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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s air tiga empangan masih stabil
Cyberjaya: Usah panik
berikutan paras air di tiga
empangan iaitu di Kedah,
Pulau Pinang dan Melaka
masih dalam keadaan stabil.
Perkara itu disahkan

Suruhanjaya Perkhidmatan
Air Negara (SPAN) yang
memaklumkan empangan
berkenaan masih boleh
membekalkan air mengikut
keperluan.
Pengarah Komunikasi

Korporat dan Hal Ehwal
Pengguna SPAN, Mohd Fazli
Ismail, berkata, pihaknya
sebelum ini sudah membuat
perjanjian dengan semua
pengendali untuk
menyalurkan air di
empangan yang memerlukan
atau yang mengalami paras
air kritikal.
“Sebagai contohnya di

Kedah, sehingga Ahad lalu
kita lihat kadar paras air di
tahap stabil walaupun ada
penyusutan yang agak
banyak di Empangan Gubir.
“Kita ada persetujuan

dengan pengendali lain, jika
di Kedah sedang alami
masalah, empangan
berdekatan seperti di Pulau
Pinang, Melaka atau negeri
lain akan bantu. Kita akan
gerakkan seluruh pengendali
untuk membantu empangan

yang memerlukan. Hal ini
termaktub pada semua
empangan.
“SPAN akan memantau

secara rapat empangan
terbabit, seandainya ada
keperluan lain seperti mahu
mencatu atau melakukan
pembenihan awan, mereka
perlu memohon kepada
pihak SPAN dan pihak kami
akan melihat ada keperluan
atau sebaliknya untuk
berbuat demikian,” katanya
dalam sidang media program
Larian ‘Water is Life 2020’ di
sini, semalam.
Tambah Mohd Fazli, di

bawah pentadbiran SPAN
kini ada 46 empangan
di semenanjung serta
Labuan dan tidak termasuk
Sabah dan Sarawak.
Sebelum ini media

melaporkan beberapa
empangan di tiga negeri
seperti Kedah, Pulau Pinang
dan Melaka dilihat susut
berikutan cuaca panas ketika
ini.
Sementara itu, mengenai

larian berkenaan Mohd Fazli
berkata ia adalah tahun
kedua diadakan sempena
sambutan Hari Air Sedunia
yang akan berlangsung pada
11 April ini di Anjung Floria,
Putraja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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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kus kraftangan, kosmetik
Diangkat jadi bidang yang 

dapat tarik minat ramai pihak

Oleh ASYRAF MUHAMMAD

Kerajaan Selangor akan mem-
beri penumpuan dan komit-
men dalam membangunkan 
dua kluster pembuatan terdiri 

daripada kraftangan dan kosmetik pada 
tahun ini.

Exco Pembangunan Usahawan, Pem-
bangunan Luar Bandar, Desa dan Kam-
pung Tradisi, Rodziah Ismail berkata, 
pihaknya berhasrat bagi memberi tum-
puan kepada dua industri berkenaan 
memandangkan pada tahun lalu bidang 
pembuatan makanan dan minuman di-
lihat lebih menjadi tumpuan dalam ka-
langan usahawan di negeri itu.

Menurutnya, kerajaan negeri mahu 
mengangkat industri kraftangan menja-
di satu bidang keusahawanan yang dapat 
menarik minat lebih ramai pihak.

“Langkah ini juga signifikan kerana 
tahun depan adalah Tahun Melawat Se-

Rodziah (enam dari kiri) bergambar bersama peserta IBO 2020 di Pusat Konvensyen Ideal, Shah Alam semalam.

langor. Jadi bidang ini perlu diganding-
kan secara holistik untuk membantu 
usahawan di negeri ini bagi memperhe-
batkan perniagaan mereka,” katanya 
kepada pemberita selepas melancarkan 
Program Insken Business Outreach 2020 
(IBO 2020) di Pusat Konvensyen Ideal 
di sini semalam.

Rodziah berkata, pihaknya juga akan 
mengadakan sesi townhall bersama se-
mua penggiat bagi dua industri terlibat 
untuk duduk semeja bagi mengadakan 
perbincangan lanjut selepas ini.

“Melalui langkah ini, saya dapat lihat 

sendiri apa sebenarnya isu-isu yang me-
reka hadapi dan kita mahu penggiat in-
dustri ini bergerak seiring dengan bi-
dang-bidang lain,” katanya.

Mengulas mengenai pelancaran IBO 
2020, Rodziah berkata, program julung 
kali itu membawakan topik berkaitan 
Revolusi Industri 4.0 (IR4.0) bagi mem-
beri pendedahan kepada usahawan me-
ngenai kepentingan penggunaan data 
pelanggan.

Katanya, menerusi siri pertama peng-
anjuran di Selangor, seramai lebih 600 
usahawan turut sama dalam program itu.

SHAH A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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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ANG JAYA - Seorang lelaki yang 
mengaku sebagai penjaga premis di-
tahan bersama 14 wanita warga asing 
di dua rumah urut dalam operasi di-
jalankan Jabatan Penguatkuasaan dan 
Jabatan Bangunan Majlis Perbandar-
an Subang Jaya (MPSJ) di premis 
komersial di USJ 21 di sini kelmarin.

Timbalan Yang Dipertua MPSJ, 
Mohd Zulkurnain Che Ali berkata, 
pihaknya menyerbu premis terbabit 
selepas menerima aduan orang ramai 
dan hasil risikan dijalankan.

Menurutnya, serbuan di rumah 
urut pertama mendapati terdapat lapan 
wanita warga asing bekerja di premis 
terbabit dan perniagaan di premis ter-
babit dijalankan tanpa lesen sah dari-
pada MPSJ.

“Serbuan kedua di sebuah lagi ru-

mah urut beroperasi secara haram di 
kawasan sama mendapati terdapat 
enam wanita warga asing bekerja di 
situ yang dipercayai turut menjalankan 
kegiatan tidak bermoral,” katanya di 
sini semalam.

Mohd Zulkurnain berkata, penjaga 
premis dipercayai mengiklankan wa-
jah tukang urut wanita di premis ter-
babit kepada pelanggan yang berminat 
mendapatkan khidmat menggunakan 
aplikasi WhatsApp.

Katanya, pelanggan akan membu-
at tempahan berdasarkan wajah tukang 
urut dipilih dengan bayaran sehingga 
RM200 bagi sekali perkhidmatan.

“Premis ini dikawal ketat dan ha-
nya membenarkan pelanggan tetap 
sahaja yang boleh memasukinya,” 
katanya.

Dua rumah urut diserbu

Sebahagian 
tukang urut 

wanita warga 
asing yang 

dicekup dalam 
operasi di USJ 

21 kelma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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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 IN COMMAND 
Petaling Jaya City Council gets its first 
woman deputy mayo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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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woman deputy mayor for PJ 
Azlinda intends 
By SHEILA SRI PRIYA 
sheilasripriya@thestar.com.my 

PETALING Jaya City Council (MBPJ) 
received its first-ever woman depu-
ty mayor when Azlinda Azman 
was sworn in. 

Speaking to the media after the 
full board meeting, Azlinda said 
she was looking forward to work-
ing with Petaling Jaya mayor Datuk 
Mohd Sayuthi Bakar and learning 
more about the technical aspects of 
city planning. 

"I have local council experience 
through my stint at the Sabak 
Bernam District Council. However, 
this time I will be serving a city 
and I am looking forward to the 
challenge," said the mother of five. 

The 55-year-old echoed the may-
or's aspiration which was to work 
towards achieving the United 
Nation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 for the city. 

Azlinda's experience includes a 
stint as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of 
Perbadanan Adat Melayu dan 
Warisan Negri Selangor. 

She has also served with the 

to learn more about technical aspects of city planning 
Selangor Land and Mines Office 
and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When asked what she hoped to 
bring to her new role as deputy 
mayor, Azlinda said she was a firm 
believer in gender equality at the 
workplace. 

"I love challenges and learning 
new things. I want to be able to 
work well with everyone regard-
less of their gender and I am look-
ing forward to do that here," said 
Azlinda, who holds a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and a 
degree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Meanwhile, at the council full 
board meeting, Sayuthi said MBPJ 
would ensure that this year's 
budget was spent wisely. 

He said the 2020 budget would 
be based on priority budgeting and 
importance would be given to com-
mitted expenditure, upgrading of 
facilities and completing pending 
projects. 

To ensure it was on a sound 
financial footing, MBPJ would look 
into ways to increase its coffers 
through reorganisation and moni-

toring of revenue collection. 
"The council will also be prudent 

with expenditure and focus on hav-
ing a good maintenance culture. 

"We will prioritise the back-to-
basic services such as road mainte-
nance, drainage, fighting, council 
hall upgrades as well as Petaling 
Jaya's landscape," said the mayor. 

He added that the council was 
committed to helping keep the city 
safe by engaging with the commu-
nity and supporting public devel-
opment programmes. 

The council's theme for the year 
is "Sustainable City". 

Sayuthi said he wanted the city 
to be developed based on the SDG 
which includes principles such as 
safety, vibrancy, liveability, univer-
sal design, value for money, acces-
sibility and affordable city council 
services. 

"Our core focus would be in 
managing the infrastructure and 
public amenities, parks, fields and 
landscaping, waste management, 
environmental health as well as 
the safety of the city and communi-
ty empowerment," he said. 

Azlinda taking 
her oath of 
office as 
deputy mayor 
at the MBPJ 
full board 
me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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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百家利花園居協

獲撥5000買制服帽子
(巴生烈日讯）巴生百家 

利花园居民协会获雪州行政 
议员拿督邓章钦拨款5000 

令吉，以赞助该会巡逻队 
(U.R. T.)购置制服和外套及 

帽子。
居协主席严居雄、署理主 

席杨舒敏及巡逻队队长郑景 
星，日前在巴生区居民协会

联合会总会长梅英权，及署 
理总会长拿督刘金棠见证 
下，接领制服外套及帽子， 
并感激也是巴生新镇州议员 
对该巡逻队（U.R.T.)的重 

视，代表居协颁发感谢状予 
每一位成员。

严居雄指出，邓章钦去年 
批下上述拨款，并获得该会

积极处理，今年初即制好， 
并移交给巡逻队成员，以便 
今後巡逻队在执行工作时， 
都有统一制服、外套及帽 
子，之前巡逻队成员在执行 
工作时，只穿上反光衣，该 
巡逻队成立至今已3年。

梅英权指出，由於各花园 
巡逻队成员都义务执行工 
作，且对改善地方上治安取 
得一定的功效，联合会决定 
继续为每名巡逻队成员购置 
保险，以便他们在执行工作 
时有个保障。

■相信该椰浆饭十分美味，才吸引民众半夜三更不睡觉去排队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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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们获得红包后与捐助者合照。后排站者左起是廖木火、杨巧双及黄素珠c

甲洞覺群別墅

麵寒子弟助學金
(吉隆坡23日讯）吉隆坡甲洞觉群别墅 

颁发第40届清寒子弟助学金，共150名学 

生受惠。
甲ik群别墅每年都办这项善举，集合 

有善心人士，共同为甲洞区清寒学子提供 
援助，当天除了颁发助学金，学生们也获 
得新年红包。

主席 <廖木°火由廖培富代表致词时说，很

多学生因家境贫穷，被逼停学，此项善举 
至少能帮助他们在求学的路上走得更好一 
些。

也也呼吁学生们要懂得珍惜感恩，向捐 

肋者学习，日后踏入社会，也要懂得回 
馈。

妇女家庭社会发展部副部长杨巧双赞赏 
觉群别墅，办这项活动。

出席颁发学生红包者有杨纪生、拿督黄 
素珠、拿督黄文正、陈金胜、拿督刘金 
泉、余保凭、刘胜、何观生、廖培富。

受惠学生来自甲洞华小（一）校、（二 
校）、増江南区华小、増江北区华小、増 
江中区（一校）、（二校）、孟加兰民众 
华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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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女及家庭发展部副 
y3部长兼泗岩沫区国 

会议员杨巧双向选民拜 
早年！

杨巧双周四早上前往 
武吉马鲁里花园巴刹向 
选民拜早年。

她通过推特说，这 

些的气氛让她感到兴 
奋，她享受在布城拟 

定政策，同时走在街 
上，收集商贩、老人 

及妇女的意见和回馈。

Page 1 of 1

24 Jan 2020
China Pres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Central • Audience : 127,822 • Page: C3
Printed Size: 270.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5,325.90 • Item ID: MY0038535151

Provided for client's internal research purposes only. May not be further copied, distributed, sold or published in
any form without the prior consent of the copyright owner.



雪公正黨策略局主任

涉污衊安華須解釋
(吉隆坡23日讯）公正党雪 

州策略局主任卡立查化，因去 
年T月的面子书贴文涉嫌污衊党 
主席拿督斯里安华，接到要求 
解释信。

网络媒体“透视大马”报 
导，公正党要求卡立查化在14 

天自辩，否则会采取纪律行 
动。

报导说，公正党纪律局主席 
拿督阿末卡欣指该局是在接到 
卡立的相关贴文后，才致函要 
求解释。

志期本月21日的信件提到， 

纪律局详细研究相关投诉，并 
发现其指控有其理据。

卡立曾在安华担任副首相期 
间，出任安华的新闻秘书；目

前他是经济事务部长兼公正党 
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的顾 
问，他在阿兹敏出任雪州大臣 
时，担任阿兹敏的助理。

卡立被指在去年T月18日及24 

曰通过其贴文，引起对安华的 
不良揣测。违反公正党纪律守 
则第10.2.2条文，即对其他党 

员发出存在诽镑意味的公共声 
明，以羞辱及毁坏其声誉。

卡立在2019年T月18日的贴文 

中，以“年岁已高，返回的路 
程遥远”为由，要求安华退出 
政坛。

一个星期后，他再贴文，质 
疑安华成为首相接班人的理 
由，更指他并未有展示领导能 
力，及管好本身的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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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庄区州议员黄瑞林向《中国 
^^报》记者指出，适耕庄有新 
村也有渔村，所以农历新年的气息 
和城市相比是天壤之别，毕竟城市 
的生活压力很重，就算迎接农历新 
年，心情也不会有过大的起伏。

他指出，在新村，无论是老人 
家、年轻人还是小孩子都很期待农 
历新年的到来，家家户户都会张灯 
结彩而纷纷换上“春”装。

他说，适耕庄也成为雪州闻名的 
旅游景点，新年期间都会来到适耕 
庄和村民过年，大家都向往在新村 
过年的气氛，并可亲自感受适耕庄 
的人情味和新村气味。

他指出，走入新村，大街小巷都 
有许多高挂的红灯笼，以及他向所 
有人拜年的橫幅和大型的广告牌。

“适耕庄即使已打造为旅游景 
点，可是农历新年的气氛完全没 
变，至今都保留著传统的过年气 
息，大家依然会互相拜年和祝贺， 
不曾因时代的进步而失去传统的文 
化。”

们在电视看到的大门 
敞开著、大家互相拜 

年的场景，在新村依然可 
看到，大家就算许久不见 
都会互相聊天拜年。

我的孩子也是在外地，
I在除夕就会自动自发陆续 

回来过年。
外地发展的游子都会争

取在佳节回来，所以新村在农 
历新年的气氛是非常热闹，新 
村各角落在新年期间都会很塞 
车，所以很多村民都会靠铁马 
代步。

我们很多村民都有各自祭拜 
的习俗。

新村人情味很浓，许多商家 
都会出动醒狮队拜年采青。

王IJ J W勺-Z

鐵馬代步避塞車 ♦适耕庄B村村长叶国民

派旅客紅包

黄瑞林指出，今年的红包封也 
是特别制作，并淡化政治色彩， 
是真正属于适耕庄的品牌，同时 
也会派发给区内的酒店和旅游景 
点，以派发给旅客。

他指出，该服务中心也会和适耕 
庄旅游发展协会举办一连3天的迎 

新春晚会，前两天会有新春夜市和 
小型表演，最后一天是新春也是和 
大型的表演舞台，可说是全村人一 
起过年。

他指出，适耕庄周遭的会馆都会 
举办各项新春活动，非常热闹。

遊子回鄕慶 團I圍

♦适耕庄海口渔村村长谢耀亮

j烂不己；左

很 多新村的孩子都会在外 
地工作，所以新年就会 

看到大家在新年纷纷赶回来过 
年，父母们都非常期待孩子 
回来吃团圆饭。

大家都可把握机会互相交 
流，有些人甚至一年只 
见一次O

我女°儿也是在外国， 
所以新年都会回来和我 
们过年，多年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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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耕庄四日訊）浓浓的人情味、浓郁的 

佳节气氛、高挂的红灯笼、大街小巷皆播有 

新年歌、家家户户大门几乎敞开著，新村 

过年就是不一样啊！

平曰宁静的新村，在农历新年前便穿著 
“新装”，四处高挂红彤彤的灯笼、装 

饰，似在迎接在外游子回家，
面八方之客，而在这段期间，
新村或定居国外的游子，
碌，都会赶回家吃团圆饭、

欢迎来自四 
已搬离 

不管有多忙 
过新年。

文轉C3 ♦
■新年的到来，家家户户都忙著为家中换上“春”装，出动全家大小忙著做家务。

一年見一次親戚
♦游子黄凯笠（20岁，学生）

回

新村充滿人情味
♦游子刘巧霜（28岁，行政人员）

是新村长大的孩 
1子，新年一定会赶 

回新村与所有家庭成员 
过年，是非常开心的 
事

^ 虽然我在吉隆坡
工作，可是在新村 
过年就是不一样， 
新村充满人情味， 
让你真正感受到过 
年的气氛。

新年期间，我们所有亲戚都会齐聚一堂 
f：大餐，一起包饺子，除夕当晚的凌晨时 
刻，我们的家族就会到新村的数间庙宇去 
拜拜，这是我们多年不变的习俗。

我们也会家家户户去拜年，印象深刻的 
是，在大扫除时，很多村民都会播放新年 
歌曲，所以我们一听到新年歌就知道哪户 
注家在大扫除。

放鞭炮等待拜年
♦适耕庄A村村长刘裕捷

A新村过年，你就会发 
现家家户户的大门都 

是敞开著，等待大家互相 
拜年，而且大家小巷都会 

有放鞭炮的声音，这种 
过年的气氛至今都不曾 
失色。

所有游子无论是工 
作、留学、移居都全部 
回来了家人团聚，年轻 
人都会骑著摩哆四处去 

拜年，所以可见新村过年是散发著非常浓 
的人情味。

农历新年毕竟是华裔非常重要的传统节 
庆，我们必须将这优良的传统文化传承给 
下一代。

即使°时代的变迁，新村至今依然保存著 
新村的气息，也有游客会来和我们过年， 
有者会特地来到适耕庄和我们过年。

家乡过年是莫忘的重 
要传统，平时我也

因读书而很少回家，所 
以农历新年就一定会回 
家探望父母，和大家一 
起过年。

我们和许多亲戚可能 
一年只见一次，所 
以会格外珍惜这个 
机会，大家都会把 
握机会互相交流，
了解大家的近况。

我记得小时都会骑著脚车去拜年，现 
在就会骑摩哆或驾车。

我妈妈每年在新年时煮猪骨汤，有时 
也会亲自做螃蟹棒的年饼，所以感觉非 
常不同。

儿时过年的确很开心，可是我现在也 
在求学中而很少回家，加上我哥哥在工 
作，姐姐则在政府学校求学，大家放假 
的时间都不一样，唯独新年才是全家团 
聚，所以我会觉得很珍贵。

■孩子们纷纷回家过年，最开心的莫不是父母们，大家都笑到W 
起为陈秀东、刘裕捷和刘巧霜。

■属于适耕庄真正品牌的红包封，你拿

綱

SELAMAT JALAN, JUMPA LAGI 剛—slS 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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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州议长黄瑞林 各級政府應虛心受教
(适耕庄23日讯）雪州议长黄瑞林强 

调，希望联盟和行动党在2019年面对历 

来最严峻挑战，但踏入象徵新时代的 
2020年，各级政府应虚心受教，对症下 

药解决问题，并成为国家改革急先锋。
他坦言，希盟与行动党在2019年出现 

一箩筐问题，民间不满声音高涨，可说 

是过得很不容易，在此紧要关头，全体 
党员和支持者更不应放弃和灰心。

’’进入全新一年的开始，希盟和行动党

全体上下虚心受教，积极面对民间不满 

的声音，搞好经济、减少国债、坚持中 

庸与多元，开明对待各民族，就是新一 

年的施政满意度报告重点。”
“在雪州议会方面，我们将继续扮演 

改革的先锋，引领各州甚至国会，赋予 
议会更大的独立自主权，达到民主化的 

议会目标，并透过更多访问与交流，让 

更多人了解议会所扮演的角色。”

♦马华乐坤柏达娜支会主席陈松霖 拒絶極端破壞和諧
了1华乐坤柏达娜支会主席 
1陈松霖呼吁各华团、非 

政府组织及朝野政党向极端 

份子及种族主义施压，让种 

族和极端主义在我国绝迹， 

避免国民团结遭破坏。

他期望华社在新的一年，

加强和其他族群的交流与合 

作，以増进了解和建立共 

识，进而有效捍卫各族群母 

语教育的平等权益，并促使 

政府正视各族群母语教育的 

问题。

♦马佛总雪隆分会主席明吉法师 鼠年充滿新盼望

A年是庚子年，生肖属于 
1鼠，是12生肖新一轮的开 

始，让大众充满了新的盼望及 

期待。

佛教有七种财富超越世间的 

财富，不会被掠夺或毁坏，而 

且可以滋养我们的法身慧命， 

让我们幸福的指数提升，这七

种财富称为“七圣财”即信、 

戒、闻、惭、愧、舍及慧财。

如果我们能累积这七种财 

富，就可以获得充沛的正能 

量，培养良好的品德，塑造美 

好的人际关系，让自己和家人 

的生活变得幸福美满，过一个 

丰裕美好的新年。

外地遊客感受過年氣氛
_文接C1

走入新村会发现沿途会有许多 

红灯笼，甚至是精心设计的新年 

装饰品，一些住家更配合新年的 

佳节播放新年歌曲，来到夜间的 

新村就会发现家家户户的一家大 

小依然忙著互相拜年、聊天和品 

茶，炮竹和烟花生可说是响个不 

停，这就是过年的气氛。

新村在往日虽然缺乏了青春气 

息，可是在新年期间，年轻人都 

回家啦，大街小巷可说是青春洋 

溢，家家户户的年迈父母和常长

■过年又怎能少得了在墙壁上贴上祝福语满满的春联眤!

辈们脸上都是挂著幸福的笑容。

拥有渔米之乡美称的适耕庄虫: 
要是有4个村庄，即是A、B、C和 

海口渔村，即使适耕庄近年已积 

极拼旅游业，然而至今依然保持 

著新村的原有气息和特色，游子 

和以移居的土生土长适耕庄新村 

人都会在新年其时纷纷从四面八 

方赶回家。

除了游子们回家，很多外地和 

外国游客都会很向往在新村过年 

的气氛，有者甚至特地来到适耕 

庄感受在新村过年的热闹气氛。

—新年期间， 
所有人都会返 

回家乡和亲戚 
团聚，即使吃 
个团圆饭也非 

常热闹。

^过年一定要回新 

村，新村过年才 

叫热闹！”

年轻游子们受访时笑 

言，回到新村过年就会 

见到许多亲戚朋友，尤 

其是和儿时玩伴关系不 

变的骑著摩哆和脚车逐 

户拜年，听到左邻右舍 

劈里啪啦燃放鞭炮和 

烟花的声响，就完全 

勾出了儿过年的童年回 
个乙。

^们指出，虽然在城 

市过年也很热闹，可以

回新村過年才熱鬧
见到很多朋友，可是新 

年在新村度过的意义就 

不同，毕竟可以见到 

久违的亲戚和儿时玩 
伴。

?也们说，在新村就可 

以无优无虑的过年，非 

常自在，在城市的所有 

烦恼都可完全忘光，享 

受于过年的气氛。

“平时我们在外已很 

少和家人见面，所以农

历新年无论如何都会赶 

回来，就因我们很少回 

家，所以全家相聚是非 

常珍贵的机会，我们要 

珍厝。”

他们笑言，他们以前 

都会一群人骑著脚车四 

处拜年讨红包，现在就 

算长大了也会有如此习 

惯，只是改为驾车或 

骑摩哆。

•

新
村
過
年
就
是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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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此时
成功置地初三至九

合您广场开放注册
(槟城讯）成功置地发展有限公 

司(Berjaya Land Development 
SdnBhd)旗下所推出的第一期项 

目 Kensington Gardens，即 68 块 

独立式地段，所有单位已售罄，目 

前工程即将完工。

Jesselton Courtyard Villas 
天地不可复制的高端别墅

只因独一无二，您值得拥有。由于 

第一期的项目获得良好反应，房产界 

巨擘成功置地再次捎来佳讯，在今年 

即将推出全新概念的花园式豪华公寓 

及别墅Jesselton Courtyard Villas。

▲ Jesselton Courtyard Villas花园式别墅，势必是您梦寐以求的家园

▲ The Tropika天台景观，绿意萦绕。
Jesselton Courtyard Villas度假式的游池及倶乐部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映照出人们

佔地12英亩，该项目规划建设 

239栋单位，当中包括独立式洋楼 

(32单位）和花园式公寓（207单 

位），建筑面积2600至4800平 

方，楼高只建有三至五层，拥永久地 
契，属于质量胜于数量的低密居所。

该项目座落在槟岛的正中心， 

最卓越地点，属于地标性位置，毗邻 

第一期 Kensington Gardens 独立式 

地段、槟城赛马场、槟城植物园和槟 

岛市政厅公园，周边更是浮罗池滑的 

Jesselton Heights，绝对是一理想的 

住宅区，为该项目增加高贵优雅气 

派，营造了天地不可复制的高端生 

活意蕴。而且拥有围篱式与24小时 

保安概念，让住户生活得高枕无 

忧0

每个单位都具有独特设计及私 

人停车房，其卖点也包括：每单位 

拥有至少4个泊车位、4至6个睡 

房（皆有浴室）、化妆间、佣人房 

和佣人浴室、设施拥有俱乐部般的 

游泳池。所有单位都具双锁概念(双 

钥匙概念）、三代同堂共居设计概 

念，为迎合摩登时代，内饰设计时 

尚典雅，设施结构有利于残疾人 

士，对老少长幼都是贴心的宜居空 

间。其建设在停车场上的无车景观

花园及绿意建筑设计更是这次项目的

卖点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住宅地点也提

供了无限便利的公共设施，策略性座

落位置(座落于策略性位置），靠近公

共设施，如医院、本地与国际学校

购物商场、巴刹、体育与健身中心

酒店和餐饮店等一应俱全，皆可满足

居民生活上的需求，未来增值潜能

局，备受看好。在不远的将来，驾车

司机通过主要道路西方路（JalanU
tama)，即可轻易衔接上槟城第一

泛岛高速公路（Pan Island Lin
1)，交通便捷。#

要抢先登记这个让人振奋的发展

项目？可前往以下地点：

「成功置地销售厅

©槟城州回教堂路门牌88号 
(大年初三开业，从上午10时 

至傍晚6时，大年初四上午11 

时备有舞狮表演）

〔Property Queen农历新年产业展Q
@合您广场G楼（Rolex商铺前）

日期：1月27日至2月2日 

时间：早上10时至晚上10时 

Q 04-658 2828 

© www.berjayaproperties.com

The Tropika先租后买计划 

助首购族圆梦
首购族想买房子但不够钱给头期？别担心， 
The Tropika帮你解决难题！从此无壳蜗牛 

族，再不必高唱“我想要有个家”。
通过与马银行合作的先租后买 

HouzKE丫计划，住户只须预先支付3个月 

的保证金，毋须担心头期钱、律师费、印花 

税等，就能成为“拥屋一族”。

想要置产谈何容易，尤其对年轻打工族 

而言，房贷是真实的内心挣扎。在这项特为 

首购族而设的计划下，购屋者可选择先居 
住，并在5年内决定是否购买相关房产，提 

供更大的灵活性以及流动现金。
The T「opika矗立在吉隆坡武吉加里 

尔，是一个涵盖了住宅和商业元素的综合项 
目，这项目包括了 4栋公寓大楼，各楼层分 

别在37层至42层楼之间，总共有868个 
单位，共有4款户型供选，建筑面积从732 

平方尺至1318平方尺，每个单位附有2个 

停车位，每层仅建7个单位，共设4架电 

梯，为住户提供足够的私隐。
共用设施方面，发展商也精心将2.9英 

亩的生命亲和设计（Biophilic Design)设施 
楼层，分成8组不同的设施区，备有多达 

68种设施，动静皆宜并衔接4栋大楼，足 

以让各年龄层住户进行各类活动。

有关设施包括无边际泳池、室内外健身 

房、习舞房、拳台、禅花区、攀岩墙、电子 

车充电站、烧烤区、室内游戏室和跑步道 
等，是共享天伦、惬意休憩的好去处。

除此，The Tropika还建有9间建筑面 

积从3316至3814平方尺的双层双正面店 

铺，以及11间752至1677平方尺的零售 

单位。在Jaya Grocer超市确认入驻后，意 

味着居民可随时添购柴米油盐，减轻交通负 
担，解决紧急之需。这座Jaya Grocer占地 

2万3695平方尺，优质新鲜蔬果与商品应 

有尽有，让生活节奏变得更轻松。
另一方面，坐落在八打灵再也与吉隆坡 

之间的理想据点，武吉加里尔的完美位置为 
The Tropika加分不少。距离市中心仅少于 
30分钟车程，衔接多条主要大道，包括武 

吉加里尔大道、隆布大道（MEX)、莎阿南 

大道（KESAS)、第二中环公路（MRR2) 

及隆芙大道（KL-Seremban Highway)。
公共交通方面，毗邻即有Rapid KL巴 

士及轻快铁服务，可以低碳环保出行。The 
Tropika与武吉加里尔柏威年仅相距1.6公 

里，邻近有武吉加里尔高尔夫球度假屋、国 
家体育馆、休闲公园等，附近的学府还包括 

黎明小学、武吉加里尔国中、大马亚太科技 
大学（APIIT)、国际医药大学（IMU)等。

售价仅从57万5800令吉起，预计 

2023年交房，购房者将享有永久地契。#

有兴趣购置The Tropika，欢迎联系： 

i Berjaya Property Gallery Bukit Jalil^

©Lot 36471 ,Jalan Jalil Perkasa 7,

Bukit Jalil, 57100 Kuala Lumpur.

B 011-3011 7088

® berjayaproperties.com/project/the-tropika 

Q Berjaya Property Gallery Bukit Jalil

从 The Tropika 俯瞰 

眼帘。

毗邻高尔夫球场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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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印客机起飞前失火

兩幸没酿伤亡
(吉隆坡23日 

讯）马印航空 

(Malindo Air)—

架客机，星期三 

(22日）晚上起飞 

前突失火，所幸没 

酿成伤亡事故。

该公司在脸书 

发表声明，星期三 

晚上8时10分，

马印航空〇D 1231 

客机在吉兰丹州哥 

打苔鲁的苏丹依斯 

迈布特拉机场，准 
备发动引擎时，发 

生小火灾。

这架 A- 

MalindoAirO ,4 »好布S
'4 /JM| &

INFORMATION ON MALINDO AIR OD1231 FROM KOTA BHARU TO

PETALING JAYA. 22 JAN 2020 
the engines on night OD 1231 s

that one of 
during the 
Bharu at about

Flight OD1231, operated on the ATR72-600 was schi 
Kota Bharu at 7.10pm, carrying 43 passengers aiid 4 
The aircraft was scheduled to arrive at Lapangan Ter 
Aziz. Subang at 8.15pm.

n Kota Bharu air 

ir apologises for 
e to this event. Our 
ipection and would l

subsequent

aused to its passengers 
/ carrying out immediate 

the public that safety remains its

马印航空星期四发表一架客机著火的 

声明。
这架 A- 

TR72-60◦机型的

客机，原要飞往雪兰莪州梳邦苏丹阿都阿兹沙机场。

声明表示，根据行程，当天晚上7时10分，这架班机载送 

43名乘客与4名机组人员，离开哥打苔鲁后，于晚上8时15分 

抵达目的地。

“事发后，所有47名乘客与机组人员安全有秩序地下飞机； 

有关乘客随后被安排离开打哥打苔鲁。”

马印航空对此事向受影响乘客表示歉意，并补充，该公司事 

后马上进行维修工作，并保证确保公众安全是首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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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华团团拜活动
(吉隆坡23日讯）一元复始

新春至，万象更新宏图展！

农历新年欢乐气息越来 

越浓，不少政党及华团也纷 

纷举办2020庚子鼠年新春 

I才]拜活动，在新一年辞旧迎 

新，互相祝福。

拜年是传统习俗，也是 

大家相互表达美好祝愿的方 

式之一。许多党政机关、企 

业单位或华团组织等，每年 

都会在新春佳节到来之际举 

办新春闭拜活动，今年也不 

例外。

财政部长林冠英今年将 

与模州中华总商会于农历大 

年初一在槟城举办“庚子年 

新春大团拜”，邀请槟中总 

属下逾50个商会、政府官 

员包括槟州元首、议氏、首 

氏、州秘书、行政议员及国

州议员等参与其盛。

政党方面，马华及民政 

党会在大年初一（25闩） 

各别举办新春闭拜活动，并 

开放给各族人十参与，共庆 

美好一年。

至于大年初二，槟州首 

氏曹观友及沙巴州政府也分 

别有新春茶会，这也是他们 

每年农历新年都会举办的年 

度活动。

雪兰莪州政府则会在年 

初八（2月1日）晚间举行 

新春大闭拜，届时雪州大臣 

拿督斯里阿米鲁丁及行政议 

员拿督邓章钦会莅临与出席 

者同乐。

预计新春期间会有不少 

I才丨拜活动陆续登场，il: 

2020庚子鼠年洋溢欢乐气 

氛c

部分党团及华团团拜
时间 事项 地点

1月25日（年初_) 财政部长林冠英与槟州中华 槟州国际会展中

上午10时至中午12时 总商会庚子年新春大团拜 心

早上9时30分 马华2020年“新春大团拜”
马华大厦三春礼 

堂

早上10时至下午1时
首相受邀出席民政党“第三 隆市蕉赖民政大

势力，鼠于你”新春团拜 厦

1月26日（年初二） 

下午2时至4时
槟州首长曹观友新春大团拜

槟州槟州国际会 

展中心

早上10时至下午2时 沙巴州政府新春茶会 亚庇客家会馆

1月27日（年初三) 

中午12时
森美兰中华大会堂新春团拜

芙蓉皇家朱兰酒 

家

2月1日（年初八） 

晚上7时至10时30分
雪兰莪州新春大团拜 八打灵再也广场

2月2日（年初九） 

中午12时至下午2时
巴生福建会馆新春大团拜 巴生福建会馆

2月15日（年二十） 

早上11时30分

马来西亚林氏宗亲总会“林 雪兰莪巴生福建

聚新气象，庚子旺旺来”大团 

拜

会馆（仅林姓宗 

亲）

2月16日（年二十三） 

早上9时30分

马来西亚福建社团联合会 

2020庚子年全国福建乡亲新

槟城大山脚黄炎 

发大礼堂（仅会

春大团拜 员及受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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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惊莫怪
黄子■时事评论员 又指纳吉干下的坏事

新经济政策实施前及实施后+久，大 

马留学生在欧美纽澳各国的竞争力非常 

高，数学尤佳。如今往事只能回味。

一方面是中小学教育被拖累，水准+ 

高反降是必然现象；另一方面中国留学生 

如潮水冲向四方八面，其学习能力，真是 

天下无敌。

不说学生，昔FI没读几年书的咖啡店 

老板、一旱辍学小贩中心的小弟，一杯咖 

啡乌、两杯茶C、二杯薏米水，四杯咖啡 

冰，口里唸唸有词就能告诉你多少令吉多 

少仙，几乎不会有误。

不过，也不能以偏概全，并非二大民 

族的小贩都精于心算，有些餐饮小贩招呼 

客人，必须用纸条一一记录客官所点饮 

食。餐毕招他们来结帐，老见他们走来走 

去，磨磨蹭蹭，一拖再拖才来；来时在纸 

上加加减减半天，才说多少钱，若听得不 

十分清楚，小i是不信其数目，再问一声多

少？答案必定比先前的少上十多二十巴 

仙！朋友们有时闹着玩，多问一声，总是 

屡试小'爽，享受“折扣”。

现在咖啡店的外劳无论奉上什么饮料 

食物，都按照柜台所出单据收费，毋须数 

学。学生也多赖计算机，心算笔算，慢慢 

退化，这也不是大问题

网癮族万事不关心

问题是副部氏杨巧双披露，国内有 

29 %青少上了网瘾，网瘾毒害较白粉毒瘾 

可是有过之无不及。.这对国家未来的伤 

害，乂远远超过毒瘾，闲为这是许多父母 

阿公阿嬷同心协力推波助浪成就的大业。

还坐在婴儿椅的婴儿，就给他们预备 

了 3C打电玩、练电竞。网瘾伤害生理心 

理，无法一一细数。幼儿语言、词汇、社 

交、沟通等等学习能力受损，儿少上瘾时 

进一步学习力退化，有位中学老师说，有

些中三学生的数学能力竟退化至六年级！

不过，这也并非全然是坏事。上瘾者 

愈多，对当官治国的政客而言，也有好 

处。其一，网瘾族万事不关心，全心全意 

打机玩GAME，天塌当被盖。別说什么国 

家大事，即使吃饭喝可乐也常常忘了。W 

此，+会产生+满情绪，影响选票，更何 

况此族群大多不会出来投票。

其二，倘若忽然灵机一动义心起国家 

大事，例如过路费没被废，不过收费减了 

18%，但是延长收费20年，他们的数学水 

平会觉得0K，会相信政客大言不惭，是 

为国为民立功立德，因为前朝的盗贼政府 

延长收费20年，大道公司还可以继续涨 

价，政府必须赔款。

上了网瘾，数学退步，精神错乱，逻 

辑颠倒，政客们的健忘症也是网瘾者必然 

的病情，因此，谁才是制定私营化大政， 

在“前朝”签下这不平等条约，吸消费人 

之血，目前是长达70年，恐怕始作俑者 

自己都以为，这又是纳吉为首的盗贼政权 

干下的恶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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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影23日讯）民众趁年廿九最后冲刺选购新年所需物 
品，售卖年货地点包括传统菜市皆热翻天，涌现人潮， 

附近道路车水马龙，交通阻塞，洋溢浓浓的农历新年佳 

节前夕气氛！

其中，传统菜市场人潮最多，不少民众凌晨5时起 

就纷纷来到巴刹选购新年食材如新鲜蔬果、海鲜等等。

iiiff■膽

锡米山巴刹一片人潮，非常热闹

民众涌到茨厂街购货

____ 般上，很多传统巴刹

m~业者也会从年廿九清 

晨开始营业至除夕凌晨，意即 

下午时分还会掀起另一轮购物 

热潮®

《南洋商报》记者分别走 

访安邦太子园巴刹和锡米山巴 

刹，发现到来的人潮络绎不 

绝，附近停车位更是一位难 

寻。

锡米山地区W没有霸级市 

场，所以巴刹就非常重要，小

贩受访时均表示今天的生意可 

谓满堂红，不过，一些食材的 

价格会比前几天贵，其中生 

菜、青葱、斗鲳、鸡肉和糕点 

等，都是非常抢手。

业者和民众均表示，虽然 

行情淡，但农历新年是传统大 

节日，华裔家庭向来从准备年 

菜、食材、添购衣物、礼品和 

祭品等均不马虎，尤其是除夕 

夜的I才丨圆饭必须准备丰盛，以 

在新一年的开始讨个好吉利。

在年货应有尽有的吉隆坡 

茨厂街，也引来大批购买新年 

装饰物品、年饼与肉干等年货 

的人潮，以一站式方式购买所 

需年货。

一些已收丁的民众，也趁 

空档到售卖年货的热门地点走 

走，添购之前未买齐的新年所 

需品。

交通方面，或因距离回乡 

的最高峰时段一一除夕还有一 

天时间，大道车流量未见太

畅0

无论如何，一些收费站今 

早也短暂出现车龙，但路况尚 

好，不至于太过拥堵。

加影市议会今旱8时许在 

锡米山巴刹扫荡无牌小贩，il: 

欲在新年前准备发一笔新年财 

的小贩大感扫兴。

据观察，执法人员到来 

后，要求在路边摆卖的无牌小 

贩收拾摊档，否则将发罚单， 

小贩只好匆匆收档，欲发新年

〇

肉干是农历新年食品之一 

龙排到店外。

yj

茨厂街的“我来也” 肉干行长长人

m 锡米山巴刹小贩公会主席籲黄伟德

增雇志愿警指挥交通

大批购买年货人潮，把安邦太子园早市巴刹挤得水泄不通

居民籲曾发强

食材价格涨不少
我现在已退休，等孩子给了家用后才到 

巴刹购物，会购买除夕、初一和初二的食 

材，与往年比较，食材价格涨不少。

过年前到巴刹购物的人潮多，热闹的气 

氣令人感受到新年的气息。

年廿九的巴刹超多人，上星期开始已雇用 

志愿警卫人员指挥交通，避免巴刹附近交通瘫 

痪。

12月时已雇用2位志愿警卫人员，年廿九 

则增加志愿警卫人员人数，上午有5人，下午和凌晨各4人，每 

人的费用是105令吉，由小贩公会承担。

公会在3年前曾向市议员反映要求在新年前开设年货市集， 

但不被批准。

虽说年廿九巴刹人潮多，但不是每样货物都卖到满堂红，如 

鞋子和衣服，销量至少跌了 30%。

无可否认，网购对小贩构成很大的冲击。

■〇 —— yLJwwm阻父通

我建议在新年前的2个星期，开设年货市 

集，丨丨:小贩摆卖，避免类似今天的取缔无牌小 

贩事件再度发生。

无牌小贩在路旁摆卖，除了会霸占泊车位 

外，也导致交通堵

塞，希望地方政府 文转► B4
关注该问题。 ______pq~________________

多，市内主要公路的交通也顺 财的希望落空

民众回乡心切，鹅麦收费站前现车龙。

r■居民•彭清云 □二卜甶，k Hid

民众最后冲刺

黄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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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接►封面赶买年货菜市热翻天

小贩鲁梁亚苟

鱼上午9时就卖完
年廿九的生意超好，上午9时鱼都卖完 

了，前几天还看不到消费者抢购的热潮。

年廿九的生菜、青葱和斗鲳价格超贵，如 

青葱，1公斤的批发价是5令吉，之前是一盒 

20公斤才10令吉；大的斗鲳也如此，1公斤150令吉。

居民鲁何运强

购物花费逐年增
消费一年比一年增加，和妻子到巴刹选购 

一星期的食材就花了 500多令吉，比去年增加 

百多令吉。

锡米山地区没霸市的设立，民众都选择在 

巴刹购物。巴刹在年初八才全面恢复营业，当天也会很热闹，大 

家准备买食材拜天公。

加影市议会执法人员年廿九在锡米山巴刹取缔无牌小贩。

C小贩•陈先生市会取缔无牌小贩

逢星期四才到锡米山巴刹摆卖，已经4年了，我们有付垃圾 

费，市议会执法人员于每年的年廿九都会到来取缔无牌小贩，理 

由是在巴刹内营业的小贩投诉我们。

执法人员还是有人情，不会一到场就扫荡，他们到场后会先 

问要自己收档还是接罚单，为免接罚单，我们都是自己收档。

森大臣：芙公市恢复停车收费

非新措施不应炒作
(芙蓉23日讯）森州务大臣拿

督斯里阿米努丁强调，芙蓉公 

市恢复实施停车收费制，不应 

该炒作成为议题，因为那不是 

新措施。

他指出，公市自1997年 

就实施停车收费制，2017年W 

公市楼上火灾，停车场改用作 

临时摊档，及进行装修工程， 

市议会才暂时停止收取停车 

费。

“公市停车收费不是新措 

施，早前市议会就实施收费， 

现在随着升格为市政厅后，就 

由市政厅继续管理。”

他说，公市楼上的装修工 

程完成后，小贩迁回原址继续 

营业，停车场重新开放给民

众，市政厅收取停车费是作为 

发展用途。

他昨R为马来两亚酒店业 

公会森分会，配合2020年旅 

游大马年“客房促销”推展礼 

向报界作上述谈话。

芙蓉的停车收费系统承包 

商Oval Success日前通过社媒 

上载视频告知民众，2月1 R 

起恢复公市停车收费制，包括 

假日从上午8时至下午1时都 

须缴费。

阿米努丁在致同时说，州 

内有20家酒店推出客房促销 

优惠，折扣从35%至65% ;酒 

店业者受促配合大马旅游年， 

提供支援，协助森州发展成为 

旅游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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蕉赖双溪龙收费站后

U转路口开放使用
(加影23日讯）加影外环大道蕉赖双溪龙收费站后的U 

转路口，于今R清旱5时开放让民众使用，使用U转的 

民众须给1令吉80仙过路费。

据《南洋商报》记者了解，从武吉双溪龙路口往收费 

站方向的民众，他们需行驶在中间的车道，进人U转范 

围的车道后无需给“过路费”，过后往前方U转，再驶 

往收费站时就得给“过路费”。

R前，有居民在社交网提及是不是要付两次过路费， 

其实，在收费站后U转是给一次的“过路费”，相关情 

况如同在Twin Paims U转般，只是从Twin Palms U转需 

兜^會大圈。

不过，由于今日是年廿九，居民已休假或返乡过年， 

使用U转路口的民众并不多。

双溪龙和皇冠城等地居民为避开双溪龙和蕉赖11里 

大路的交通堵塞，他们取道该大道和U转后，可直接通 

往无拉港和沙登方向。

丘钦瀚：短期方案

加影市议员丘钦瀚说，开通收费站后的U转路口是第 

一步，政府不涉及成本，调整费用由大道公司承担，也不 

需要赔偿给大道公司。

他说，这是短期的方案，接下来会研究大道公司的合 

约，根据道路安全研究机构的报告，U转路口是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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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9领袖霣岁：庆憧笮不分神族
吉隆坡23日讯|迎接农历新年的到来，希盟领袖纷纷发表献词送上祝 

福，并呼盱全民不分种族和宗教共同庆祝彼此的佳节。

民主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发 

文告指出，基于民主、法治、廉 

洁的中庸路线，是大马走向不分 

种族、宗教与地缘，人民能互相 

尊重的正轨。

他说，走向中庸路线，并不 

代表姑息或对抗，国人对课题需 

要以国家角度、联邦宪法、民主 

制度及人权的观点看待。

他表示，中庸路线的框架 

是为了阻挡旧政权借著挑衅非马 

来人与非穆斯林，以重夺政治权 

力。

他说，华社必须要警惕利用 

危险言论、搞族群分裂和破坏性 

政治的极端组织，而且也要与那 

些人士为伍的华人个体或政治机 

构保持距离。

林冠英也表示，随著中美 

贸易战的降温，大马的经济会比 

2019年更好，希盟也正在努力去 

兑现希盟大选宣言的承诺，首相 

敦马哈迪与安华之间的权力平稳 

转移，将确保政治凝聚力及政治 

的稳定。

阿兹敏献祝福

「无论我们拥有什么缺点， 

但毫无疑问，希盟的表现绝对比 

前朝政府更好。」

另外，经济事务部长拿督斯 

里阿兹敏阿里也祝贺华人农历新 

年快乐。

他表示，庆祝农历新年已经 

成为大马文化的一部分，各个族 

群参庆祝农历新年，反映了大马 

包容性的文化。这种文化植已根 

于大马社会，也是大马的实力和 

美丽，所有人应该捍卫保留这种

美丽。

他在献词中，也用华文配上 

汉语拼音，祝贺大家鼠年大吉、 

平安如意、经济兴旺、繁荣昌 

盛。

贪污指数跌是贺礼

依斯干达公主城国会议员林 

吉祥也称，大马贪污印象指数跃 

升至第51名，上升了 10个位置， 

林吉祥形容这是农历新年的最佳 

贺礼。

林吉祥今天发文告指出，希 

望在反贪取得的成绩，能够推动 

希盟在今年继续兑现大选承诺，

形成良性循环。

他表示，这个佳绩也是大马 

目前笼罩著暗淡失望氛围的最佳 

解药。

他表示，马来西亚本次的贪 

污印象指数和排名，是1995年以 

来最局的一次’出乎意料。

他认为，大马贪污印象指数 

能够取得进步’是因为在第14届 

大选改朝换代后，希盟政府肃贪 

的成果。

不过，林吉祥表示，大马不 

应该就此自满而停滞不前，因为 

大马还落后于50个国家，明年应 

该放眼取得60分或以上的贪污印 

象指数。

Page 1 of 1

24 Jan 2020
Oriental Daily New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ews • Audience : 85,616 • Page: A11
Printed Size: 608.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Black/white
ASR: MYR 7,109.00 • Item ID: MY0038535501

Provided for client's internal research purposes only. May not be further copied, distributed, sold or published in
any form without the prior consent of the copyright owner.



阿兹敏亲信卡立扎法被令解释
吉隆坡23日讯|随著人

民公正党副主席祖莱达被党纪 

律委员会调查后，被视为党署 

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亲信的 

雪州公正党策略局主任卡立扎 

法，也接到纪委会的信函，要 

求他针对去年7月涉嫌污蔑党主 

席拿督斯里安华的贴文做出解 

释。卡立扎法也是经济事务部 

长阿兹敏阿里的顾问。

根据《透视大马》报导， 

纪委会在志期1月21日的信函 

中，要求卡立在14天内做出解

释，否则纪委会将采取行动。

公正党纪律局主席阿末卡 

欣在信中提及，纪委会是在接 

获有关投报，并详细研究后， 

发现指控是有理据的，因此要 

求卡立做出解释。

卡立被指在2019年7月18 

日及24日通过贴文，引发对 

安华的不良揣测。而这样的行 

为，违反了公正党纪律守则第 

10.2.2条，即针对其他党员发出 

存在诽谤意味的公开声明，以 

羞辱及毁坏其声誉。

安华过去在担任副首相期 

间，卡立曾出任安华的新闻秘 

书。惟，在安华锒铛入狱后， 

逐渐成了阿兹敏派系。

卡立在7月18日的贴文中， 

以安华年事已高为由，要求安 

华退出政坛，并以贪吃蛇游戏 

作为比喻，安华一旦被贪吃蛇 

吞噻，就会回到游戏起点。

其后，他在同月24日再贴 

文，质疑安华担任首相接班人 

的理由，更指安华并未展示领 

导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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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茲敏親信卡立扎法被令解釋
吉隆坡23日讯|随著人民公 

正党副主席袓莱达被党纪律委员 

会调查后，被视为党署理主席拿 

督斯里阿兹敏亲信的雪州公正党 

策略局主任卡立扎法，也接到纪 
委会的信函，要求他针对去年7月 

涉嫌污衊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的 

贴文做出解释。卡立扎法也是经 

济事务部长阿兹敏阿里的顾问。

根据《透视大马》报导，纪 
委会在志期1月21日的信函中，要 
求卡立在14天内做出解释，否则

纪委会将采取行动。

公正党纪律局主席阿末卡欣 

在信中提及，纪委会是在接获有 

关投报，并详细研究后，发现指 

控是有理据的，因此要求卡立做 

出解释。
卡立被指在2019年7月18日及 

24曰通过贴文，引发对安华的不良 

揣测。而这样的行为，违反了公正 
党纪律守则第10.2.2条，即针对其 

他党员发出存在诽谤意味的公幵声 

明，以羞辱及毁坏其声誉。

安华过去在担任副首相期 

间，卡立曾出任安华的新闻秘 

书。惟，在安华锒铛入狱后，逐 

渐成了阿兹敏派系。
卡立在7月18日的贴文中，以 

安华年事已高为由，要求安华退 

出政坛，并以贪吃蛇游戏作为比 

喻，安华一旦被贪吃蛇吞噬，就 

会回到游戏起点。其后，他在同 
月24日再贴文，质疑安华担任首 

相接班人的理由，更指安华并未 

展示领导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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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年大吉平安如意 

经济兴旺繁荣昌盛

DATO' SERI MOHAMED AZMIN ALI
MENTERI HAL EHWAL EKONOMI

阿玆敏阿里祝贸华人农历新年快乐。

希盟領袖賀歲：慶佳節不分種族
吉隆坡23日讯I迎接农历 

新年的到来，希盟领袖纷纷发 

表献词送上祝福，并呼吁全民 

不分种族和宗教共同庆祝彼此 

的佳节。民主行动党秘书长林 

冠英发文告指出，基于民主、 

法治、廉洁的中庸路线，是 

大马走向不分种族、宗教与地 

缘，人民能互相尊重的正轨。

他说，走向中庸路线，并 

不代表姑息或对抗，国人对课题 

需要以国家角度、联邦宪法、民 

主制度及人权的观点看待。他表 

示，中庸路线的框架是为了阻挡 

旧政权藉著挑衅非马来人与非穆 

斯林，以重夺政治权力。

他说，华社必须要警惕利 

用危险言论、搞族群分裂和破 

坏性政治的极端组织，而且也 

要与那些人士为伍的华人个体 

或政治机构保持距离。

林冠英也表示，随著中 

美贸易战的降温，大马的经济 

会比2019年更好，希盟也正在 

努力去兑现希盟大选宣言的承 

诺，首相敦马哈迪与安华之间 

的权力平稳转移，将确保政治 

凝聚力及政治的稳定。

阿茲敏獻祝福

「无论我们拥有什麽缺 

点，但毫无疑问，希盟的表 

现绝对比前朝政府更好。」另 

外，经济事务部长拿督斯里阿

兹敏阿里也祝贺华人农历新年 

快乐。他表示，庆祝农历新年 

已经成为大马文化的一部分， 

各个族群参庆祝农历新年， 

反映了大马包容性的文化。这 

种文化植已根于大马社会，也 

是大马的实力和美丽，所有人 

应该捍卫保留这种美丽。他在 

献词中，也用华文配上汉语拼 

音，祝贺大家鼠年大吉、平安 

如意、经济兴旺、繁荣昌盛。

贪污指数跌是贺礼

依斯干达公主城国会议员 

林吉祥也称，大马贪污印象指 
数跃升至第51名，上升了 10个 

位置，林吉祥形容这是农历新 

年的最佳贺礼。

林吉祥今天发文告指出，希 

望在反贪取得的成绩，能够推动希 

盟在今年继续兑现大选承诺，形成 

良性循环。他表示，这个佳绩也是 

大马目前笼罩著暗淡失望氛围的最 

佳解药。他表示，马来西亚本次 

的贪污印象指数和排名，是1995年 

以来最高的一次，出乎意料。他认 

为，大马贪污印象指数能够取得进 

步，是因为在第14届大选改朝换代 

后，希盟政府肃贪的成果。

不过，林吉祥表示，大马 

不应该就此自满而停滞不前， 

因为大马还落后于50个国家， 

明年应该放眼取得60分或以上 

的贪污印象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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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米鲁丁（左）向工作人员了解滤水站的运作。

雪州儲水量穩定可應付4個月需求
加影23日讯I国内进入干 

旱季节，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 

米鲁丁表示，雪州的储水量稳 

定，预料可以应付雪隆地区未 
来3至4个月的需求。

他说，雪州过去一个月的 
降雨量高，对雪州蓄水池及 

水坝起到了正面影响，让雪 

州政府有足够的水源应付乾 

旱的气候。

「此外，雪州政府推动的 

离河蓄水池（ORS)计划及抽取 

湖水行动，多少都对雪州储水 

有帮助，让雪州储水量处於稳 

定及安全水平。」

无论如何，阿米鲁丁大派 

定心丸，强调雪州并没有如北 

马州属遭遇乾旱的危机，因此 

民众不必感到惊慌。

阿米鲁丁是於昨日巡视冷 

岳第二滤水站後，在记者会上 

受询及时这麽表示。

他说，冷岳第二滤水站目 

前已完成大约为吉隆坡及 

乌鲁冷岳地区每日提供3亿2500 

万公升的水源。

「根据原订的时间表，冷 

岳第二滤水站的进度目前延迟 

了大约4%。此外，在完成了B区 

的工程後，滤水站理应可以提 

供每日5亿6500万公升的水源， 

不过碍於一些水管衔接的工作 

还未完成，目前滤水站只能输

送大约3亿2500万的水源。」

免費水審核資料

惟他有信心，冷岳第二滤 

水站能够在今年底完成，之後 
水务资产管理公司（PAAP)就 

会移交予雪州水务管理公司。

他说，一旦冷岳第二滤水 

站完全投入运作，就能够减轻 

士毛月河滤水站及雪河第三期 

滤水站的水供压力。

「士毛月河滤水站及雪河 

第三期滤水站的输水量其实 

已超过其容量，随著冷岳河 

第二滤水站开始运作，除了 

能够确保水供稳定，也能保 

障水质及进一步提高雪州储 

水量。」

另外，针对达鲁益山水供 

计划（免费水计划），阿米鲁 

丁则说，第一期的申请获得逾 

10万名用户的响应，当局目前 

正在审核申请者的资料。

「完成第一期的审核後， 

我们就会开放第二期申请让 

那些未符合资格的民众提出 

申请。」

昨曰出席者包括水务资 

产管理公司主席拿督斯里聂 

诺兹鲁、首席执行员阿都哈 

迪、雪州水务管理公司首席 

执行员苏海米及雪州行政议 

员依兹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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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耕庄23日讯）适耕 

庄海口渔村篮球场获得雪州 

政府拨款11万令吉，以聚氨 

酯胶粘合剂油漆球场地板并 

按压木纹，是全马首个新村 

采用此技术提升的篮球场。

適耕莊海口漁村籃球場

首个新村球场

采聚氨酯胶粘合剂地板
沙白安南县新村协调官谢 

享存表示，采用聚氨酯胶粘合 

剂的地板，在许多私人经营的 

球馆并不罕见，但在户外而且 

是政府管理的新村公共球场， 

则可说是全国首创先河。

“此技术不但采用环保材 

质，来回油漆8层的厚度，让球 

场的地板弹性适中，跳起落地 

后膝盖也不会承受太大压力， 

有效保护球员的脚踝，最后压 

上木纹，也让整个球场变得更 
美观〇 ”

他补充，新材质的维修费 

用低，而且能有效保护球员， 

因此特意向州政府提出申请， 

最终获得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 

拨或11万令吉：

他日前连同适耕庄区州议 

员黄瑞林、沙白安南县议员黄 

亚详、梁建弗，以及海口村管 

委会主席谢耀亮，巡视正提升 

中的篮球场时，如此表示。

A

黄瑞林（左四）与众人讨论采用新技术铺设的篮球场地球场使用聚氨酯胶粘合剂来回 

板，如何降低球员受伤的几率。左二起梁建弗、黄亚详；右涂上8层，最后再压上木纹的地板， 

起是谢享存和谢耀亮。 换上新装。

黃瑞林：提倡籃運遠離不良習慣
►州议长黄瑞林感谢， 

州政府拨款提升篮球 

场，让村内年轻人能在更安全 

且舒适的环境运动，也希望借

此鼓励更多人参与篮球运动， 

远离不良生活习惯。

“篮球运动在新村非常流 
行，每到下午各新村篮球场都

挤满大大小小的球员，在人人 

都习惯低头玩手机的科技时代 

而言是非常难得的，期盼借由 

篮球场的再次提升，也可以鼓 

励更多人加人篮球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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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华（左三）见证苏丹再纳阿比 

丁大学副校长卡玛鲁苏克里博士（左 

二）与国际伊斯兰思想研究所东南亚 

总监莫哈末法占（右三）交换协议备 

忘录（MOA) e

“紀委會依程序

安擊棚谶_顆翏

(瓜拉尼鲁斯2 3曰 

讯）人民公正党主席拿督 

斯里安华表示，该党纪律 

委员会是独立运作的单 

位，他不会干涉纪委会对 

该党副主席祖莱达展开调 

查，并促请各方让纪委会 

根据程序调查。

他说，虽然46名公正党 

领袖联署促请公正党纪律委 

员会停止对祖莱达的纪律调 

查，可是他认为党领袖不应 

插手此事，不能强迫或威胁 

纪委会停止调查。

“这是纪委会的事务， 

任何人都不能强迫纪委会做 

任何决定，纪委会将根据程 

序进行调查及做出判决，我

h
1.

5公正黨領袖 l括15國會議

阿兹敏阿里

聯署促停查祖萊達， 
i員、28州議員及中委

署理主席、经济部长、鹅唛国会议员、 

国际山庄州议员

2. 祖莱达 副主席、房地部长、安邦国会议员

3. 蔡添强 副主席

4. 阿里比朱 副主席、砂拉卓国会议员

5. 巴鲁比安 砂公正党主席、工程部长、实兰沟国会议员 

、巴加拉兰州议员

6. 赛富丁阿都拉 中央理事、外交部长、英迪拉马哥打国会议员

7. 阿米鲁丁 中央理事、雪州大臣、黑风洞州议员

8. 希尔曼 公青团署理团长、鹅唛斯迪亚州议员

9. 哈尼查 妇女组主席、再也谷州议员

10. 莫哈末拉昔 中央理事、国会下议院副议长、 

峑株巴辖国会议员

11. 西华拉沙 中央理事、乡区发展部副部长、梳邦国会议员

12. 拉希玛玛吉 中央理事

13. 查卡里亚 中央理事

14. 莫哈末拉兹兰 中央理事

15. 曼梳 中央理事、高渊国会议员

16. 卡玛鲁丁 中央理事、交通部副部长、敦拉萨镇国会议员

17. 许来贤 中央理事、加影州议员

18. 黄洁冰 中央理事、武吉兰樟州议员

19. 山达拉 中央理事、昔加末国会议员

20. 阿兹米占 中央理事、巴生港口州议员

21. 颜贝倪 中央理事

22. 祖卡 鲁勃安都国会议员

23. 锺少云 地不佬国会议员

24. 威利莫因 婆罗洲高原国会议员

25. 佐纳丹耶幸 兰瑙国会议员

26. 施志豪 峑都林当州议员

27. 凯鲁丁 巴耶加斯州议员

28. 祖微丽雅 武吉美拉华蒂州议员

29. 达罗雅 妇女组署理主席、士文达州议员

30. 柏汉 丹绒士拔区州议员

31. 哈利梅 斯里斯迪亚州议员

32. 张发虎 柏玛尼斯州议员

33. 拉菲益 安邦岸州议员

34. 李凯伦 马章武莫州议员

35. 阿菲夫 诗不朗再也州议员

36. 祖基菲 双溪亚齐州议员

37. 阿兹曼 鲁乃州议员

38. 林桂亿 西塘州议员

39. 惹拉尼 文庙州议员

40. 阿都尤努斯 瓜拉古楼州议员

41. 杰菲里威廉 沙巴官委州议员

42. 林秀凌 马接州议员

43. 颜艾菱 英特拉加央岸州议员

44. 玛丽亚陈 八打灵再也国会议员

45. 阿马柏立巴 双溪峑甲州议员

46. 杨庆传 居林州议员
__J

们就静心等候

血是国际伊斯兰思想研究 

所（IIIT)主席的安华是今日 

庄苏丹再纳阿比丁大学出席伊 

斯兰社交国际论坛后，受到媒 

体询问时这么回应

拒评敏派46领袖联署

公正党要求副主席祖莱达 

为其违反党规的行为作出解释 
之际，该党46名中央理事和国 

州议员联署，要求党立即停止 

所有针对祖莱达的纪律行动a 

阿兹敏派系46名领袖发表 

联署声明认为，向祖莱达发出 

“要求解释信”（show cause 

letter)的举措，是存有恶意 

的。

此外，安华透露，根据他 
所掌握的资料，46名联署力挺 

祖莱达的领袖当中，有者已被 

该党开除，有者则向他表示n 

己不曾签名联署，所以对于这 

项联署行动，他不愿置评。

他说，既然该党纪委会 
要求祖莱达在14天期限作出解 

释，祖莱达就应该根据程序就 

自己被指违反党章的行为做出 

解释。

建议祖莱达期限内解释

“我建议祖莱达在期限内 

作出解释，我想她（祖莱达） 

-定会为自己的行为作出解 

释，其他领袖没有必要干预此 

事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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酋蒂展示自己用金笔写上 
;‘八方来财” 4字的年柑。

議員新舂派柑活動

裔助理年柑題字賀^
(轰埠23日讯）巫裔女子以金笔题字，在年柑上写“八

方来财”，恭贺华裔同胞迎新送旧！

该名巫裔女子茜蒂乃士拉央市议员蔡珮颐的助理，她 

于日前在煤炭山巴刹和老人院举办的派柑活动前，特以金笔 

在毎•颗年柑上•字一划的写上祝贺语，让华裔居民笑逐颜 
开，纷纷回以-•句“承你贵言”，希望能在新年接到财神， 

运程风生水起。

蔡珮颐：盼居民感受心意
蔡珮颐表示，配合金鼠年的到来，她在获得发展商的赞 

助下，联同轰埠公主镇商贩联合举办春节活动，下乡大派50 

箱年柑，与各族同胞同欢共庆。

“为了表示诚意，我们决定在柑上写下祝福，我的巫裔 

助理亦用心写字，希望能在种族关系R渐敏感的今年，向华 

裔贺岁和传送善意。

“居民接获年柑时表情惊喜，连声表示感受到我们的用

心。”

煤炭山老人院的长者，接获蔡珮颐（中）题上贺年 

语的年柑时喜上眉梢。

促进种族和谐
她说，近来种族课题挑动了人民的神经，许多友族对 

此感到遗憾和不以为然，认为马来西亚的和谐与亲善是最 

为可贵的。

“茜蒂认为，书写中文字能促进种族间的和谐，了解 

中华文化和释放善意，让各族共度新岁，朝新马来西亚前 

进，我对她的努力感到十分欣慰。”

公主镇的巫裔商贩亦参加了年甜派送活动， 

向华裔贺恭新禧„

蔡珮颐与助理在年柑上写下贺岁祝福 

语，大受居民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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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冷23日讯）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指 

出，尽管开销逐年增加，不过雪州政府目前不打 

算停止免费水计划i
阿米鲁丁表示，雪州财务状况稳固，仍然有能力施 

行免费水计划，即以达鲁益山水供计划持续推行永久性的 

免费水计划，让目标群体受惠。

根据《马新社》报道，阿米鲁丁星期三下午巡视冷 
岳2滤水站后指出，自从雪州水务管理公司全面运作后， 

便取得更佳的差额，因此也能承担免费水计划的费用。

雪州政府自2008年实施免费水计划，今年易名为“达 

鲁益山水供计划”，受惠群体为家庭收人4000令吉或以下 

的B40群体。

雪水壩及蓄水池水供充足 阿米鲁丁（前排左一）巡视冷岳2滤水站B区::

阿
'米鲁丁指出，雪兰莪所有水 

坝及蓄水池的水位依然足 

够水供需求，包括河流混合增强系统 
(HORAS )及汉都亚甘榜的蓄水池还能 

足够应付4个月的需求量。

他表示，•旦承包商完成水管衔接

丁程，冷岳2滤水站B区每日输送至乌冷 

及吉隆坡的生水量将从3亿2500万公升， 

增加至5亿6500万公升。

阿米鲁丁指出，冷岳2滤水站B区启 

用之后，有助减少数座滤水站如士毛月 

滤水站及第三期雪兰莪河滤水站的用水

量，而未来的储水量也能够从3%增至9 

或 10%。

出席者包括雪州行政议员依兹汉、 
水务资产管理公司（PAAB )主席拿督斯 

里聂诺兹鲁和雪州水务管理公司首席执 

行长苏海米。

xmvmmsm*

大臣：雪政府有能

冷岳 
2滤水站 

B区启用 

后，每曰 
可输出5 

亿6500万 
公升水至 

乌冷及吉 

隆坡。

B40免費水針_不停i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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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臣率行政團隊拜年

又:
见•番红彤彤！适逢农历新年，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左 

.八）率领其行政团队，向雪州人民拜年。

只见诸位行政议员和高级官员穿上红色衣裳，摆出向大家祝贺的手势。 

左起为行政议员西蒂玛丽雅、甘纳巴迪劳、黄思汉、拿督邓章钦、凯鲁丁、 

阿都拉昔及雪州秘书拿督莫哈末阿敏；右起为雪州法律顾问拿督马斯里、财 
政司拿督诺阿兹米、行政议员许来贤、哈尼查、罗兹雅及依占。

r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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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邦再也設吸煙區?

市議會：
(梳邦再也23日讯）虽然 

早前房地部拨款在安邦设立了 

全国第一个吸烟亭，并交由各 

地方政府自行决定是否依样画 

葫芦，惟梳邦再也说“不建”！

该市议会主席诺莱妮表示， 
在4000个食肆外设立吸烟区的费用 

太庞大了，市议会不会浪费钱去设 

立。

“我更加希望能设立垃圾桶， 

让烟民不会乱丢烟蒂。我们是要 

让吸烟者更自律，所以，我们会 

动用当局拨款，设立丢弃烟蒂的地 

方。”

他在主持市议会常月会议后接 

受询问时，发表上述谈话。

在本月7日，房地部宣布拨款给 

地方政府兴建吸烟亭，一个吸烟亭 
的造价是5000令吉。 梳邦再也市议会认为设立吸烟区耗资不小，因而不打算跟风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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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影23日讯）双溪龙镇开埠25 

年首办户外盛大新春活动，将于2月1 

日农历初八（星期六）在商业中心登 

场。主办单位不单准备20只金猪祭拜 

天公，亦在雨树林行人道设置吸睛Q版 

十二生肖彩両板，增添新春气息。

这项主题为“共享繁荣，全民安 

康”的新春活动，是由双溪龙商业中 

心代表委员会、双溪龙小商公会及双 

溪龙居民协会主办，协办单位包括马 

来西亚中国留学生联合会、旸武国术 

醒狮团、双溪龙华小、双溪龙人民社 
警及双溪龙Putra专科医院。

新春活动地点是在商业中心SL 1/3 

路，预计当晚将吸引至少3000人到场 

参与，为配合这场拜天公文化活动， 
主办单位在1月19日率先在商业中心及 

早市巴刹踩街活动，向市民及商家提 

早拜个早年。

筹委会主席郭耀荣指出，这是 

双溪龙镇首度在户外举办大型新春活 

动，获得商家鼎力支持，除了推广华 

人新春文化及促进各族文化交流，透 

过活动推广大马旅游年。
他说，当晚活动时间从晚上7时开 

始，节目内容丰富，除了应节舞狮表 

演，还邀请育华中学演出二十四节令 

鼓。

首辦戶外大型新舂活動

雙溪龍鎮年初八拜天公

2月1将封路

他表示，配合活动举行，从2月1日 

零时零分开始封路，至2日零时零分重新 

开放a

另-方面，加影市议员刘佳达表 

示，筹委会在过去一个月里在双溪龙商 

业区•带打造十二生肖打卡景点，居协 

及商家也卦上千粒灯笼，照耀双溪龙镇 

各角落〇

溪
龙镇开埠25 

年首办户外 

盛大新春活 

动。右起为 

蔡国彬、刘 
柄首、欧德 
杰、郭耀荣 

及刘佳达。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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缤会举与 
纷及办。

安广安挥 
邦场邦春 
区、社比 
发安区赛 
展邦发，
华市展欢 
小议联迎 
工会谊有 
委第会兴 
会八于趣 
联区2者 
合居月报 
安民9名 
邦协曰参

安邦區發展華小工委會

2月9聯辦揮春賽
(安邦23日讯）安邦区发展华小T 

委会再次联合安邦缤纷广场（Spectrum 

Shopping Mall)、安邦市议会第八区居民 

协会及安邦社区发展联谊会，将于2月9 

日（星期日）早上10时至下午3时，在该 

广场的大堂主办庚子年挥春比赛，与安 

邦居民一同欢庆农历新年的到来。

挥春比赛分为3组，分别是小学组、 

中学组及公开组。公开组的年龄不限， 

并开放给马来西亚公民与非公民。缤纷 

广场也免费提供场地和奖金高达2000令

吉给得奖者。主办单位也邀请了来自马 

来西亚书艺协会的成员来负责评审工 

作。
安邦区发展华小丁委会的成立是为 

了凝聚安邦区华小飞机构及热心教育人 
士的力量，以推动维护和发展华小的丁 

作。目前，该工委会的成员有安邦路中 

华女校、安邦新村国民型华文小学、安 

邦国民型华小及安邦国民型华小二校。

欲报名参加者，可通过 
网上报名（https://forms.gle/ 

DJ56y2HfDz5j5cCg9 )。参加者也可致 

电：03-4270 2388询问详情或浏览缤纷 

广场脸书（Spectrum Shopping Mall )，以 

下载报名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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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誠法師：別對國家經濟失望
-『

幸福村在启灯仪式结束后呈现长达5分钟的烟 

火秀，璀璨的烟火照亮幸福村和东禅寺的夜空。

“2020佛光山东禅寺平安灯会暨花艺展” 

举行启灯仪式，由洪慧珠（左起）、觉诚法 

师、黄思汉、刘永山及欧阳捍华带领众嘉宾 

主持仪式。后排右九起为卜佛海及郭清江。

m
花车车顶贴上米妮老鼠粉红缎带，还有老鼠 

担任“乘客”，吸引大人小孩坐上司机座拍照， 

非常有趣。

東
襌
寺
啓
燈

Ik务、土地及天然资源部长兼瓜拉冷

/Jk岳区国会议员拿督希维尔指出，华 

人今年迎接鼠年，希望国民都要更加努力奋 

斗，让马来西亚成为更加繁荣的国家，并希望 

年年都会是好年。

洪慧珠：东禅寺传承灯会文化

驻马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代表洪慧珠致 

词时指出，东禅寺灯会吸引数以万计的各族群 

民众参观，推广传统的灯会文化，令人敬佩。

在这场启灯仪式上也呈献了精彩的主题 

灯声光表演和观赏节目表演，包括共享空间专 

业舞团所呈献的“老鼠娶亲”舞蹈表演，以及 

我国著名艺人黄一飞演唱歌曲《传灯》。

此外，仁嘉隆新村也呈现一场长达5分钟 

的烟花秀，这也是该村第一次举行烟花秀。

出席者包括水务、土地及天然资源部长 

兼瓜拉冷岳区国会议员拿督希维尔、万津州议 

员刘永山、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史里肯邦安 

州议员欧阳捍华、海鸥集团创办人兼执行董事 

主席陈凯希、马佛总雪隆分会主席明吉法师、 

华总署理总会长拿督翁清玉、教总主席拿督王 

超群、星洲日报总编辑郭清江、星洲日报编务 

总监拿督卜佛海、仁嘉隆村长洪平进等。

(仁嘉隆23日讯）佛光山 

新马泰印总主持觉诚法师呼吁 

大家不要对国家及经济感到失 

望，因为我们都非常努力地耕 

耗，而这个世界唯有努力、勇 

敢的人才属于胜利者。

东禅寺灯会暨花艺展启灯

她是于今晚在“2020佛光山东 

禅寺平安灯会暨花艺展”的启灯仪式 

上开不时，如是表不。

觉诚法师表示，平安灯会花艺 

展举办了 16年，每年吸引男女老少到 

访欣赏，今年持续举办，希望越办越 

好。

她说，灯会是代表平安、和 

f古、富贵、吉祥及幸福的开始，同时 

也代表着大家的发心、愿心及众志成 

城的成就。

她首先感谢一年前开始参与设 

计灯会的义工、制作灯会的工程团 

队，以及大家无我无私的奉献，布施 

时间、布施才华，才能把今天大家所

看到的平安灯做得如此璀燦美丽。

她最高兴看到的是，佛光山办 

了 16年灯会获得传承人，其中包括新 

的设计、新的构思、新的创意，这不 

只是灯光，还有声光，都是由年轻的 

第二代，还有佛光人所创作及制作。

她感谢幸福村工委会主席洪振 

治带领着当地所有30^个仁嘉隆幸福 

村的各社团主席，在大家群策群力下 

打造仁嘉隆幸福村；另外，在国州议 

员、父母官给予的支持，让佛光山的 

灯会能够从仁嘉隆发光到全马各地。

盼地方领袖国家看到努力

她说，该寺也希望地方领袖及 

国家看到他们的努力，而佛光人做的 

这些都是无私、无我的付出，促进国 

家的团结、和谐与光明。

“当我们看到马来同胞来这里 

拍婚纱照、马来小孩到这里来拍照、 

印裔同胞来这里参观，我们的心情是 

很欢喜的。”

她希望全马的新村都能发光发 

热，让每一个新村都有各自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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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西亚（右四）马荣健（右五）陈妙玲（左三）及林 

振福（左二）一同分发新春红包给出席的小朋友。

沙白衆議員與民共慶新春
(沙白安南23日讯）由沙白安南区国会议员拿督莫哈末法 

西亚、沙白区州议员慕斯达因以及安南谷福利俱乐部联合主办 

的“沙白与民共庆庚子年迎新春”，日前在沙A社区服务中心 

人民礼堂场盛大举行，吸引大批的沙白民众到来参与其盛。

主办单位除了预备了丰富的美食招待到来的民众，同时也 

准备了红包分发给乐龄人士以及12岁以下的小朋友，最后还安 

排卡拉OK及燃放孔明灯。

出席这些活动包括雪州行政议员甘纳巴迪劳、莫哈末法西 

亚、慕斯达因、沙白县议员陈妙玲、沙A州议员华人事务代表 

马荣健、安南谷福利俱乐部主席林振福及沙白区民众。

甘纳巴迪劳为活动主持开幕是表示，他非常珍惜这•个和 

谐共处的马来西亚，他不容任何人企图破坏这种和谐关系。

莫哈末法西亚指出，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抱持着中庸之 

道，这样才能继续保持这种令社会和谐共处的精神。他指出， 

团结是我国迈向成功最重要的钥匙，不管在政治，社会或其他 

领域中，都扮演重要角色。

慕斯达因表示，和谐社会不会在两三天之内就能培养，因 

为这是要建立在互相信任，互相尊重以及互相包容之心才能达 

成，而且这需要漫长的岁月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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