雪华堂） 

   叶汉辉、杜汉光、赖贞锦、余汉雄、萧悦隆（惠州会馆） 

   郭达明、杨建仁、陈汉芬（广东义山） 

   叶观发、叶财发、叶琰明、叶汉光、叶映雪（叶氏宗祠） 

 

2.2 历史专题讲座会：“探讨历史真相与历史人物评价问题” 

日期 2010 年 3月 25 日（四），晚上 8时 

地点 隆雪华堂楼上讲堂 

联办单位 隆雪华堂、吉隆坡广东义山、雪隆惠州会馆、雪隆叶氏宗祠 

主讲人 李业霖（历史学者）、刘崇汉（历史学者） 

主持人 廖文辉博士（新纪元学院中文系讲师） 

报告 1. 会长陈友信致词时指出，作为共同记忆的历史，具有凝聚群体、形

成认同感和自豪感的作用；回顾过去与前瞻未来没有冲突，很多时

候相辅相成。叶亚来三次重建吉隆坡，贡献不可抹煞。 

2. 李业霖表示，历史除了需要求证，也有智用的社会价值，而评论历

史人物不能仅限于盖棺论定。英国参政司瑞天咸曾书函英国殖民部

报告，给予叶亚来极大的赞誉和肯定，这些都是历史的真相。 

3. 刘崇汉认为，马来西亚华族文化历史由本族探讨无可厚非，但要达

致“文化认同等于民族国家认同”的理念，还有一段路必须斗争。

历史人物的评价可从个人、群体、社会和人类历史角度探讨，一般

上过于主观的判断，将扭曲历史人物真性，产生偏差。 

 

2.3 纪念甲必丹叶亚来诞辰 173 周年公祭仪式 

日期 2010 年 4月 25 日（日），上午 11时 

地点 吉隆坡广东义山·叶亚来墓园 

联办单位 隆雪华堂、吉隆坡广东义山、雪隆惠州会馆、雪隆叶氏宗祠 

协办单位 雪隆海南会馆、雪隆番禺会馆、雪隆福州咖啡酒餐商公会、雪隆广肇会

馆、雪隆茶阳（大埔）会馆、雪隆潮州会馆、雪隆福建会馆、雪隆广东

会馆、雪隆嘉应会馆、巴生福建会馆、隆雪陈氏书院、白沙罗新村华人

义山公会、雪隆安溪会馆、华人义山联合会、马来西亚南阳（叶氏）宗

亲总会、雪隆会宁公会、隆雪河婆同乡会、雪隆广西会馆。 

主祭嘉宾 马来西亚交通部部长 YB翁诗杰 

嘉宾 YB 罗国本、罗美桦、陈明辉、陆日有、叶乃霖、骆耀祥、蒋礼谦、申炳

华、叶石、邹长财、邱俊华、林泰山、蔡保和 

代表本堂 翁清玉、杨有为、包久星、郑淑娟、秘书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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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 《东方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报》、《南洋商报》、《星洲日

报》 

报告 叶亚来公祭典礼和以往一样顺利举行，当天出席人数约 150 位。 

流程： 1） 工委会主席杨有为致词 

2） YB 翁诗杰致词 

3） 诵读祭文 

4） 祭拜仪式 

5） 礼成、茶点 

 

2.4 吉隆坡旧飞机场路义山墓园群古迹导览员培训课程 

日期 2010 年 5月 16 日与 23日（日） 

时间 早上 8时 30 分至下午 2时 30 分 

地点 吉隆坡广东义山行政楼、旧飞机场路义山墓园群 

联办单位 隆雪华堂、吉隆坡广东义山、雪隆惠州会馆、雪隆叶氏宗祠 

报告 1. 报名费每人 RM30，老师和学生则优惠每人 RM5，包含讲义、证书及

午餐。 

2. 原订 5 月 23 日举办的课程获得热烈的反应，报名参加者人数众多，

故于 5月 16 日增加多一场。 

3. 参与的学员除学校老师、学生之外，也包括各界人士。 

16/5/2010 的学员共 32 人，导览员 6 人；23/5/2010 的学员共 43

人，导览员 7人。 

4. 联合工委会主席杨有为、吉隆坡广东义山主席李振光都有出席上述

两次活动的开幕仪式，并在会上致词。 

5. 吉隆坡广东义山董事会赞助学员的午餐，并提供行政楼会议室作为

汇报及交流会的场地。 

 

2.5 中学生“电脑教材制作”观摩交流赛 

日期 2010 年 6月 27 日（日） 

时间 上午 9时 

地点 隆雪华堂楼上讲堂 

联办单位 隆雪华堂、吉隆坡广东义山、雪隆惠州会馆、雪隆叶氏宗祠 

主题 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百年老字号 

评审 廖文辉博士（中国厦门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新纪元学院讲师，马来西

亚历史研究中心主任） 

何玉万小姐（国立台湾成功大学历史系学士，现任独中历史课本编辑） 

陈亚才先生（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系学士，文史工作者） 

活动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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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 1. 总共有五所学校的八支队伍参加，主办单位提供茶点和午餐，优胜

者获得奖金、奖状和赠书。 

2. 根据评审的意见，今年度的电脑教材制作水平相当高，个别学校的

和水平也不断提升，基本上反映在三方面： 

（A）学生在收集、整理和呈献资料方面非常用心； 

（B）学生对电脑技术的掌握能力相当高； 

（C）学生在呈献时对时间的掌握也很好。 

成绩 序序序序    参赛队伍参赛队伍参赛队伍参赛队伍    呈献题目呈献题目呈献题目呈献题目    观摩赛成绩观摩赛成绩观摩赛成绩观摩赛成绩    

1 滨华中学 中国酒店  

2 坤成中学 凤凰饼家  

3 尊孔独中 皇家雪兰莪的故事 特优奖 

4 循人中学 A 队 凤凰饼家  

5 兴华中学 B 队 赞发白米批发商 优秀奖 

6 循人中学 B 队 棠记兄弟饼家 优秀奖 

7 坤成中学 B 队 邝福荣洋服店  

8 兴华中学 A 队 其昌金铺  
 

 
（3）2010 年董事脑力激荡营 

3.1 工委会名表 

营长 ： 谢春荣 

协调 ： 蔡美霞 

财政 ： 黎德坤 

课程 ： 陈亚才、廖国华、李书祯、吴仲顺 

团康 ： 青年团、卢盈嫔 

场地、交通 ： 李福旺、曾暐雯、简桂恬 

资料、手册 ： 谢伟伦 

膳食、住宿 ： 妇女组、梁玉英、蔡春娇、罗雅妹 

摄影、医药 ： 蔡美莲 

 

3.2 活动报告 

主题 新形势，新华团 

日期 2010 年 5月 8日及 9日（星期六、日） 

地点 柔佛州东甲金山度假村 Gunung Ledang Resort, Tangkak, Johor 

参加者 董事 25 人、妇女组 11 人、福利 2人、秘书处 7 人、青年团 7 人、民权 4

人、社经 4人、主讲人 3人。 

第一阶段 “我国的政治、经济发展趋势及华团的定位”讲座“我国的政治、经济发展趋势及华团的定位”讲座“我国的政治、经济发展趋势及华团的定位”讲座“我国的政治、经济发展趋势及华团的定位”讲座    

主讲人：罗志昌、林宏祥、林德义 

1. 关于华团在 308 新形势下的定位问题，主讲人罗志昌认为 98 年之

前华团的论述比较强，但在 98 年出现的烈火莫熄社会运动里，隆

雪华堂的角色很小，在很多关键时刻都缺席。这些情况的出现，可

能是出于定位使然。他希望在 308 的新形势里，华团会有新的定位

与策略。 

2. 林宏祥则希望华团在探讨定位的同时，能真正看到 308 后的政治形

势，不要被一些所谓“开放”的假象所蒙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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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林德义认为国家在 308 海啸过后所提出的新经济模式（NEM）为马

来西亚提供了很好的经济模式，但他怀疑现有的官僚体制、系统及

思维，能够真正贯彻新经济模式。他认为第 10 及第 11 大马计划的

制定与实行，甚为关键。 

第二阶段 “检讨与前瞻“检讨与前瞻“检讨与前瞻“检讨与前瞻————————隆雪华堂的里里外外”隆雪华堂的里里外外”隆雪华堂的里里外外”隆雪华堂的里里外外”讨论讨论讨论讨论会会会会    

引言人：陈友信、陈亚才 

1. 执行长陈亚才在回顾及检讨上一届脑力激荡营的讨论重点时，认为

我们在过去四年，并没有严格贯彻脑力激荡营的建议，比较成功的

是主办了公民社会奖。至于华团行动策略及机制，对雪州政府的监

督，中文民间团体的资源整合及走出安逸地带的建议，并没有严格

的跟进工作去实行。 

2. 会长陈友信认为 308 政治海啸，形成了两线制的优势，肯定了隆华

堂倡导“公民社会”的目标，并确认隆雪华堂以后会有四大任务去

贯彻：强化隆雪华堂作为华社的意见领袖的角色、促进跨族群合

作、加紧华团的互动联系及培养华团新血。总秘书杨有为则认为，

“马来西亚 20 年行动方略”应是隆雪华堂未来的工作重点之一。 

第三阶段 “隆雪华堂未来两年活动规划及“隆雪华堂未来两年活动规划及“隆雪华堂未来两年活动规划及“隆雪华堂未来两年活动规划及 KPIKPIKPIKPI”分组讨论”分组讨论”分组讨论”分组讨论    

脑力激荡营对会长所提出的四大任务进行了分组讨论。 

小结 综合三个阶段对课题的分析及讨论结果，董事脑力激荡营从 308 海啸过

后的新形势基本上肯定了公民社会的功能及隆雪华堂在公民社会里的角

色。只是阻于华团传统包袱，关于隆雪华堂今后是否应该有更大的定位

的问题，似乎没有定论。 

在活动规划方面，四组的呈现，缺乏新意，这恐怕与定位问题的不能突

破有关。但在未来不到两年的任期里，网页建设、选民运动登记、活动

语言多元、跨族群活动、隆雪华堂作为华社意见领袖，华团在议题上的

动员与整合及“马来西亚 20 年行动方略”的推行，应该是隆雪华堂各组

要加强的工作重点。 

活动照片 

   

 
（4）2010 年隆雪华堂 87周年堂庆晚宴 

4.1 工委会名表 

大会主席 ：陈友信 

大会副主席 ：包久星局绅、陈康益、蔡庆文、郑淑娟、谢春荣、 

   拿督古润金局绅 

工委会主席 ：翁清玉 

工委会副主席 ：拿督黎德坤、李素桦、吴仲顺 

财政 ：郑金德 

副财政 ：拿督黎德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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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 ：杨有为、戴炳煌 

征求组主任 ：陈友信 

征求组副主任 ：翁清玉、陈康益、包久星局绅、蔡庆文、郑淑娟、谢春荣、 

   拿督古润金局绅、杨有为、戴炳煌、郑金德、拿督黎德坤、 

   拿督黄汉良、李福旺、拿督刘景国、李素桦、吴仲顺、 

   廖国华、李书祯、朱绍瑛、陈松林、陈玉聪、颜登逸 

征求组委员 ：全体董事 

节目策划 ：杨有为 

节目总协调 ：李福旺 

节目及仪式组 ：杨有为（召集人）、李书祯、陈开蓉 

前后台/灯光 ：吴仲顺（青年团协调） 

灯光/音响 ：杨有为（安排） 

剪彩仪式 ：李素桦（妇女组协调） 

司仪 ：梁莉思、林锦新 

贵宾接待组 ：郑淑娟、李素桦（妇女组协调）、全体董事 

交通组 ：吴仲顺（青年团协调）、RELA 

票务组 ：李福旺（召集人）、陈玉聪、纪祥国、罗才生、杨柏志、 

   朱绍瑛、蔡美霞 

宣传组 ：朱绍瑛 

布置组 ：秘书处 

摄影 ：Hawaii 

宴席 ：翁清玉、陈康益、郑淑娟、杨有为 

宴会出菜 ：戴炳煌（协调） 

纪念品 ：拿督黎德坤、李素桦、李书祯、朱绍瑛 

招待 ：全体董事、妇女组及青年团全体理事 

 

4.2 目的 

a) 庆祝本堂成立 87周年、青年团 25 周年及妇女组 24 周年； 

b) 加强本堂内部及对外的联系； 

c) 筹募本堂活动经费。 

 

4.3 活动报告 

� 本堂 87 周年堂庆晚宴于 13/11/2010（星期六）晚上 7 时 30 分，在本堂光

前堂圆满举行。 

� 在董事踊跃出席、协助证求剪彩人及推售餐券下，当晚筹款达到 32 万多，

筵开 119 席。 

� 剪彩人共 60 位、鸣锣人 6 人、击鼓人 13 人。晚宴共筹得 RM329,700.00，

总支出为 RM67,652.61，结余 RM262,04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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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的贵宾包括：华总会长丹斯里方天兴、中国大使馆付铁胜秘书、中国

大使馆申德春秘书、校友会联合总会长陈鹏仕、华研主席周素英、教总主

席王超群校长、马中经贸会长拿督黄汉良、福联会署理会长拿督邱财加、

马来西亚三江总会丁学外、林连玉基金署理主席刘锡通律师、加影区州议

员 YB 李成金、法律顾问温济琼律师、台北文化中心黄凤娇、森华堂陈长

兴、循中董事长黄仕寿、联邦直辖区与城市福利部副部长特别事务官曾国

龙、《星洲日报》罗正文、《南洋商报》钟启章、《东方日报》潘友来、

988 电台胡渐彪、Ai Fm 电台丁秀兰、《光明日报》彭早慧、《光华日报》

郑彩凤、MalaysiaKini 电子报司徒旨祥、Merdeka Review 电子报林宏祥。 

 

4.4 晚宴程序表 

时间时间时间时间    项目项目项目项目    呈献者呈献者呈献者呈献者    

6.30pm-7.20pm 报到及交谊 安邦健身社醒狮团迎宾 

7.25pm-7.30pm 贵宾进场  

7.30pm-7.35pm 唱国歌  

7.35pm-7.40pm 本堂简介（Powerpoint）  

7.40pm-7.55pm 序幕：混声大合唱（4 首李白诗歌组曲） 

白云歌送刘十六归山、春思、送友人、行路难 

隆雪华堂合唱团 

指挥：张材光 

钢琴伴奏：李煜暐 

7.55pm-8.15pm 会长陈友信致词 

华总会长丹斯里方天兴致词 

 

8.15pm-8.50pm 1）呜锣仪式 

2）击鼓仪式 

3）剪彩仪式 

4）赠送纪念品予鸣锣人及击鼓人 

 

8.50pm-9.00pm 男声小组唱：小草、人间天堂 

女声小组唱：瑶山夜歌、回娘家 

隆雪华堂合唱团 

9.00pm-9.05pm 工委会主席翁清玉 

致谢词 

 

9.05pm-9.20pm 董事向嘉宾敬茶 播生日歌 

9.20pm-9.25pm 华族舞蹈：《生命·旋舞》 甲洞华小（二）校 

9.25pm-9.40pm 培塑坊 妇女组培塑坊学员 

9.40pm-9.45pm 华族舞蹈：《奔向》 甲洞华小（二）校 

9.45pm-10.00pm 武术表演 雪隆精武体育会 

10.10pm 晚安  

 

4.5 赞助人名单： 

RM 20,000.00 陈友信、翁清玉、陈康益、丹斯里方天兴、皇室拿督古润金局绅、颜登逸 

RM 10,000.00 丹斯里拿督斯里林玉唐、雪隆安溪会馆 

RM 5,000.00 

蔡庆文、包久星、杨有为、拿督黎德坤、丹斯里拿督黄琢齐、丹斯里拿督郑福

成局绅、丹斯里拿督刘景成、拿督邱财加、黄仕寿、隆雪华堂妇女组、Mark 

Jaya Engineering S.B.、Makarios Builders & Maintenance S.B. 

RM 3,000.00 戴炳煌、隆雪华堂合唱团、Process Engineering S.B.、NSY Engineering、Sittal S.B. 

RM 2,000.00 
谢春荣、陈开蓉、拿督黄汉良、Tan Poh Eng、隆雪河婆同乡会、喜来登酒家、

孝恩集团 

RM 1,000.00 

郑金德、朱绍瑛、李福旺、黄位寅、杜代庆、劳瑞友、纪祥国、周景光、拿督

刘景国、陈玉聪、丁学外、拿督吴世才、拿督郑庆合、颜进明博士、陈正锦、

苏学民、林秋雅、黄东全、拿督林钦耀、拿督王顺和、拿督黄振兴、拿督杨天

培、缪进新、陈春德、林华兴、池明、邓百根、黄明治、丹斯里拿督陈来金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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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拿督陈金火、陈锦龙、丹斯里拿督吴德芳、陈达真博士、谢成进、Lim Sin 

Seng、紫藤茶原、雪隆福建会馆、雪隆广东会馆、雪兰莪禽畜业公会、万顺实

业发展有限公司、万顺冷气电器有限公司、雪隆广西会馆、中马钟灵校友会、

雪隆潮州会馆、Lek Consolidated Bhd、Yusof & Chew S.B.、Vesacham S.B.、Sg. Besi 

Secondary Fibre S.B. 

RM 600.00 

郑玉辉、雪隆华校董事会联合会、雪隆广肇会馆、白沙罗新村华人义山公会、

雪隆会宁公会、吉隆坡南益校友会、巴生福州会馆、Eureka Reprographic S.B.、

PCE Construction & Ironworks 

RM 500.00 张启福 

RM 300.00 雪隆顺德会馆 

RM 200.00 雪隆李氏宗亲会 

RM 100.00 登嘉楼中华大会堂 

 
（5）《春雷动地》史诗歌舞剧 

5.1 工委会名表 

大会主席： 陈友信、杜乾焕博士 

主席： 谢春荣 

副主席： 莫泰熙 

总务： 谢锦有 

副总务： 郑淑娟、李书祯 

财政： 郑金德 

宣传： 姚丽芳、曾玉芬、朱绍瑛 

票务： 戴炳煌、黄荣庆 

节目： 傅承得、李亚遨、林彦杉 

征求主任： 陈康益 

征求委员： 丹斯里古润金、翁清玉、林秋雅、杨有为、林福南 

 

5.2 演出内容 

序曲：独立 1957 第一幕：白色的春天 第二幕：黝黑的闷雷 

第三幕：火红的动荡 第四幕：黄昏的大地 尾声：因为马来西亚 

 

5.3 活动报告 

日期 18-12-2010（星期六）晚上 7时 

19-12-2010（星期日）下午 2时与晚上 7时 

地点 隆雪华堂光前堂 

联办单位 隆雪华堂、林连玉基金 

承办单位 马来西亚文创会 

报告 1. 在获得大马当今知名的舞蹈家马金泉、音乐家周金亮、作家傅承

得、黄建华、林明治及林敏婷为核心的节目团队，鼎力制作与支

持，《春雷动地》史诗歌舞剧顺利圆满结束。 

2. 演出获得社会各界空前热烈的回响，原定两场演出的入场卷几乎在

演出两个星期前已被订购一空，但是公众人士还是不断询问购票。

因此，工委会与表演单位经商议后，决定额外加演一场，以满足观

众的需求。 

3. 门票分成公众场成人 RM50、学生 RM20；贵宾券则以赞助或邀请的方

式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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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大会在三场一共发出了 1945 张票，筹获 RM274,043。 

5. 18-12-2010 场次由赞助人丹斯里颜清文及大会主席陈友信致词，

19-12-2010 场次则由赞助人陈凯希及大会主席杜乾焕致词。 

6. 陈友信表示，通过这项演出向 70、80 年代的前辈致敬，感谢他们当

年的付出和奉献，奠定了我国政治民主与健全乎的基础。 

（更多详情请参阅 2011 年 2 月号《堂讯》） 

活动照片 

 

   
 

5.4 隆雪华堂征信录（RM186,368.00） 

RM 50,000.00 丹斯里颜清文、陈凯希 

RM 10,000.00 丹斯里拿督斯里林玉唐 

RM 5,500.00 黄循营 

RM 5,000.00 陈友信、翁清玉、廖宗明、陈亚财 

RM 3,000.00 陈康益 

RM 2,350.00 新加坡一友人 

RM 2,000.00 
李凤德、拿督黎德坤、彩宏集团、Ho Nyuk Choy、林秋雅、杨有为、蔡庆文、杨

亚都、拿督林家全、杨景水 

RM 1,500.00 赵燊儒 

RM 1,218.00 元生基金会 

RM 1,000.00 

谢春荣、陈正锦、周素英、劳瑞友、林裕、谢旋苞（全利有限公司）、郑金

德、雪隆潮州会馆、雪隆福建会馆、合益集团、万挠食品工业园、启丰糖制食

品有限公司、联成冷冻有限公司、大东方五金有限公司、Ritma Efektif (M) S.B.、

许益品、雪隆海南会馆、马来亚南洋大学校友会 

RM 500.00 
周景光、叶月才、Malaysian China Golden Resources S/B、Tan Swee Poh、陈亚斯、

朱绍瑛、李福旺、Lam Kar Keong 

RM 300.00 吴昌荣、雪隆老友联谊会 

RM 200.00 陈松林 

 
（6）隆雪华堂文化展示中心计划 

6.1 缘起 

� 我国虽是一个多元民族和文化的国家，然而，在国家文化当中华族文化往

往缺席或仅以舞狮、舞龙或今年来创新的二十四节令鼓概括称之，并无一

个系统化的整理和介绍，难以反映我国华社的文化和精神面貌。 



212 

� 有鉴于此，期待隆雪华堂文化展示中心的设立，可以逐步弥补这一空隙。 
 

6.2 定位与角色 

� 以华社为主轴，进而走向本国的多元文化社会，让大家对华社和华族有所

认识。 

� 展示内容包含历史、文物、艺术，也是一个文化、艺术活动的空间和演艺

厅。 

� 以“历史、文物与艺术”为主要题材，定期择定主题展出，一年四季，四

个主题，至少两种语言呈现资料，以便达到跨族群交流的目标。 

� 主题资料展览与文化、艺术活动互动，可成为本土特色与学习文化、艺术

与生活的殿堂。 
 

6.3 文化展示中心计划小组成员 

组长 ：李书祯 

副组长 ：劳瑞友 

资料与展出内容组 ：陈亚才（组长） 

   劳瑞友、刘崇汉、李亚遨、张集强、徐威雄（组员） 

设计与装潢组 ：谢锦有 

财务规划组 ：郑金德、黎德坤、朱绍瑛 
 

6.4 筹划进展 

� 文化展示中心地点锁定在现出租给古董家私店的空间，分为两层。由于空

间很限制，故文化展示中心的主题很重要，必须先把展示内容、概念、资

料等整理出来。 

� 小组认为，对外必须先谈文化展示中心的重要性、意义、价值和荣誉，让

大家对文化展示中心有初步概念。故拟定在 2011 年多出外考察国内的小型

文物馆，之后准备展示主题和财务规划的报告，再提呈董事会通过。 
 

6.5 展示主题之目标 

� 鼓励社区群体、机构的参与，提供开放的空间供大众互动、沟通与讨论；

最好能与邻近的社团、学校和庙宇成为合作伙伴。 

� 就地取材，整合本区域有形与无形的文化资源，满足大众对探索文物和历

史的需求、增强文化活动的参与及提升大众的文化素养。 

� 与观光结合，提升隆雪华堂的形象和知名度，以文献记录服务，亦可获取

盈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