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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h Alam

Majlis Bandaraya
Shah Alam (MBSA)
sudah membuat la-

poran polis susulan tinda-
kan seorang wanita yang
menghalang penguatkuasa-
nya menjalankan tugas di
zon tunda di Bandar Baru
Sungai Buloh, Khamis lalu.
Timbalan Datuk Bandar

Shah Alam, Mohd Rashidi
Ruslan mengesahkan lapo-

ran polis dibuat pada hari
kejadian.
“Kami sedia maklum me-

ngenai video tular mengenai
seorang wanita yang bertin-
dak agresif ke atas penguat
kuasa MBSA susulan penun-
daan kenderaannya di
Sungai Buloh.
“Kami amat dukacita de-

ngan kejadian itu. MBSA su-
dah membuat laporan serta
menyerahkan kepada polis.
“Kami difahamkan polis

sudahmenyiasat kes itume-
ngikut Seksyen 186 Kanun
Keseksaan iaitumenghalang
penjawat awam menjalan-
kan tugas,” katanya.
Beliau berkata demikian

ketika diminta mengulas vi-
deo tersebar di media sosial
apabila wanita terbabit ber-
tindak membaling kon dan
mengasari anggota pe-
nguat kuasa yang sedang
menjalankan tugas.
Dalam kejadian 12 te-

ngah hari itu, difaham-
kan wanita terbabit me-

letakkan kenderaan di tem-
pat tidak sepatutnya.
Mohd Rashidi berkata, pi-

haknya berharap agar ma-
syarakat mematuhi peratu-
ran ditetapkan kerana ka-
wasan terbabit sudah dizon-
kan sebagai Zon Tunda.
“Saya harap masyarakat

memahami tugas penguat
kuasa kerana mereka hanya
menjalankan amanah dan
tanggungjawab mereka.
“MBSA harap orang awam

mematuhi peraturan sedia
ada selain beri kerjasama
agar tidak berlaku lagi di
masa akan datang.
“Jika ia berlaku, ia akan

beri kesan kepada pelaku itu
sendiri kerana tindakan itu

satu kesalahan besar mengi-
kut Seksyen 186 Kanun Ke-
seksaan,” katanya.
Dalam pada itu, beliau

berkata, kejadian itu tidak
mematahkan semangat ang-
gota penguat kuasa MBSA
untuk menjalankan tugas
penguatkuasaan.
Mohd Rashidi berkata de-

mikian pada sidangmedia di
Program Shah Alam Hari
Tanpa Kenderaan-Orang
Awam Berpeluang Menik-
mati Sajian Buah-Buahan
Tempatan di Dataran Ke-
merdekaan Shah Alam, di
sini, semalam.
Hadir sama, Pengerusi Ja-

watankuasa Tetap Infras-
truktur & Kemudahan
Awam, Permodenan Perta-
nian dan Industri Asas Tani
negeri, Izham Hashim.
Mengulas mengenai prog-

ram itu, katanya, selain ma-
kan buah-buahan secara
percuma, Education Fun Run
antara aktiviti menarik ber-
jaya menghimpunkan 3,000
warga pendidik dan peng-
ikut setia Shah Alam Hari
Tanpa Kenderaan.
“Kali ini MBSA dengan

kerjasama Jabatan Pendidi-
kan Selangor menganjurkan
acara larian bertemakan
Education Fun Run, mana-
kala tema Haru Tanpa Ken-
deraan pula Tahun Baharu
Cina,” katanya.

‘Fahami tugas kami’

ANGGOTA
Penguat Kuasa
MBSA menunda
kenderaan.

SUSULAN WANITA AMUK

LAPORAN Harian Metro,
kelmarin.

MBSA harap
orang awam
mematuhi
peraturan
sedia ada
Mohd Rashid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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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angor kekal mencatakan kes denggi tertinggi di Malaysia.

Selangor catat kes denggi tertinggi
SHAH ALAM - Selangor kekal sebagai negeri 
yang mencatatkan kes denggi tertinggi bagi tempoh 
29 Disember 2019 sehingga 8 Februari lepas.

Berdasarkan statistik idengue.arsm.gov.my, Se-
langor mencatatkan sebanyak 11,338 jumlah kes 
denggi bagi tempoh berkenaan.

Antara kawasan merekodkan tempoh wabak 
melebihi 30 hari sejak awal tahun ini ialah daerah 
Petaling, Gombak, Hulu Langat, Klang dan Sepang.

Kawasan Seksyen 27 Flat A Blok 1-22 (Petaling) 
merekodkan sebanyak 42 kumulatif kes, manakala 
Taman Kajang Baru (Hulu Langat) merekodkan 
sebanyak 30 kumulatif kes sejak awal tahun ini.

Selain Selangor, Johor menjadi negeri kedua 
tertinggi kes denggi dengan catatan bilangan kes 
sebanyak 1,435 kes diikuti Wilayah Persekutuan 
Kuala Lumpur dengan 1,375 kes.

Dalam pada itu, sebanyak 16 kematian direkodkan 
akibat denggi di seluruh negara bermula 1 Januari 
hingga 1 Februari 2020.

Sebelum ini, Exco Kesihatan, Kebajikan, Pem-
berdayaan Wanita dan Keluarga Selangor, Dr Siti 
Mariah Mahmud pernah memaklumkan bahawa 
kerajaan negeri mengambil pelbagai langah serius 
menangani peningkatan kes denggi di negeri ini.

Beliau berkata, pihak berkuasa tempatan dan pen-
duduk setempat juga disaran memainkan peranan 
memastikan kebersihan premis masing-masing.

29 Dec 2019
08 Feb 202008 Feb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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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SJ mulakan pendakwaan kes bawah Akta Pengurusan Strata
SUBANG JAYA - Majlis Perban-
daran Subang Jaya (MPSJ) menja-
di pihak berkuasa tempatan (PBT) 
pertama di Malaysia yang memu-
lakan pendakwaan mahkamah bagi 
kesalahan di bawah Akta Pengurus-
an Strata 2013 (Akta 757).

Timbalan Pengarah Jabatan 
Korporat dan Pengurusan Strategik 
MPSJ, Azfarizal Abdul Rashid me-
nerusi satu kenyataan memaklum-
kan, Mahkamah Majistret Munisi-
pal Subang Jaya mendengar 
sebutan kali pertama bagi empat 
saman difailkan MPSJ pada 30 Ja-
nuari lalu.

Menurutnya, kes difailkan di 
bawah Seksyen 123 Akta Pengurus-
an Strata 2013 (Akta 757).

“Tindakan pendakwaan diambil 

selepas MPSJ menerima maklumat 
dari Unit Pendakwaan, Auditan dan 
Penguatkuasaan Cawangan Pengu-
rusan Strata (KPKT) dan pihak 
Badan Pengurusan Bersama (JMB) 
pangsapuri pada penghujung 2018.

Ia  mengenai pelanggaran kesa-
lahan di bawah Seksyen 123 Akta 
Pengurusan Strata 2013 (Akta 757) 
kerana gagal mematuhi award di-
keluarkan Tribunal Pengurusan 
Strata (TPS).

“Pemilik unit sudah diarahkan 
menjelaskan caj penyelenggaraan 
tertunggak dalam tempoh 30 hari 
daripada tarikh award dikeluarkan 
bagi unit masing-masing di 
Pangsapuri Putrawalk, Taman 
Pinggiran Putra, Seksyen 2, Bandar 
Putra Permai, Seri Kembangan,” 

katanya.
Azfarizal berkata, dengan ber-

mulanya tindakan pendakwaan ter-
sebut, pihaknya berharap ia dapat 
mendidik pembeli dan pemilik petak 
berstrata dalam kawasan pentadbi-
ran MPSJ dan di seluruh Malaysia 
supaya tidak memandang ringan 
terhadap award dikeluarkan TPS.

Menurutnya, tindakan itu juga 
memberi mesej yang jelas kepada 
pembeli dan pemilik petak berstrata.

“Ia  supaya mereka tidak meng-
abaikan tanggungjawab untuk 
membayar caj penyelenggaraan se-
tiap bulan kepada JMB atau Perba-
danan Pengurusan bagi memastikan 
penyelenggaraan dan pengurusan 
bangunan berstrata dijaga dengan 
baik,” kat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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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天緣道堂慶元宵

宴請老人孤兒
(巴生9日讯）巴生天缘道堂“老年之 

家”举办新春元宵晚宴，宴请老人及孤 
儿，欢庆新春佳节。

该堂29名长者、仁爱之家及莲花生慈 
爱之家的40名孤儿，获得该堂设宴款 

待，也获得热心理事派发红包。
雪州议长黄瑞林指出，目前由于多个 

国家传出武汉肺炎扩散，很多人怕出 
国，他呼吁国人到适耕庄鱼米之乡旅 
游，看稻米、吃海鲜。

他说，武汉肺炎扩散谣t多，人心惶 
惶，中国严重面对肺炎病毒侵害，但在 
大马，只要注意卫生，防范措施做好， 
人民给卫生部支持，团结一致，他有信 
心政府可以解决肺炎问题。他祝福中国 
朋友，早曰脱离肺炎病毒侵害，恢复正

常生活。
他说°，巴生天缘道堂“老年之家”已 

成立94年历史，一路走来不容易，是社 

会关怀团体，关怀弱势老人，是老人收 
容所。

他呼吁商家、民众常来探望，关怀 
与支持，让长者感觉人间温暖，幸福快 
乐。

会长拿督陈俊杰指出，天缘道堂“老 
年之家”目前收容29名老人，让他们有 

个安栖的地方。
他强调，该堂老人院照顾老人从不求 

回报，大部分长者都配合工作人员，懂 
得珍惜院里集团生活，做个有礼貌及团 
队精神的长者。

他感谢各界热心人士，一路来在经济 
与精神上的支持，慷慨捐献、赠送物 
资，使该堂能顺利执行照顾年长者的任 
务。

出席新春晚宴者包括副主席拿督李升 
义、理事童金湘及陈德圣等。

M

■受惠者领取红包与颁发嘉宾，右 
起为童金湘、黄瑞林、陈 

俊杰及李升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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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四大指數排名進步

悅可敏：改革見成效
(怡保9日讯）行动党霹雳州主席倪可敏指出， 

希盟政府推动的改革，如今已初见成效，我国在甫 

公布的全球四大指数排名，即世界银行全球亲商排 

行榜排名、国际反贪透明指数排名、全球新闻自由 

指数排名及全球民主指数，皆是世界进步最快的国 

家，让国人重新看到了新的希望！

他形容，这是全体支持改朝换代国民的功劳，若 

非换政府，这一切皆不可能会发生。

倪可敏也是霹州希盟署理主席。他昨晚出席霹雳 

州希盟举办的“希盟领航、再造辉煌”新春元宵大 
团拜后，发文告指出，希盟执政霹州短短20个月即 

连续两年成功转亏为盈，创下了总盈余1亿233万令 

吉，这证明希盟的廉政与精明理财，正逐渐步带领 

霹州朝向重塑辉煌的正确方向。

他强调，希盟执政十分辛苦，因为当时接手时政 

府内已是千疮百孔，要在短时间内扭转乾坤，实属 

不易。

他说，如今希盟政府面对巫统伊党鼓吹的极端主 

义，使到政府“坚守多元、捍卫中庸”的执政路线 

正面对严峻挑战。
“我呼吁全体国民提高警惕以免极端分子分裂

国民，甚至于摧毁多元文化、和谐共处的立国精
神。，’

~倪氏也提醒希盟全体同仁，必须慎防成员党内 

部的“蛀米虫”，确保国阵时代的贪污腐败不会在 

希盟内生根发芽，导致最终毁了辛辛苦苦创立的政 

丰又。
他欢迎反贪会派出官员进驻州务大臣办公室，因 

为这将有助霹州政府，进一步加强廉政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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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阿南9日讯）

掌管政府地方政府事 

务的雪州行政议员黄 

思汉，赞扬莎阿南市 
政厅执法官员在面对 

民众无礼对待时，采 

取了正确态度，以避 

免进一步的肢体冲 

突。

i也针对日前发生在 

双溪毛糯新镇，一名 

妇女因为不满车子被 

锁，而对执法人员无 

礼及动粗发表文告指 

出，虽然这名妇女态 

度恶劣，但执法人员 

冷静处理，并为了避 

免肢体冲突而开锁。

“莎阿南市政厅随 

後也就此事报案，以 

便警方介入调查。”

他强调，在这起事

件中，执法人员并非因为妥协而开锁，而 

是为了避免爆发进一步的肢体冲突。

他说，各地方政府在各自的辖区必须按 

照地方条例进行管治，所以执法人员在发 

现有人违例时，就应该按照条例执行执法 

行动。

“根据在社交媒体广传的视频，该名妇 

女态度相当恶劣，如果执法人员继续和她 

‘硬碰硬’，恐怕会发生肢体冲突，所以 

开锁後报警是正确的做法。”

他也希望借此事件呼吁民众遵守地方条 

例，千万不要以为一旦触犯条例後对执法 

人员动粗就能解决了事，因为一旦警方查 

明事实，涉及的人士很可能会提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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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9日讯）因 

栗水房发生水管破裂 

造成鹅唛县多个地区 

水供中断，各区水供 

已全面恢复。
淡江栗水房（Rumah 

Pam Hulu Kelang)水 

管周五清晨5时15分发 

生破裂，导致Madonna 

蓄水池储水量下降至 
0.72公尺，鹅唛县共 

57个地区面对水供中 

断情况。

雪州水供管理有限 

公司今早发表文告指 

出，截至今午1时，所 

有受影响地区水供已 

全面恢复。

该公司对於断水造 

成人们带来不便之处 

致以歉意，也感谢用 

户所给予的耐心和配 
合。

公司也吁请用户 
下载手机应用程序Air 

Selangor，以即时获 

得水供消息，也可通 
过热线15300寻求援 

助。

鵝
瞹
縣
水
供
全
面

恢
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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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霣良緣_
(八打灵再也9日訊 

不了大家热情！

自从武汉肺炎爆发，我国也 
陆续出现多宗确诊病例，以致 
人心惶惶，大家都避免外出和 
避开人多的地方，惟昨晚在八 
打灵再也湖滨公园举行的元宵 
节抛柑活动，依然吸引数以千 
计的人慕名参与，当中不乏友 
族同胞。

市廳准備千粒柑派發

尽管参与人潮不如往年，但 
仍旧热闹无比，现场也有不少 
民众戴著口罩，做好防范病毒 
感染的措施。

上述由八打灵再也市政厅主 
办的活动，除了有市政厅准备 
1000粒柑派发给民众，也有商

元宵抛柑少不了，武汉肺炎也阻

家瞄准商机，售卖年柑及租借 
榜网〇
_开°幕仪式上还有舞狮及乐队 
献唱农历新年歌曲表演进行， 
让现场洋溢著浓浓的新春气 
氛。

到来的单身女子在活动开幕 
后，纷纷在年柑上写下姓名及 
电话号码等个人资料，并把年 
柑抛向湖中。

接著，不少单身男子就开始 
以捞网捞取湖中的年柑，进一 
步认识有缘人。

在场者有八打灵再也市议员 
王友泰、陈德升、及灵市政厅 
固体废料管理及公共清洁组主 
任李立贤等。

■男士们以拐网将湖面的柑拐上来，以求觅得有缘人。

■范
部病
分毒
民传

囊的
±措

□施
lajplaj 〇

軍
参
与
拋
柑

好
防

市R 拉近各階層市民
打灵再也市长拿督沙尤迪致开 

7v幕词时指出，灵市政厅主办元 
宵节抛柑活动，旨在拉近各阶层市 
民之间的交流、团结各族人民、以 
及保留与传承我国不同的文化。

他指出，市政厅今年有望通过 
“PJKITA”的平台宣传旅游业，并 

期望市政厅及市民今年能共同为灵 
市的发展努力，以让灵市成为具有 
竞争力及活力的城市。■友族同胞也_同体验抛柑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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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賓星：免誤導他人

民眾應謹慎轉發消息
(沙登9日讯）通讯及多 

媒体部长哥宾星再度吁请民 

众，应谨慎在社交媒体上转 

发消息，避免散播不实的资 

讯，而误导他人。

也是行动党蒲种区国会议 

员的他，昨晚出席"古腰 

河畔迎新春”元宵活动时提 

及，随著网络与科技的兴

起，许多人透过网络经商， 

因此，政府与人民应专注于 

网络科技的领域上。

他也希望在新的一年内， 

国家的.经济能更进步及人 

民的健康与家庭能更美满， 

也希望我国三大民族能融洽. 

相处与合作，相互尊重和包 

容，并积极出席友族同胞的

验，因此他对卫生部有信 
心。

另一方面，欧阳捍华说， 
我爱沙登2020 “凡人手机 

摄影比赛”，使“我爱沙 

登”的地标在过去数周内， 

于社交媒体上获广泛宣传。

昨晚举行的“古腰河畔迎 

新春'’元宵活动，是由沙登 

社区服务中心主办，沙登新 

村村委会、梳邦再也市议会 

第20至24区地方青年推动 

委员会、第21至24区居民 

委员会及沙登妇女动力中心 

联办。

节目包括瑞狮与财神爷派 

年柑、舞狮高粧及扯铃表 

演、舞蹈比赛、派发新春红 

包、“团圆新年”雪州新 

村家居装饰比赛和我爱沙 

登2020 "凡人手机摄影比 

赛” ‘的颁奖礼。

出席上述活动者尚包括梳 

邦再也市议员唐竟发、王 

奕翔、戴祯兴、沙登新村 

管委会主席方年泰等人。

(TKM )

►古腰河畔迎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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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新冠肺炎影響

千人元宵
(八打灵再也9曰讯）虽 

然新型冠状肺炎疫情令不 

少人减少外出，但一年一 

度的元宵抛柑传情活动， 

仍然吸引了逾千民众到灵 

市再也湖泊公园参与， 

希望在新一年能觅得有情 

人，早日脱单0

活动现场可见，有不少民众都戴著口 

罩，做好防范病毒感染的措施。

1000粒柑派民众

上述活动是由八打灵再也市政厅主 

办，现场除了有市政厅准备的1000粒 

柑派发给民众外，也有商家现场出售年 

柑及租借捞网，供出席者租用。

开幕仪式除了有精彩的舞狮表演外， 

也有乐队献唱新年歌曲，让抛柑活动洋 
溢著春到湖畔的氛围。

不少单身女子在活动开幕后，便将个 

人资料写在年柑上抛向湖中。而单身的 

男性，则开始以捞网捞取年柑，进一步 

彼此认识。

八打灵再也市长拿督沙尤迪在开幕仪 
式上提及，灵市政厅主办这项元宵节抛 

柑活动，旨在拉近各阶层市民间的交 

流、团结各族人民、及保留与传承我国 

不同的文化。

他表示，市政厅今年有望通过 
“PJKITA”的平台宣传旅游业，并期 

望市政厅及市民今年能共同为灵市的发 

展而努力，让灵市成为具竞争力及活力 
的城市。

出席活动者包括八打灵再也市议员王 

友泰、陈德升、及灵市政厅固体废料 
管理及公共清洁组主任李立贤等人。

'(TKM)

■迪向开 
王、湖岸 
友]T夺+束 

泰I-丄。,
升为

左立节 
起资抛 
W把掛 
、年活 
沙#动 
尤抛掀

■单身男性以捞网将湖面的柑捞起，希望可从中觅得有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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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宵多回憶十五齊團聚

海南村民回到兒時
(巴生9曰讯）海南村村 

委举办“元宵多回忆，十五 
齐团聚”活动，吸引了全村 

人响应参与，不少游子更是 

回乡一起玩游戏、享用家 

乡美食，重温儿时的美好时 

光0

该村管委会主席（村长） 

吕清文联合该村一批年轻 

人，在春节前把废置约9年 

的务德华小旧校舍打造成 

“弹涂鱼的记忆”共享空 

间，展出数百张旧照片后成 

村民新聚点，也吸引不少校 

友、师长们到来打卡。

忆\.记一■的萆涂

随著“弹涂鱼的记忆”获 

热烈回响后，该村也趁元宵 

节活动大玩儿时游戏，包括 

木头人AEIOU、跳飞机、大 

风吹等。

打造共享空间

村长也特请来村内数名 

“厨娘”煮出本身拿手好 

菜，包括海南鸡饭、海南 
糕（A Bua )、薄饼、芋头 
糕、炸枣等，让出席者有机 

会品尝到最熟悉的家乡味。

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自去 

年通过新村发展事务拨款

丨吕清文（中）率领村里的年轻人一起设立“弹涂鱼 
的记忆”时光走廊，为村民制造不一样的新年气氛。

推动“海南村■新呼吸”计 
划后，当地卫生情况稍有改 

善，如今再通过“交换新 

村”计划，让来_蕉赖11 

英里新村的长颈鹿故事馆馆 

长李顺荣率领该村民进行社

区营造。

“弹涂鱼的记忆”时光走 

廊便是其中一个项目，一点 

一滴把属于海南村的历史和 

记忆拼凑起来，让该村重现 
生命力。（TKM )

Page 1 of 1

10 Feb 2020
Guang Ming Daily,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Supplement • Audience : 49,712 • Page: KB4
Printed Size: 187.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2,833.33 • Item ID: MY0038681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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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驳斥霹政府出租1〇〇〇英亩农地

黄漢沄:假消息
(怡保9曰讯）霹雳州行政议员黄漢沄 

澄清，州政府没有在上霹雳出租总共1〇〇〇 

英亩政府地供农耕用途，并指这是一项假 

消息！

她发文告指出，她于曰前接获民众投 

报，指州政府将在上霹雳县内出租1〇〇0英 

亩政府地供当地居民作农耕用途，并要求 

民众提供个资预先登记，先到先得。

她说，尽管这项假消息目前并没有要 

求民众提供银行个资或汇款，但难免其后=
续会成为一场骗局，希望民众小心。 黄;美政1乂贝。

“民众向我投报时表示，这项消息的来源声称是由我的办公室 

发布，奈何我的办公室主要负责福利、家庭及女性发展事务，土 

地事务则隶属霹雳州务大臣的权限，因此其消息来源是极其不合

理的。”

她指出，为此，他已特别向霹雳州务大臣办公室求证，证实 

州政府目前并没有在上霹雳出租政府地供民众作农耕用途的计

划0

黄漢沄说，她已指示当地领袖就此事报案。同时，她也希望 

人民不要轻易相信来源不明的消息，若听到任何可疑的消息，应 

该先向有关单位求证，以防受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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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9日讯）首相敦马哈迪医生说，民主行动党对于他在农历新年期间出 

席民政党新春团拜_事感到不开心，然而他认为不能因为与民政党政见不同， 

而切断朋友关系。

他认为，该团拜活动是一般的社交活动，而非政治活动。

“我

不鼸綳友
以前就认识他们（

同

民政

■党），虽然我们的政见不 

但这不意味着我们的朋友关系需要停

止

马哈迪接受网媒“马来亚邮报” 

(The Malaya PosL)访问时，针对他早前出 

席民政党新春I才丨拜活动引起话题¥事，这 

么回应。

传为阿兹敏派系铺路

马哈迪是于大年初一（1月25 R )应 

邀出席民政党新春团拜而引起广泛关注，

坊间当时流传他是为经济事务部长拿督斯 

里阿兹敏阿里的派系铺路。

据了解，马哈迪与阿兹敏去年并未出 

席任何在野党举办的新春团拜，今次则联 

袂出席上述新春团拜。在由希盟4个成员 

党组成的内阁共26位部长中，唯他们2 

人出席民政党闭拜活动。

马华也有邀请首相出席该党今年的新 

春团拜，惟根据马华总秘书拿督张盛闻的 

回应，首相婉拒这邀请。

对于种种揣测，民政党主席拿督刘华 

才博十随后促请各界勿将新春团拜政治 

化。

根据去年报道，在公正党内讧日益恶 

化之际，刘华才曾证实有公正党领袖跟他 

接触和建议，希望也是公正党署理主席的阿兹敏加入民政党

马哈迪与妻子敦茜蒂哈丝玛在上个月25日农历大年初一出席民政党的新春团拜，一石激起千层浪 

案̂1'-~ /»%\ /

(档

“掌握科学须精通英文”

英化数理助国家进步
马哈迪说，英文教数理政 

策6*在让学生从学校阶段开始 

掌握科学领域，若各方希望看 

到国家进步，就应该让该政策 

得以落实。

他说，若要掌握科学，国 

人首先需像西方国家般精通英 

文，相义领域是通过使用该语 

目来发展。

“对我来说，掌握科学领 

域的英文非常重要，因为这不 

是我们的知识，而是一种不屈 

于我们的文化。

科学家英文发布新发现

“当我们面临问题，我们 

的文化都是将之归咎于超自然

力M或精神，那是我们的方 

法，而科学家们尝试通过研究 

来找出问题根源。”

兼任代教育部长的马哈迪 

说，西方国家的科学家一直在 

通过研究找出有效解决问题的 

方法，再用英文分享新发现。

“他们每天都会以英文发 

布新发现。当然我们能翻译， 

但我们需在科学领域拥有丰富 

知识，若不理解，我们无法翻 

译。”

政府目前仍未就在学校落 

实英文教数理政策作出决定， 

马哈迪指政府已成立一个小组 

委员会研究其中，预计很快会 

有决定。

首相须获多数国议员支持

宏愿学校旨意 

促进各族团结

马哈迪重申，他会兑现承 

诺把首相职交棒给人民公正党 

主席拿督斯里安华，然而若首 

相人选无法获得多数国会议员 

支持，则无法成为首相。

询及马哈迪于1997年担 

任第四任首相时推出的宏愿学 

校，马哈迪指尽管推出过程中 

遇到困难，但这能继续促进国 

内各族的丨才丨结。

“通过宏愿学校，我们在 

一个校园中拥有3所学校。尽 

管他们都说不同语言，但他们 

会一起参加早上的集会，在混 

合各族群的小组中进行体育运

动，使孩子们能彼此融合。”

马哈迪也说，通过与希盟 

所有成员党讨论问题以达成共 

识，政府在所有议程中皆采取 

民主原则。

“与以往不同，今天的政 

治环境发生了变化。当时，巫 

统是强大的政党，他们几乎可 

以做任何事，包括允许犯法的 

领导人留在党内。”

应认真听取民声

他说，就算首相人选来自 

最大政党，但仍需获得多数国 

会议员支持才能执政。

他是针对伊斯兰党准备在 

国会支持他完成首相任期一事 

时这么说。

马哈迪指从政者需认真看 

待人民面对的问题，若从政者

只热衷于权力却不关心民声， 

他们的政治生涯无法长久，而 

政府若无法解决人民问题，则 

会被人民唾弃。

伊党昨日指出，他们准备 

在来临的国会会议上提呈“信 

任动议”，力挺马哈迪完成5 

年首相任期。

另一边厢，霹雳州行政议 

员兼宪法专家阿兹巴里昨FI 

说，希盟国会议员应马上主动 

表明支持安华出任首相，只要 

安华获112名议员坚定支持， 

马哈迪就必须辞职。

马哈迪：虽政见不同

Page 1 of 1

10 Feb 2020
Nanyang Siang Pau,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ational • Audience : 27,667 • Page: A24
Printed Size: 1360.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Full Color
ASR: MYR 17,106.92 • Item ID: MY0038681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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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莎阿南

警杳阻扰执法员拖车案
莎阿南市政厅官员展开拖车执法行动，却

遭女市民「阻挠」，甚至动手打执法人员，警

方以妨碍公务员执法进行调查。

莎阿南副市长莫哈末拉希迪指出，市民应

理解，拖车区都有竖立拖车告示，是不能随意

停放轿车，官员拖走违例轿车是依条例执法。

莫哈末拉希迪是在周曰，于莎阿南独立广 •

场主持无车日活动时这么说。

官员执法遭女市民「阻挠」事件发生于2

月6曰，女市民轿车停放在拖车区而遭官员前来

拖车时，怒火中烧的女市民因此失去理智，动

手欧打执法官员及拖车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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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希拉（左起）、阿米鲁丁、阿都拉昔，与其他嘉 

宾一起为该活动主持推介礼。

雪旅游局携州政府推P3S
瓜拉雪兰莪9日讯|雪兰莪州政府日前推出雪州旅业漂 

白计划（P3S )，旨在加强我国旅游业的发展，通过各种举 

措在世界各地宣传2020大马旅游年，吸引更多游客前来大 

马体验生态旅游美景，以实现大马旅游转型计划的目标。

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米鲁丁表示，由于瓜雪县内仍存 

在许多非法载客的船家未进行漂白程序，若这些船家没有 

一套标准作业程序（S0P )，会影响游客的安全和该地区的 

旅游质量。「因此，雪州旅游局（TouMsm Selangor )将协 

助州政府，与瓜拉雪兰莪州地方议会（MKDS )合作实施该 

计划，为船家和旅游业者提供P3S指南，让业者通过有关当 

局所制定的规定获得执照，以确保游客的安全，并保持旅 

游景点的完整性，推动我国旅游业的发展。」

出席嘉宾包括掌管雪州文化和旅游、马来习俗及遗产 

事务行政议员拿督阿都拉昔、瓜雪县议会主席拉希拉等。 

网站:：Selangor .tra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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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马仑商原

农民促延长搬迁期限
金马仑高原巴登威利农民向中央两部门提呈备忘录，力促政

府能体恤农民生计的考量，暂缓对巴登威利菜园展开执法行动。

受影响的农民是在行动党丹那拉打州议员办公室主任何子

扬协助下，日前往布城向农业及农基部，以及水务、土地及天

然资源部提呈心声。 -

农民是在今年初，接获金马仑土地局发出必须搬迁所有在

•河流与路旁保留地的通告。

何子扬周五发文告说，农民希望中央政府能积极斡旋，为

他们争取卑微的权益。

他指相关备忘录也同步交给彭亨州务大臣办公室，当中涵

盖农民的4大诉求，包括要求举办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对话、要

求延长搬迁期限至6个月，以让农民做妥善安排减少损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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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雪州第三E生首月2+蚊瘇3死
巴生9日讯丨前有新型冠状病毒来袭，后有A型流感徘徊不去； 

惟，骨痛热症夺命威胁最严重，巴生年初至今累积病例达2032宗，跃 

居全雪州第三高，共3人死亡！

自从我国出现10多宗确诊病 

例后，市面上口罩缺货，甚至有 

民众疯狂购物囤积粮食。然而1 

当世界各国都在关注新冠肺炎 

时，我国不能忽视本土疫情的威 

胁。

网络上的焦点如今都集中在 

抗疫，包括戴口罩、使用抗菌洗 

手液等。为此，民众受促在防疫 

的同时，也必须关注居家环境卫 

生，皆因蚊症的数据显示有上升 

趋势。

巴生市议员严玉梅今向记者 

透露，今年的蚊症数据跟往年相

比有恶化的趋势。为此，民众必 

须注意住家的环境卫生，避免成 

为蚊虫繁殖的温床。

关注居家环境卫生

「当华人新年来到尾声，巴 

生县的蚊症病例即刻敲响警钟， 

第五周所累积的蚊症病例就有392 

宗，相比第四周的355宗病例，增 

加了 37宗。」

她指出，随著今年初蚊症数 

据的飙升，造成巴生县成为全雪 

州蚊症第三高的地区，仅次于八

打灵县和乌冷县，蚊症病例数字 

尚在逐渐增加，惟到了第六周， 

病例的增幅跌至12宗。

她透露，巴生已累积3人死 

于蚊症，涉及的花园区分别是 

武吉丁宜组屋和快乐花园等。而 

巴生县受监控的骨痛热症疫区则 

有124个，其中第五周增加了46 

个。

她强调，大家都关注新冠肺 

炎或A型流感的问题，然而，希望 

民众能多关注居家环境，定时清 

理周围积水，避免成为滋生黑斑 

蚊的温床。

Page 1 of 1

10 Feb 2020
Oriental Daily News, Malaysia

Author: No author available • Section: News • Audience : 85,616 • Page: 31
Printed Size: 195.00cm² • Region: KL • Market: Malaysia • Photo: Black/white
ASR: MYR 2,280.00 • Item ID: MY0038681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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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泗岩沫中學新春慶典

^舞獅表演撈生喜洋洋

泗岩沫中学举行新春庆典，并由杨巧双（右二）主持捞生开 
幕仪式。左二起为学生事务副校长诺玛和陈秀珠；右一为课外活 

动副校长哈蒂妮。

(吉隆坡9日讯）泗岩沫中学日 
前举办新春庆典，校园贴满红包装饰 

和张挂红灯笼，且出席的嘉宾与师 

生特意身着红衣，为校园添上一片红 

彤彤的色彩，充满喜气洋洋的热闹氛 

围。'

泗岩沫区国会议员杨巧双受邀为 

新春庆典开幕致词时捎来好消息，她 

从国会议员拨款中拨出2万令吉，以 

维修该校教师办公室的冷气及学生厕 

所，或用作紧急维修用途。

该校新任校长陈秀珠在致词时表 

示，春节庆祝活动是师生对中华文化 

热爱的展现，也是不同种族了解中华 

传统文化的桥梁，为种族间互相包容 

和尊重打下坚固的基础。

当天除了邀请获奖无数的甲洞光 

艺醒狮团呈献精彩绝伦的高桩舞狮表 

演外，校方更是准备鼠宝造型的精致 

鱼生与嘉宾一同体验“捞生”，使在

场的学生近距离了解这个传统文化。

另外，该校的学生也S献扯铃、 

扇子舞等传统才艺表演，压轴节目是

由多元种族组成的乐队呈献精彩的歌 

舞表演，体现多元种族团结的力量， 

获得杨巧双的赞赏。

四岩沫中•学 

全体师生、嘉宾 
与醒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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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吉蘭樟新春開放門戶活動

黃潔冰：給多點時間和信心

“■9霤徹得霣好”

議

(士拉央9日讯）公正 

党武吉兰樟州议员黄洁冰 

指出，发展一个国家、让 

下一代拥有更好的未来， 

需要时间经营，希望人民 

给希盟政府多一点时间和

信心。

黄洁冰说，民联和希盟政 
府执政雪州12年，初始执政时 

面对许多挑战，包括储备金不 

足，州政府都想尽办法填补财 

库。

将雪打造为先进州

她表示，当时她身.为行 

政议员，无论是举办活动还是 

惠民政策，全都需要时间去找 

钱；惟最终雪州政府都一一克 

服，如今还把雪州打造为先进 

州。

黄洁冰星期日中午出席武 

吉兰樟新春开放门户活动致词 

时表示，希盟政府将会做得更 

好，使国家进步。

武吉兰樟新春开放门户 

的联办单位包括武吉兰樟州议 

员服务中心、士拉央市议员黄 

伟强、余深恩、黄国全、霍韦 

尨、谭嘉丽领养区的居民委员 

会，即第12区、第13区、第22 

区、第23区及第24区及甲洞逸 

福园福利机构。'

现场除了准备美食招待民 

众，还呈献舞狮献瑞、设有剪 

纸与捏出12生肖动物造型的捏 

面人艺术摊位、幸运抽奖、舞 

蹈表演等，现场吸引逾千人次 

参与，气氛热闹。

出席者包括帝沙再也警局 

局长赛里比、士拉央市议员蔡 

珮颐、八打灵再也市议员陈百 

强、邓*国、加影市议员李仁— 

英和甲洞乌鲁新村管委会主席 

黎丁财等等。

m

黄洁冰（前排左四■)带领众嘉宾与舞狮合照。前排左起为邓惠国、蔡珮颐和蔡添强； 
起为陈百强、余深恩、黄国全和霍韦尨。

右

蔡添強若身體不適須戴口罩 公

大马出现新冠肺炎疫情，但无阻民众参与大型新春活 
动，有者主动戴口罩做好防范措施。

蔡添强（前排左六起）、黄洁冰、赛里比、.霍韦尨、黄伟强与逾10名市议员、村委会主席等

正党副主席蔡添强指 

出，近期发生的新冠 

肺炎疫情使各国蒙上阴影，大 
家因而戴口罩防疫，他呼吁大 

家平常若有咳嗽伤风等不适症 

状，都应该主动戴口罩防止病 

菌传播。

“我们不要因为病毒出现 

才来注意健康和防范措施，而 

是更要注重日常生活衣食住行 

的卫生状况，好好照顾自己和 

环境，如此才是长远之道。”

蔡添强说，马来西亚政 

府针对新冠肺炎疫情而采取应 

对行动是适当的，即不过度恐 

慌、严谨看待。

他说，比病毒更加严重的 

是人们胡乱转发未经证实的谣 
言，导致社会恐慌，犬家应■该 

谨慎过滤，确保收到的是真实 

消息才分享。…一 一

蔡添强指出，遥传指希盟 

政府快倒台、邀请反对党人盟 

都是虚假的消息，也是有心人 

士企图搞破坏，扰乱民心。

他也说，马来西亚今年 

的经济步人健康发展，出口率 
在过去20年来占最高位置、马 
币汇率朝向稳定、工业稳健发 

展，因此相信经济会更好，也 
呼吁人民对2020年具有更大的 

信心。

“我相信外资也会因大马 

的贪污指数下降而给予投资信 

心，显示出反贪决心，加上政 

府提高民主与透明度，这些都 

是对外资注人的强心针。”

代表们在富有创意的老鼠造型鱼生前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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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吉夫瑪麗亞陳開放門戶

1500人出席喜氣洋洋
(八打灵再也9日讯）公正党八打灵再也国会议员玛丽亚 

陈及行动党武吉加星州议员拉吉夫今日联办新春开放门户活 
动，吸引近1500人到来参与，场面热闹。

尽管农历新年已过，惟活动上还设有捞生环节、舞狮、新 

春歌舞等的表演，让现场依旧洋溢着浓浓的新春气息；主办方 
还安排15个档口的美食，让现场民众免费一饱口福，同时也派 

发500封红包给小孩及长者〇

_政

夫努
力
提
升
經
濟

夫在活

■■动上指 

出，因为病毒传染 

的关系，今年相信 

会是一个极具挑战 
的一年，但政府将 

做好一切努力，以 

提升国内的经济。

“举例来说， 

政府非常关注中小 

型企业，并会协助 
减轻中小型企业承 

担雇用本地员工及 

本地毕业生的薪金。”

他说，政府也协助中小型 

企业申请银行贷款，这些都是 

政府为该企业能顺利发展而作 

出的努力。

民众排队领取免费食物，一饱口福i

—渡部宏（左二起）、黄伟汉、玛丽亚陈及拉吉夫一 
同主持捞生仪式，为新春开放门户活动掀开序幕。右二起 
为陈国光及陈德升。

瑪麗亞陳：

應互尊重各族文化

玛
丽亚陈指出，该活动获得不 

少民众的参与，并希望国人

...….：■. ■

’尽管农历新年已过，惟新春开放门户活动依然吸引近1500人参与。

可以互相尊重各族的文化，保持社会和 

谐的精神。

她说，政府如今推出多个计划，以 

协助人民找到就业机会’以及协助提升 
B40群体的福利。

她相信政府将致力带来制度、经 

济、社会改革，为我国人民带来美好的 

前景。

在场者尚有八打灵再也市议员陈 

德升、白沙罗新柯管委会主席陈国光、 

Jaya One执行董拿黄伟汉、AEON BIG有 

限公司策略及商店发展组副常务董事渡 

部宏及嘉宾王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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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標誌”出爐

灌民系拥活動^臞

众嘉宾一同进行百年校庆启动仪式。 
祥、雷耀华、吴振雄、叶国荣、高祥威、

(蒲种9日讯）蒲种汉民华小百 

年校庆仪式正式启动，以迎接明年 

创校100周年纪念。

罗文森：重要里程碑

蒲种汉民华小董事长拿督罗文森宣 

布，明年是该校建校100周年校庆，是该 

校的盛事，也是该校在教育发展的重要 

里程碑，因此将从今年开始举办一系列 

百年校庆相关活动。

他昨晚在汉民华_小校友会主办的 
“2020第26届元宵节暨孝亲敬老联欢晚 

宴”上，带领该校三机构启动百年校庆 

启动仪式，一同见证“百年标志”的出 

炉。

°他表示，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 

人”，教育是一项艰辛长远的工作，先 

贤前辈经历种种困难，才能够为今天的 

华文教育打下深厚的基础，身为后辈的 

就应继续传承及发展华文教育。

左二起为贝仁毅、翁宝山夫妇、刘治線、莫培文、罗文森、哥宾星、覃耀宗、罗贵 
叶全发、张德安及刘建添。

汉民华小校友会捐献各500^吉给蒲 

种十四哩国中华文学会及蒲种市中心国 
中一校华文学会，现场也进行移交支票 

仪式。 .

出席晚宴者包括汉民华小董事顾问

羅貴祥:號召校友回饋母校 哥賓星：建議打造數碼實驗室

大;
^会主席兼校友会主席罗贵祥表示，该校于1921年 

，在蒲种14哩扎根，明年迎来创校100周年，届时该 

校三大机构将筹办隆重的校庆庆典。

“我们也积极通过网络及人脉，与校友分享及收集母 

校昔日活动及纪录，这些都是珍贵的点滴。”

他指出，身为校友能见证母校百年校庆，心里雀跃万 

分，随着当晚的启动仪式后，将举办一系列的庆祝活动， 

并将号召各届校友以每人10令吉,以群体力量来回馈母 

校，筹募发展与维护母校建设基金，以实际行动发挥校友 

精神r •

他说，该会也推动孝亲敬老美德，结合校友及热心人 

士的报效，在庆祝元宵节之际，与该会会员及该区的年长 

者齐聚一堂，献上关怀与祝福。.

通

哥宾星（右）遵循中华传统文化，“入乡随俗”地向年

长者敬茶

莫培文:孝親敬老發揚孝道

校
长莫培文指出，校友会每年举办孝亲敬老，这是 

推广发扬孝道精神，让年长者在精神上感到欣 

慰，值得后辈表扬和学习。

他表示，在欢庆元宵节同时也传承中杂文化的美德， 
把“百善孝为先”的优良传统文化传承下去a

他说，如今面对新冠肺炎笼罩，提醒大家注意个人卫 

生，避免到人多场合及必要时戴上口罩，这些预防措施可胜 

于治疗，除了保护自己，也家人及公众。
他也感谢哥宾星连续2天以部长身分到访学校，一起庆 

祝前天举办的新村团拜及挥春比赛以及昨晚的晚宴。

讯及多媒体部长兼蒲种区国会议员哥宾旱指出， 

如今已是科技的时代，大家每天都使用电脑及智 
能手机，因此他建议在汉民华小打造数码实验室（Digital 

Lab ) 〇

他希望从蒲种区开始设立一个让人民享用、一个从学校 

开始的数码实验室。

他表示，.随着时代的进步，要确保使用科技并将有关知 

识传•授给学生，学校扮演着重要角色，身为教育工作者也必 

须向前看；而他负责掌管通讯领域，必须确保所有人民都能 

享用网际网路，在未来这也将成为一项必需品。

他也以其国会议员拨款，拨出16万800岭吉提升该校外 

的有盖行人道，预计在3个月时间内可以完工。

他指出，另一项目前正热烈i寸论的英语教数理课题，他 

会把人民的心声带上内阁，在听取各方的意见后内阁会作出 

决定〇 •

k也说，昨日是有意义的日子，除了是元宵节也是大宝 

森节，显示大马人民不分你我一起生活，互相尊重、帮助， 

对自己身为大马人感到自豪。

葉國榮：4月辦社區嘉年華

表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出席的梳邦再也市议员叶 

I、国荣指出，由于蒲种14哩政府诊所常年面对缺乏 

泊车位问题，因此希望今年能顺利将空地转换为停车场，病 

患或家人可以将车辆停在旁边的停车场。

他表示，随着梳邦再也市议会将在今年升格为市政厅， 
将会提供更好的服务，市议会也将在4月4日举办一项社区嘉 

年华，希望市民与市议会有更好的交流。

此外，他表示，新冠肺炎肆虐引起关注，许多讯息r 

泛流传，他呼吁大家在无法确认讯息的正确性前不要转发出 

去，以免转发不实讯息制造恐慌，他希望能带来更多正能 

量。 '

高祥威：設校友會易商量事件

蒲
种华团联合会会长高祥威表示，亚洲许多国家在 

过去5年开始提倡设立校友会，所谓同窗如兄弟， 

同校如家庭，或许兄弟姐妹身在不同地方，因此最能交流的 

莫过于校友。

“大家对校友会有个错误的概念，以为参与者是四五十 

岁，吃饱没事做，举办宴会等，其实当我们离开学校就是校 

友’校友可通过过去的友谊一起商量事件。”

他也说，针对英语教数理课题，华社不是为了捍卫华文 

而反对，而是比起英文，中文是更加明智的选择。.

众嘉宾与2名全场最年长者合影。前排右起为林伍妹（88岁）及危福广（87 

岁），后排左起为罗文森、覃耀宗、叶国荣、哥宾星及罗贵祥。

翁宝山夫妇、永久名誉董事长覃耀宗、 

副董事长刘洛琼、董事贝仁毅、董事代 

表张德安、家协主席雷耀华、校友会副 

主席吴振雄、秘书刘建添及雪隆校友会 

联合会会长叶全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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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登古腰河畔元宵活動 _
X

%
■

欧阳捍华（后排中）及评审老师与所有舞蹈比赛的获奖队伍合照。

新街场华人体 
育会龙狮团呈獻精 
彩且高难度的舞獅 

高桩表演，震撼现 
场所有观众。 现*

羲則4

哥賓星：希盟逐步落實承諾

大道收費下調民衆受惠
報道►李俊賢（照片由受訪者提供）

表演嘉宾呈献高水准的扯铃表演，同 
时也融入舞蹈元素，赢得观众如雷掌声u

(沙登9日讯 > 通讯及多媒体 

部长哥宾星指出，希盟政府已落 

实南北大道公司（PLUS)拥有的 

所有收费大道过路费下调18%，让 

使用大&的用户节省许多。

他补充，虽然希盟政府还有 

很多事情需要着手处理，但至少 

我国现在拥有廉洁的政府，并严 

厉打击贪污。

也是行动党蒲种区国会议员 

的哥宾星昨晚出席“古腰河畔迎 

新春”元宵活动时表示随着网

络与科技的兴起，许多人透过网 

络经商，因此政府与人民应专注 

于网络科技的领域上。

他也促请民众应谨慎在社交 

媒体上转发消息，避免散播不实 

资讯，而误导他人。

他希望在新的一年内，国家 

的经济能更进步，以及人民的健 

康与家庭能更美满，也希望我国 

三大民族能融洽相处与合作，并 

相互尊重和包容，并积极出席友 

族岗胞的庆典活动。

歐陽捍華：勿爭相搶購口罩
^二；!动党史里肯邦安区州 

议员欧阳捍华说，尽 
管我国目前出现第16宗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庆幸尚未出现社 

区感染的案例。.

他补充，大马卫生部在过 
去控制沙斯（SARS)和立白病 

毒的疫情都具有一定的经验，因 

此对卫生部抱有信心。

他表示，虽然许多人都因 

新冠肺炎疫情扩散而恐慌，但勿 

争先恐后到商店抢购口罩，除非. 

到人群众多的场合或身体感到 

不适，为了安全起见才需戴上口 
罩。

此外，他也说，大马在去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约 

4.6%,根据财政部及国家银行对 

我国今年的预估，国内生产总值 
将有望提升至4.8%。

“比起2018年，去年港口货 

柜量已增加大约12%,而2019年.

的外国投资者也比2018年增加至 

大约90%,所以对庚子鼠年的展 
望将会更理想。”

撥3萬改造河畔公園

欧阳捍华指出，我爱'沙登 

2020 “凡人手机摄影比赛”， 

使“我爱沙登”的地标在过去 

数周内，在社交媒体上获得广 
泛宣传。

“°众所皆知，古腰河畔在 

提升与美化前是杂草丛生，所 
以我在3年前决定，把该河畔公 

园打造成沙登区重要的地标和 
景点，并于农历新年前夕拨款3 

万令吉，重新改造该公园。” 

他表示，该河畔公园的布 

置与装饰皆配合此次的新春佳 

节而设计，以吸引其它地区的 

民众到访，更进一步促进沙登 

区的经济成长。

居民踊跃参与迎春活动

昨晚举行的“古腰河畔迎 

新春”元宵活动是由沙登社区 

服务中心主办，沙登新村村委 

会、梳邦再也市议会第20至24 

区地方青年推动委员会、第21 

至24区居民委员会，以及沙登 

妇女动力中心联办。
傍晚6时许，居民陆续到 

来，在节目开始前，大家先到 

美食摊位购买食物或观赏展览 

摊位的作品，小孩则到游戏摊 

位进行小游戏〇

当天的节目包括瑞狮与财 

神爷派年柑、舞狮高桩及扯铃表 

演、舞蹈比赛、派发新春红包、 

“团圆新年”雪州新村家居装饰 

比赛和我爱沙登2020 “凡人手机 

摄影比赛”的颁奖礼。：

出席元宵活动者尚有梳邦 

再也市议员唐竟发、王奕翔、 

戴祯兴及沙登新村管委会主席 
方年泰等人6

元宵活动开始前，财神爷到各摊位与 
出席者互动及拜年。，

哥宾星（左起_)及欧阳捍华接获瑞狮赠 
送的福品后，为2020庚子鼠年“古腰河畔迎 

新春”元宵活动揭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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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友泰（前排左起）、沙尤迪、陈德升及李立贤把年柑抛向湖中，为元 
宵节抛柑活动掀开序幕。

丨:尽管新冠肺炎坡情来袭”不if阻鞋不了数3千计你 

民众前来再也湖泊花园抛柑传情，现场非常热闹。'

民众带着口罩抛柑，做好防范病毒传染的措施。

友族同胞也来体验抛柑的乐趣。

報道►黃文民攝影►黃冰冰

(八打灵再也9日讯）新冠肺炎疫情阻挡不了民 

众在元宵节晚抛柑传情！

新冠肺炎早前'在中国武汉爆发后，我N较后也陆续出现 

多宗确诊病例，本地民众对此感到人心惶悼，并减少外出活 

动。

不过，昨晚在再也湖泊公园展开的元宵节抛柑活动，依 
然吸引数以千计的民众参与其盛，以盼觅得好姻缘。N吋，现 

场有+少民众亦带着U罩，做好防范病毒感染的措施。

灵市厅准备1000柑派民众

' 这项由八打灵再也市政厅主办的活动，现场除了有市政厅 

准备1000粒柑派发给民众，也有商家瞄准商机，伺机售卖年柑 

及租借捞网。

同时，开幕仪式上也进行舞狮及乐队献唱农历新年歌曲表 

演进行，让现场洋溢着浓浓的新春气氛。

现场所见，到来的单身女子在活动开幕后.，一一在年柑上 

写下姓名及电话号码等的个人资料，并把年柑抛向湖中。

单身男子捞取湖中年柑

接着，不少单身男子就开始以捞网捞取湖中的年柑进一 

步认识有缘人。此外，该活动也吸引一家大小到来，藤热闹， 

一同度过欢乐的元宵节夜晚。

值得一提的是，'该活动也迎来许友族同胞及外国人参与， 

一同认识及体验这个屮华文化色彩。

沙 八打灵再也市长拿督

Jl /、沙尤迪在该活动开

^幕仪式上指出，灵市政厅主 

is 办这项元宵节抛柑活动，旨 

■ 在拉近各阶层市民之间的交
■

拉
近

流、团结各族人民、以及保 

留与传承我国不同的文化。

他指出，市政厅今年有 
望通过“PJKITA”的平台宣

•传旅游业，并期望市政厅及 

市民今年能够共同为灵市的 m发展努力，以让灵市成为具

層
交
流

有竞争力及活力的城市。

在场者尚有八打灵再也 

市议员王友泰、陈德升及灵 

市政厅固体废料管理及公共 

清洁组主任李立贤等人。

是我首次来 

U到再也湖泊花 

园，参与及体验抛柑的乐趣。 

尽管近日新冠肺炎疫情来袭， 

不过现场可见依然有不少民 

众到来参与。此外，由于现 

场人数众多，因此我带上口 

罩，做好防范。”

来自奥地利的朋友,

一同参与华人元宵节抛柑活 

动，同时向他们介绍这个抛 

柑及捞柑的意义。

我认为.，这是一个具有 

意义的活动，可以向外国人 

彰显我国多元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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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無禮對待冷靜處理

黃思漢讚執法員態度正確
.(沙亚南9日讯）掌管政府地方 

政府事务的雪州行政议员黄思汉赞扬 

沙亚南市政厅执法官员在面对民众无 

礼对待时，采取了正确态度，以避免 

进一步的肢体冲突。

他针对日前双溪毛懦新镇发生一 

名妇女因不概车子被锁而对执法人员 

无礼及动粗事件发表文告指出，虽然 

该名妇女态度恶劣，但执法人员冷静 

处理，并为了避免肢体冲突而开 

频，该名妇女态度相当恶劣，如果执 

法人员继续和她‘硬碰硬’，恐怕会 

发生肢体冲突，所以开锁后报警是正 

确的做法。”

他也借此事件呼吁民众遵守地 

方条例，千万不要以为一i触犯条例 

后，对执法人员动粗就能解决了事， 

因为一旦警方查明事实，涉及的人士 

很可能会遭提控。

处理，并为了避免肢体冲突而开 

锁。

“市政厅随后也就此事报 

案，以便警方介人调查。”

避免肢体冲突才开锁

他强调，在这起事件中，执 

法人员并非因为妥协而开锁，而 

是为了避免爆发进一步的肢体冲 

突〇 .

他说，各地方政府在各自 

的辖区必须按照地方条例进行管 

治，所以执法人员在发现有人违 

例时，就应该按照条例执法。

“根据在社交媒体广传的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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