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2016年7月24日（星期日） 

时间：早上8时45分  

地点：雪兰莪士毛月富贵山庄沈慕羽墓园 



 

公祭仪式流程： 

一、主祭者代表献花： 

        教总主席王超群校长 

 董总主席拿督刘利民 

 沈老家属代表沈墨义先生 

 富贵集团董事经理丹斯里拿督邝汉光 

二、全体行三鞠躬礼 

三、教总秘书长陈清顺校长代表宣读公祭文 

四、全体默哀 

五、出席者献花 

六、礼成 

沈慕羽103岁冥诞暨 
逝世七周年纪念公祭仪式 

注：恭请所有出席者在公祭仪式结束后，移步到世外桃源参加

“向沈老学习-- 关爱华教与中华文化活动”。 



 

日期：2016年7月24日（星期日） 

时间：10:00 am – 10:30 am（开幕仪式） 

      10:30 am – 3:00pm（向沈老学习-- 关爱华教与中华文化活动）  

地点：士毛月世外桃源中华人文碑林 

活动表 

10:30 am 

- 
12:30 pm 

活动一：“识碑寻踪”中华人文碑林文化导览 

活动二：沈慕羽语录中小学生书法比赛 

11:00 am 
- 

12:30 pm 
活动三：“认识沈老”故事分享会 

10:30 am 
- 

03:00 pm 

活动四：拓碑体验 

活动五：华教故事及沈老事迹猜谜游戏 

活动六：“给沈老的话”留言板 

活动七：“文艺雅聚”诗词书法交流活动 

活动八：沈慕羽书法与资料展 

沈慕羽103岁冥诞暨逝世七周年纪念公祭仪式 

“向沈老学习-- 关爱华教与中华文化活动” 



2009年2月5日，我们敬爱的沈慕羽局绅，您骤然离世，举国同悲。巨星

陨落，典范长存！离去的，只是您的躯体；您的精神，与大家同在，一

直引领我们向前奋进。 

沈公，为了向您致敬、追思，并学习及弘扬您的精神，教总特联合沈慕

羽书法文物馆和富贵集团，配合您的生忌，定在今天，公元2016年7月24

日，举办“沈慕羽103岁冥诞暨逝世七周年纪念活动”，并进行一系列推

广华教与传承中华文化的活动。 

作为活动的序幕，我们齐聚在此雪兰莪士毛月富贵山庄您的灵前，举行

公祭仪式，连同全国各地的团体和学校代表、老师、学生及社会人士，

向您献花致敬，追思缅怀。 

“一生战斗为华教，一世服务为国家”，沈公，这是您非凡人生的真实

写照。您热爱华教，领导反对不利华教的政策，积极争取华教的平等权

益；您热爱国家，勇于批评纠正政府的错误，力促政府公平对待各族

群。 

虽然随时会遭到当权者的对付，但为了华教和国家，您明知山有虎，偏

向虎山行。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挫折，甚至还遭遇牢狱之灾，但您从未

退缩，越败越战，越战越勇，坚持斗争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您说：“为

了维护华教，任何牺牲，在所不惜”；并坚决说道：“我不逃避责任，

我也不畏强暴，只要能挽回大局，个人进退决无问题，耿耿此心，天日

共鉴”。 

呜呼沈公，您的一言一行，铿锵有力，正气凛然，在在展现了“威武不

屈，贫贱不移”的道德典范。 

这数十年来，在华社的坚持和努力下，华文教育总算逆流而上，持续生

存与发展，并有所成就。但在单元化教育政策的主导下，华教的发展依

然是荆棘载途，阻难不断。今天，当局企图通过一些行政措施，包括课

程的设置等较为迂回的手段，来达到弱化华教发展的目的。如果稍不留

意，华教就会被毁于不知不觉中，因此华社必须提高警惕，时刻做好防

范的准备。 



 

 

沈公，我们谨此告知，政府将从明年开始全面在各源流小学推行双语言

课程计划，让符合一定条件的学校选择以英语来教导数理科目。在这项

计划下，以华语来教学的时间大幅度减少，甚至比用非华语来教学的时

间还要少，这势必对华小的发展带来巨大冲击，并打开华小变质的缺

口。有鉴于问题的严重性，董教总特联合多个主要华团，展开全国华小

签名运动，强烈反对在华小推行双语言课程计划，以结合大家的力量，

坚决捍卫华小的特征，全力维护华教的正常发展。 

我国独立至今快要一个甲子，各族群的母语教育依然没有获得平等待

遇，我们深感失望和不满。但，我们不能悲观，更不能放弃！ 

沈公，您坚信：“只要有百折不回的精神，越挫折越坚强，人权一定可

以伸张，民族教育一定会得到扶持”。我们必遵循您的叮咛，坚定信

念，绝不退缩；对于任何破坏华教的恶势力，我们誓抗争到底，绝不妥

协，以延续您的正义斗争！ 

“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沈公，您的一生，铮铮铁骨、巍巍荡

荡，永远是我们学习和仿效的楷模。“华教兴亡，吾辈有责”，我们必

谨记您的教诲，秉承您的精神，继续您的志业，力争华教的平等地位，

以慰您在天之灵。 

浩气长存天地间，沈公之灵，万世景仰！呜呼哀哉，伏维尚飨。 

 

（教总秘书长陈清顺校长代表宣读） 



1. 沈慕羽家属 

2. 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教总） 

3. 富贵集团 

4. 沈慕羽书法文物馆 

5. 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 

6. 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华总） 

7. 驻马来西亚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 

8. 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 

9. 马来西亚华校校友联合会总会 

10. 马来西亚留台成功大学校友会 

11. 马来西亚全国校长职工会总会 

12. 马来西亚广东会馆联合会 

13. 马来西亚福州社团联合总会 

14. 马来西亚海南会馆联合会 

15. 马来西亚广西总会 

16. 马来西亚兴安会馆总会 

17. 马来西亚国际现代书画联盟 

18. 马来西亚林氏宗亲总会 

19. 马来西亚金厦同翔陈氏宗亲会 

20. 马来西亚华夏文化促进会 

21. 马来西亚中华茶艺公会 

22. 马来西亚陈嘉庚基金 

23. 马来西亚华文理事会 

24. 马来西亚宗乡青慈善与教育基金会 

25. 马来西亚吉隆坡文华国际青年商会 

26. 马来西亚中国经济贸易总商会 

27. 马来西亚留华同学会 

28. 林连玉基金 

29. 华社研究中心 

30. 独立大学有限公司 

31. 新纪元学院 

32. 南方大学学院沈慕羽华教与 

师资培训中心 

33. 林连玉基金东彭联委会 

34. 林连玉基金峇株巴辖联委会 

35. 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总商会 

36. 彭亨中华总商会 

37. 关丹中华总商会 

38. 槟州华人大会堂 

39. 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  

40. 森美兰中华大会堂 

41. 马六甲中华大会堂 

42. 彭亨华团联合会 

43. 关丹华团联合会 

44. 吉隆坡广东义山董事会 

45. 雪隆潮州会馆 

46. 雪隆嘉应会馆 

47. 雪隆安溪会馆 

48. 雪隆会甯公会 

49. 雪隆海南会馆(天后宫) 

50. 雪隆精武体育会 

51. 雪兰莪暨吉隆坡福建会馆 

52. 雪兰莪巴生福建会馆 

53. 隆雪惠安泉港公会 

54. 雪兰莪沙亚南武吉肯文宁华团联合会 

55. 雪兰莪联胜国术团 

56. 马六甲晋江会馆 

57. 马六甲孔教会 

58. 马六甲晨钟夜学 

59. 马六甲吴兴南洋堂沈叶尤宗祠 

60. 霹雳州华校教师公会联合会 

61. 柔佛州华校教师公会联合会 

62. 彭亨州华校教师公会联合会 

63. 砂拉越州华小教师会联合会 

64. 霹雳怡保市华校教师公会 

65. 霹雳华怡乡区华校教师公会 

1.  



66. 下霹雳华校教师公会 

67. 雪兰莪华校教师公会 

68. 吉隆坡华校教师公会 

69. 森美兰华校教师公会 

70. 马六甲华校教师公会 

71. 柔中华校教师公会 

72. 沙巴州华校教师总会 

73. 吉打华校董事联合会 

74. 槟威华校董事联合会 

75. 霹雳华校董事会联合会 

76. 马六甲华校董事会联合会 

77. 森美兰华校董事联合会 

78. 柔佛华校董事联合会  

79. 彭亨华校董事联合会 

80. 砂拉越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 

81. 吉打华校校友会联合会 

82. 森美兰波德申中华中学 

83. 柔佛峇株巴辖华仁中学校友会 

84. 隆雪培南校友会 

85. 北京大学马来西亚校友会 

86. 吉隆坡坤成校友会 

87. 吉隆坡南强华小校友会 

88. 雪华高师同学会 

89. 柔佛峇株巴辖留台同学会 

90. 新山留台同学会 

91. 马六甲留台同学会 

92. 雪兰莪乌鲁冷岳县发展华小工委会 

93. 吉隆坡新街场路发展华小工委会 

94. 柔佛居銮县发展华小工委会 

95. 吉隆坡乐圣华小董事部 

96. 吉隆坡中华女校董事部 

97. 吉隆坡崇文华小四机构 

98. 雪兰莪沙登华小一校 

99. 马六甲平民小学董家协三机构 

100. 柔佛峇株巴辖五校董事会 

101. 彭亨关丹中华中学董事会及家长联谊会 

102. 彭亨关丹中菁华小董家协 

103. 吉打双溪大年新民独中 

104. 吉打亚罗士打吉华独中 

105. 槟华女子独中 

106. 槟城菩提独中 

107. 槟城钟灵独中 

108. 大山脚日新独中 

109. 霹雳育才独中 

110. 霹雳培南独中 

111. 霹雳怡保深斋中学 

112. 霹雳班台育青中学 

113. 吉隆坡中华独中 

114. 吉隆坡循人中学 

115. 吉隆坡坤成中学 

116. 吉隆坡尊孔独中 

117. 雪兰莪巴生中华独中 

118. 雪兰莪巴生光华独中 

119. 雪兰莪巴生滨华中学 

120. 雪兰莪巴生兴华中学 

121. 森美兰芙蓉中华中学 

122. 马六甲培风中学 

123. 柔佛利丰港培华独中 

124. 柔佛麻坡中化中学 

125. 柔佛居銮中华中学 

126. 柔佛笨珍培群独中 

127. 新山宽柔中学 

128. 新山宽柔中学古来分校 

129. 彭亨关丹中华中学 

130. 吉兰丹中华独中 

131. 砂拉越山打根育源中学 

132. 砂拉越古晋中华第一中学 

133. 砂拉越民都鲁开智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