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adi diserang penyakit karah tangkai
PPN Selangor cuba 

bantu pesawah terjejas 
di Sungai Besar

Oleh MOHD IZZATUL 
IZUAN TAHIR

Pertubuhan Peladang 
Negeri (PPN) Selangor 
akan mengetengahkan 
masalah dihadapi pe-

sawah di beberapa kawasan di 
negeri itu berikutan tanaman 
padi diserang penyakit karah 
tangkai hingga menjejaskan 
hasil tanaman. 

Pengerusi Ahli Jemaah 
Pengarah PPN Selangor, Mohd 
Bukhari Bachok berkata, per-
kara itu akan dibawa kepada 
pengetahuan Kementerian Per-
tanian dan Industri Asas Tani 
untuk tindakan susulan. 

“Biasanya Kementerian 
Pertanian dan Industri Asas 

Mohd Bukhari (tiga dari kiri) meninjau kawasan Pusat Belian Padi Parit 12, Bagan Terap pada Majlis Ramah Mesra Pemimpin 
PPK Sungai Besar semalam.

SABAK BERNAM

Tani ada ruang membantu pe-
sawah terjejas akibat bencana 
seperti banjir dan musim kema-
rau. 

“Saya ingin melihat ruang 
bagaimana kementerian boleh 

membantu pesawah yang 
mengalami pengurangan hasil 
pengeluaran disebabkan masa-
lah serangan penyakit,” kata-
nya. 

Beliau berkata demikian 

pada Majlis Ramah Mesra Pe-
mimpin Pertubuhan Peladang 
Kawasan (PPK) Sungai Besar 
di Dewan Tertutup Wisma PPK 
Sungai Besar di sini semalam. 

Mohd Bukhari berkata, se-

hingga kini terdapat seramai 
3,400 pesawah di Sungai Besar. 

“Rata-rata pesawah terjejas 
akibat serangan karah tangkai 
hanya memperoleh empat met-
rik tan sehektar pada musim 
tanaman kali ini. 

“Pengeluaran ini dianggap 
rendah berbanding pengeluaran 
hasil pada musim tanaman se-
belumnya hingga mengakibat-
kan pesawah terpaksa menang-
gung kerugian,” katanya. 

Katanya, serangan karah 
tangkai dipercayai berlaku di-
sebabkan terdapat pesawah 
yang menggunakan padi tidak 
sah hingga menjejaskan mutu 
tanaman. 

“Benih padi tidak berdaftar 
yang ditanam boleh mengaki-
batkan penularan masalah ter-
sebut. 

“Pesawah perlu memastikan 
mereka menggunakan benih 
padi sah kerana mempunyai 
kawalan dan kualiti yang telah 
ditetapkan pihak kerajaan,” ka-
t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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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ZAAR APPLICATION BAZAAR APPLICATION 
• Petaling Jaya City Council (MBPJ) 
is opening applications for Ramadan 
bazaar permits until Feb 20, via 
elesen.mbpj.gov.my. A total of 1,400 
lots at 19 various locations in the 
city are available. For details, call 
03-7954 1560 / 7960 4667. 
• Kuala Lumpur City Hall (DBKL) is 
offering applications for temporary 
permits to trade at Ramadan bazaars 
in Kuala Lumpur until Feb 17. 
Applicants must be Malaysians, aged 
18 and above, Muslim, reside in 
Kuala Lumpur or Klang Valley and 
apply for one location only. Only 
online applications are accepted. For 
details and registration, visit elesen. 
dbkl.gov.my/ebaz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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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ang Jaya school's 
covered walkway repaired 

SMK Subang 
Jaya's 
covered 
walkway 
has been 
repaired. 
- SYAMIMI 
ZAINAL/The 
Star 

SMK Subang Jaya students are now protect-
ed from the sun and rain after the comple-
tion of repairs to its covered walkway. 

Subang Jaya assemblyman Michelle Ng 
said she allocated RM19,994 for the project at 
the school in SS14. 

Repair works were carried out from Aug 2 
to 23 last year. 

"Before the walkway was repaired, it was 
in poor condition due to termite infestation 
and posed a danger to students," she said. 

Ng added that other areas that would need 
repairs include the school's wall, fencing as 
well as its hall. 

Star 
"The assemblyman allocation is limited to 

RM20.000 per project. 
"Hence, for projects costing more than 

that, the school would need to apply for 
funds from the Education Ministry. 

"I have written to the ministry about it," 
she said. 

Ng noted SMK Subang Jaya was the first 
school in Subang Jaya. 

School principal Mohd Zailani Othman 
said it had 70 teachers and 950 students. 

Also present during Ng's visit were repre-
sentatives from the school's 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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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武汉的新型冠状 

//vl肺炎迄今在中国已 

经夺走超过1〇〇〇人的性 

命。这个数字已经超过 
2002年至2003年沙斯风暴 

的死亡总人数。我的选区 

也无法幸免。

周一凌晨，卫生局总监 

发表文告确定马来西亚第 
18个确诊病例是一名来自 

万津区浮罗的居民。这名 

年轻人本来在澳门工作， 

后来于2月1号从澳门回来 

浮罗的老家。

一时之间，许多本来应 

该挤满人潮的商店和餐馆 

突然变得门可罗雀。我想 

这个现象不仅发生在我的 

选区，在全国各地也是一 

样。因此，政府确实应该 

想办法推行额外配套以刺 

激经济，抵销疫情对马来 

西亚经济所带来的冲击。
台湾在2017年为了应付 

中国和美国的贸易战争， 
推出总值1200亿令吉的经 

济刺激配套，主要是加强 

台湾的出口工业，以及 

强化台湾的绿色能源、基 

本建设、交通和通讯网络 

以及创新科技等产业的发 

展。
泰国在2019年也曾经推 

出总值305丨乙令吉的刺激 

经济配套，主要是针对泰 

国国内的农业发展，保障 

主要农产品的价格、提供 

直接津贴给农民以刺激国 

内消费等等措施。

我国的经济刺激配套将 

会是什么样子？我们还得 

等财政部的研究，但肯定 

当务之急是协助旅游业。

谈起刺激经济配套，让 
我想起12年前雪州政府推 

行的刺激经济配套。当时 

推出这项配套是为了解决 

美国次级房贷危机所引发 

的全球危机。
这项配套包含5项倡 

议，即净化巴生河、强化 

公共交通系统、提升水供 

服务、城市旧区复兴计划 

以及重整废置房屋计划。

達到刺激效應

任何刺激经济配套的功 

能，都是为了在短期之内 

提振经济、提供更多商机 

和就业机会、増加收入、 

活化消费市场以达到刺激 

效应。

当年的刺激配套，现在 

看来比较像是中长期计 

划，而非达到短期效应的 

刺激配套。

第一项目还在进行当 

中，目前已经看到显著成 

就。这个计划由于成本甚 

大，必须依靠联邦政府的 

财力。此外，巴生河流经 

吉隆坡联邦直辖区，因此 

州政府不能唱独角戏。惟 

当时并没有同时执政，推 

行起来事倍功半。

公共交通方便，州政府 

在数年前开始推动免费巴 

士，现在随著同时执政， 

许多在雪州境内的大型公 

共交通基建已经复工。 
水供也是在2018年之后才 

顺利进行。另外两项则属 

于地方政府和州政府的权 

限，阻力稍低。

从雪州政府和其他国家 

的经验来看，刺激经济配 

套可以五花八门，无需定 

于一尊。我倒是认为，人 

力资源和基本建设都是任 

何刺激经济配套的重点， 

即软硬体建设。希望联邦 

政府能够慎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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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敦馬與巫伊組聯盟

“内閽”新名單是假消息?
(吉隆坡11日讯）早前传出来自 

土团党的首相敦马哈迪或与巫统和 
伊斯兰党组建国民联盟，社交媒体 
如今也流传一份“国民联盟领导 
层”和“内阁”新名单；唯多名榜 
上有名的领袖受询时，纷纷否认， 
并指称这是假消息。

根据有关名单，加入这个联盟的 
除了上述3个政党外，还有来自马 

华、国大党、民兴党、砂拉越政党 
阵线、民政党，以及数名被视为 

“阿兹敏”派系的公正党党员。
在“国民联盟领导层”名单中， 

马哈迪担任顾问，总裁是来自巫统 
的拿督斯里希山慕丁，公正党署理 
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则担任主席； 
至于署理总裁，分别有土团党总裁 
丹斯里慕尤丁、伊党主席拿督斯里 
哈迪阿旺，公正党副主席袓莱达等 
人，副总裁则有马华总会长拿督斯 
里魏家祥等，各6人。

内阁名单方面，马哈迪继续担任 
首相，希山慕丁为副首相，阿兹敏 
阿里继续担任经济事务部长。

不过，有关名单也特别注明，希 
山慕丁为下一届首相人选，副首相 
则是阿兹敏阿里；在第16届大选 

后，阿兹敏阿里是首相，副首相则
早莫^•里兹

S指为“。新任”交通部长的魏家 
祥受询时，一笑而过不愿评论此 
事〇

i匕外，被“受委”为旅游部长的

国大党主席兼国会上议院主席丹斯里威纳 
斯瓦兰也否认有关消息，并指他没看过有 
关名单，也不了解上述名单是以什么模式 
为、配。

在名单中负责掌管宗教事务的首相署部 
长拿督端依布拉欣指称，他不懂名单的存 
在，也不知道以什么为基础，因此不便多 
回应。

至于被指担任原产业部长的拿督卡马鲁 
丁则以假消息，而不回应。

網傳國民聯盟主席理事會
(摘取部分要職）

顾问 马哈迪（土团党）

总裁 希山慕丁（巫统）

虫席 阿兹敏（公正党/国家改革）

署理总裁1 慕尤丁（土团党）

署理总裁2 哈迪阿旺（伊斯兰党）

署理总裁3 阿末扎希（巫统）

署理总裁4 阿邦佐哈里（砂政党阵线）

署理总裁5 沙菲益阿达（民兴党）

署理总裁6 袓莱达（公正党/国家改革）

副总裁1 莫哈末哈山（巫统）

副总裁2 端依布拉欣（伊斯兰党）

副总裁3 魏家祥（马华）

副总裁4 威纳斯瓦兰（国大党）

副总裁5 刘华才（民政党）

副总裁6 刘伟强（民兴党）

思秘书 达基尤丁（伊斯兰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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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厘川行Si
梳邦再也市會查合法性

^^銮花园第3区巴刹 

i小贩申诉，近期常 
有罗厘进出废矿湖进行 

倾倒作业，造成噪音和 
环境污染，为此，梳 
邦再也市议会将展开调 
查，确保该倾倒作业的 

合法性。
当地居民刘蕙缘说她到环保站进行 

义工职务时，经常看见罗厘进出废矿湖，倾 
倒建筑废料，平均一天至少有3辆罗厘出入。

赵启兴称，他在去年10月截获巴刹小贩的 
投诉，指当地常有罗厘出入，在废矿湖倾倒 
建筑废料，因此他到场了解情况时，却有 
两名看似不良分子的工作人员，负责“看 
水”。

“我无法趋前了解情况，便向这一区的市 
议员定位和说明问题，但事后小畈告知还未 
解决，直到约两周前，小贩告知对方已更改 
作业时间，选择在晚间前往倾倒垃圾。”

为此，他说，目前市议会正调查该有关倾 
倒作业的合法性，方能采取下一步行动。

■林勇顺： 

无法进行环 

保工作。

■疑因倾倒作业阻塞排水孔，导致矿湖毗邻的幼儿园和环保站，逢雨必灾，积水迟迟不能退散t

VZfy (蒲种ii曰讯）废矿 
湖进行填土工程造成排 
水孔阻塞，导致金銮花 
园第3区一间幼儿园和 

环保站逢雨必灾，厕所 
无法排水而倒流散发阵阵异味，影响学 
生上课作息〇

位于金i°花园第3区的阳光幼儿园主 

席沙哈鲁指出，当地的废矿湖约在去年 
杪展开填土工程，疑倾倒作业阻塞排水 
孔，每逢下雨都无法顺利排水，引发突 
发水灾。

“从去年杪开始，每当下起倾盆大 
雨，幼儿园外面都会被淹，积水近乎淹 
入课室内，且园内的厕所水出现倒流，

孩子们都不能使用。”
他今日连同马华雪州公共投诉局主 

任，出席由梳邦再也市议会就废矿湖填 
土工程，引发突发水灾一事，召开汇报 
会后，向媒体这么指出。

飄臭滋生蚊蟲

他说，该幼儿园成立于2004年，目前 
共有30名4至6岁的学生，在过去的16年 

不曾发生突发水灾，直到近日毗邻的废 
矿湖展开填土工程，幼儿园从去年杪至 
今年，共发生6至T次突发水灾，影响师 

生的K乍肩、。
此外幼儿园毗邻的金銮花园第3区

慈济环保站也受牵连，环保站干事林勇 
顺称，每逢大雨来临必定发生突发水 
灾，水深两寸高，导致志工无法进行环 
保工作。

“我们必须垫高所有的环保物品， 
避免被水浸湿，相信是排水孔被阻塞 
的因素，积水一直不会流动，不仅浸 
坏铁架，甚至引发臭味和衍生蚊虫的问 
题。”

为此，梳邦再也市议会连同各政府单 
位，包括警方、卫生局和教育局等官 
员，于今日展开汇报会，向受影响的单 
位了解情况并徵收意见，以便进行増设 
排水孔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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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把稻苗插在正确的位置。但学生并不觉得害怕或噁心，丨勺泥浆又黑又黏，

將推動下田與晚間導覽計劃
耕庄人民碾米厂有限公司董 

M事经理林卯顺指出，未来将 
开放“下田乐”活动予学校或旅行 
团参与，除了体验传统的耕种模 
式，也会打造夜间稻田旅游计划。

他说，两年前就有下田耕种的生 
态旅游计划念头，但g找不到合 
适的it地和规划方式，电到最近才 
敲定，因此藉著农业部副部长沈志 
勤的到访，邀请育群华小的学生试 
行，效果还不错，如今也收到许多 
询问。

“我在米厂旁边开辟了$片土 
地，分为10小份，每10天播种一

次，因此无论哪一个季节到访这片 
稻田，都能看到稻苗的完整成长过 
程，包括插秧、生长和收割期。”

他补充，•随著适耕庄州议员黄瑞 
林成功为安要道路树立街灯，夜晚 
的稻田也非常安全，未来考虑设立 
晚间导览行程，例如在辽阔的稻田 
观星，与观察稻田的夜行性动物 
等。

° “我们会在米厂的网站和面子书 
陆续公布详情，有意参与的学校和 
民众，请关注我们的社交媒体（适 
耕庄珍珠米厂cap asas)和网站 
www.plsgroup.com.my〇 ”

■大港国会议员慕斯利敏（左起）、沈志勤、黄瑞林与 

林卯顺，为“下田乐”生态旅游计划主持开幕仪式。

(适耕庄11日訊）农业部副部长沈志勤 

与雪州议长黄瑞林，日前带领95名育群华 

小的学生，一起下田插狭，脚踩者黏糊糊 

的黑泥浆，弯腰把秧苗整齐插好，体会从 

前农家生活的辛劳与乐趣！

贵为雪州米仓的适耕庄，自1980年代以前都是 

采用人手插秧，后来改用“直播”方式，即直接 
把种子丢入稻田里，但秧苗位置不定导致稻苗和 
杂草混杂其中，影响稻米素质，最终2004年引入 

插秧机器，成功改善稻米种植的产量与素质。
如今人手插秧的时代已从适耕庄远去，别说是 

城市地区的孩子，就连许多适耕庄的本地孩子， 
也没体会过人手插秧的作业模式，为此适耕庄人 
民碾米厂有限公司，日前特意主办“下田乐”活 
动，让育群华小的学生，与到访适耕庄视察的沈 
志勤一同参与。

依循數寸距離直線插秧

下田乐活动由讲解稻米种植开始，学生实地了 
解稻谷至秧苗的培植过程后，就赤脚进入灌满黑 
泥浆的稻田，黑糊糊又带有粘性的独特触感，让 
学生从原本的惊恐大叫，慢慢转为好玩有趣。

沈志勤与黄瑞林也卷起裤脚和袖子，与学生一 
起学习插秧，从稻饼摘下5株秧苗后，弯腰插入稻 
田里，依循数寸的距离，以直线方式插秧。

沈志勤与黄瑞林指出，在日渐依赖电子设备娱 
乐的时代，业者推出下田劳作的生态旅游模式，
值得鼓励，让家长与孩子缔结更紧密的联系。

“许多小孩空暇时都紧抓手机或平板电脑，这 
种亲近大自然，流汗和弄脏手脚的旅游模式，是 
很少有的机会，也是未来许多生态旅游应该重点 
f展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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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垃圾倒進廢礦湖所致 幼兒園2月内7閃電水災

■沙哈伦（右起）、赵启兴及居民一同巡视金銮花园 

第三区废矿湖填土工程引发的臭恶味及逢雨必灾等问 
题0

(蒲种11曰 

讯）疑不法分子 

将垃圾倒在进行 

填土工程的废矿 

湖，导致金銮花 

园第三区社会发 

展局（KEMAS ) 

诺查哈亚幼儿园 

及慈济环保站 

从去年开始面对 

逢雨必灾、严重 

积水等问题，让 

该处民众深感担 

忧I
为找出解决方 

案，各造代表今 

曰召开会议商 

讨，出席单位包 

括梳邦再也市议

会、警方、卫生 

局、诺查哈亚幼 

儿园、金銮花园 

慈济环保站及雪 
州马华公共投诉 

局主任赵启兴。

该幼儿园院长 

表示，自该幼儿 

园后方的废矿湖 

去年进行填土工 

程后，该幼儿 

园就面对逢雨必 

灾及积水问题-， 

水位平均约半尺

局〇

"单是今年短 

短两个月，就发 

生6至7次闪电水 

灾。我们担心万

i 一雨势大，会淹 

上路面及幼儿园 
的户外，庆幸的 

是至目前还未真 

正发生过.。”

他说，该幼儿 

园成立于2004 

年，早前不曾发 

生过上述问题。
"我们去年有向 

梳邦再也市议会 

投诉，市议会曾 

派官员来调查， 

惟还没有解决方 

案°，，

慈济环保站干 

事林涌顺表示， 

该站的范围及厕 

所都面对积水问 

题 '积水长达两 

个星期‘不会消 

退，而且会有恶 

臭味，他们担心 

会引发卫生问 

题。

“逢雨必灾情 

_况严重，水会淹 

入环保站，我们 

必须将不能弄湿 

的物品塾局或放 

在高处。我们较 

后挖掘另一道沟 

渠，才稍为舒缓 

，积水问题。由于 

有积水，担心会 

有蚊虫滋长。”

梳邦再也市议 

会已经承诺，将 

调查该填土工程 

及倾倒垃圾活动 

是否获批准。 

(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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顔麗麗：免民衆日曬雨淋

加影獲撥3萬建3候車亭
(加影11曰 

讯）民众乘搭巴 

士必须在"候 

车站”曰哂雨 

淋，国会议员为 

此决定拨款3万 

令吉，要把无盖 
‘‘候车站”提升 

为“候车亭”。

加影市议员颜 

丽丽指出，雪兰 
莪精明巴士川.行 
锡米山的路线* 

路经加影拉也花

园、加影英达花 

园及加影美华花 

园，这3个花园 
的候车站都没 

有亭子，因此万 

宜国会议员王建 
民将拨款3万令 

吉，今年内把有 

关候车站提升为 

候车亭。

她表示，她们 

认为有必要提升 

候车站，让民众 

等巴士时可免曰

晒雨淋。_每个候 

车亭费用约1万 

令吉。

颜丽丽今早与 

万宜区国会议员 

的助理魏子权， 

在敦胡先翁镇国 
中（二校）移交 

20部平板电脑时 

披露_，国会议员 

服务中心有200 

万令吉拨款，有 

关增建候车亭是 
为社区提升基本

设施的一项小工 
程。

另一方面，她 

透露，国会议员 

服务中心去年亦 
批准拨款14所中 

小学共2 8万令 

吉，作为维修及 

提升校园基设费 
用，上述国中申 

请2万令吉购买 
平板电脑的拨款 
已在今天移交。

‘‘我们会协助 
学校维修或提升 

基设的需要，即 
使是社区基设也 

可提出申请。” 
(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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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11日讯）巴生区路段损毁破烂的情况一直让市民抓狂，虽然通过各管道反映投诉，惟 

问题一直无法根治，市民烦不胜烦！

只要随意一问，巴生市民没几个不投诉有关道路破损的情况，不少市民也曾尝试直接向 

市议会、市议员、甚至社会工作者等投诉，但往往却得到让人气恼的回应。

非管辖区没拨款等

投诉没下文问题难根治

B生烂路令市瞧
些回应包括没有 

m拨款、路段属于 

其他部门管辖，或更离谱 

的是投诉如石沉大海，毫 

无音讯；由于经常面对投 

诉无门之闲扰，市民K：久 

以来也只好逆来顺受，满 

腹苦水。.

南北区差异大

社会下作者陈彼得 

说，据他观察，巴生南、 

北区处理和修补道路的速 

度有很大差异，前者市议 

员有求必应，后者市议员 

最爱耍太极，以致问题悬 

而不决。

他说，K：期如此市民 

已是无法忍受，闪此也劝 

请市议员不要再耍太极， 

而应尽速改善和修补路 

段，以还全巴生市人民安 

全的道路设施。

.银.....决-V '

__ I

-

m

t /士亡括 收 7：由士 S "77 + 甘■苏丹依布拉欣路破损不堪，一直备受巴生市民的热议

陈彼得:市议员借口多
陈彼得说，巴生区是唯一道路严重损坏的地区， 

国阵执政中央时没有拨款是最佳借口，如今希盟政府 

在国州同一阵线执政之下，国州议员不应再以此为由 

推搪。

“耍太极几乎是一些市议员的惯性作风，每次接到 

投诉时就说，路段属于公共工程局管辖区，或轻快铁 

承包公司所负责等。”

“过去，一些市议员更喜欢回应中央没有提供拨款 

修复，如今有关借口已不再适用了，比如巴生港口州 

议员成功获得5000万令吉的修路拨款，为何其他州议 

员却申请不到呢？”

他希望巴生路烂问题能够得到雪州苏丹关注，尤 

其北区道路破损问题，往往负责市议员都只会推搪， 

不愿接手处理。

“相比之下，南区市议员在接获路段不属于市议会 

管辖区的投诉时，也会协助致电相关部门，以便要求 

和监督修补工作，尤其可见，服务人民态度很重要， 

不是推说不属于自己范围，就可以卸下一切责任。”

排水系统不佳，导致停车格常年积水，驾驶者嫌弃肮 

脏不愿把车泊在这里。

: •’:一,

Mf 观;,> ■
萧慈恩（左起）及陈彼得皆表示沙石经轿车辗压后，路段变得 

严重凹凸不平。

商家:东一块西一块

只补洞不愿对症下药
在苏丹依布拉欣路卖电器 

的萧慈恩声称，一年前起，该 

店前方路段就不断破损，向市 

议会投诉后，铺路工人虽有铺 

路，但却“头痛医头脚痛医 

脚”，东一块西一块的修补破 

洞，毫无改善整条道路的设 

施。

“我们曾在雨季时期经历 

一个月修补道路4次的经验， 

今天补好，明天雨后乂再重新 

修补，当局似乎宁可没完没了 

的修补，也不愿对症下药，一 

劳永逸解决道路破损问题。” 

他说，自从1年前开始有

关道路也常积水，一般相信是 

不断修补道路，使被封死排水

萧慈恩也说，道路破损对 

在该地做生意的业者造成极大 

闲扰，柏油路不断填补但未见 

巩固，车辆碾压后沙石不仅凹 

凸不平，而且柏油沙石还推压 

至停车位路段，停车格也堆满 

沙石和积水。

沟的排水系统受堵情况加剧， 

积水情况恶性循环，导致道路 

结构破损。

“实际上，道路前的大沟 

渠旱年前被封盖，相信封锁后 

没获定期清沟，多年累积后年 

前开始常出现雨后排水不顺畅

他说，顾客往往被如此恶 

劣的停车环境吓跑，勉强下车 

者也经常沾上一堆泥石，之后 

还把这些肮脏泥石带进商店 

里。

他说，为了改善问题，除 

了要求当局重铺路段之外，木

停车格积水

下车踩泥吓跑顾客

的现象，积水则使路段破
+口 ”m °

他希望当局能够采取有效 

的修路方案，特别是务必改善 

当地排水道问题，再一次过铺 

平整条路段，而非如补破布般 

东一块西一块不断盲目修补。

身也尝试利用纸皮铺盖店内路 

面。

“雨季时，整条路段的坑 

洞都会积水，除了脏乱，更il: 

我们担心的是积水引发蚊子滋 

生，毕竟骨痛热症肆虐，才叫 

人害怕。”

他说，道路不平坦也对驾 

驶者构成生命安全问题，轿车 

轮胎磨损之外，还经常听到有 

摩托车骑十跌伤，因此强调修 

补道路乃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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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米山万秀路

3花园前建有盖候车亭
(加影11日讯）锡米山万秀路

3个花园前将兴建有盖候车 

亭，日后，搭客乘搭公共巴士 

时可挥別日晒雨淋的日子

3个有盖候车孕是建在锡 

米山美华园店屋前、加影拉也 

花园大路旁和加影英达花园组

t=t -S-t-

屋刖。

自雪兰莪精明巴十在锡米 

山万秀路川行后，使用公交服 

务的民众多，不过，上述地区 

没有候车亭，路旁只竖立一 

根巴士等候处的柱子。

加影市议员颜丽丽说，巴

颜丽丽（右二起）把20台平板电脑移交给学校，由校长阿末依 

萨接领。

十等候处只竖一根柱子，示意 

该处是巴士等候处，搭客等巴 

十时，莫说有盖遮雨和太阳， 

连靠在亭子的空间都没有。

20平板电脑移交学校

她说，发现上述3个花园 

极需有盖巴士候车亭后，就通 

过万宜国会议员王建民博士的 

选区拨款，拨出3万令吉兴建 

巴士候车亭。

她今R在蕉赖敦胡申翁镇 

国中移交20个平板电脑给该

校后，召开记者会这么说。

她说，去年，在万宜国会 

选区，共兴建了 30个有盖的 

巴士候车亭，国会议员去年和 

今年各有200万令吉拨款作为 

学校的基建用途，去年未提呈 

申请，但有需要拨款的学校可 

向他们提呈申请。

另外，她表示敦胡申翁镇 

国中的20个平板电脑，价格 

是1万9780令吉，而在去年 

共进行了 14项低于2万令吉 

的学校拨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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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矿湖填土附近淹水
新闻特区 

金銮花园3/17路 环保站及幼儿园逢雨必灾

毗有缘 

连许、 

的多杨 

废保理 
石广丽41 

湖；g及 

在

填„
园

(蒲种11日讯）金銮花园3/17路后 

面废矿湖自去年展开填土工作后， 

毗连慈济环保站及阳光幼儿园的建 

筑物外围逢雨必淹，今年起至今已 

约发生了 6、7次水灾，居民申诉生

活素质严重受影响。

同时，该废矿湖不时有异味发 

出，以及运送废料罗里长期在花园 

出入，为居民带来困扰及制造噪 

音。

#慈济环保站及阳光幼 

稚园负责人要求下， 

梳邦再也市议会联合数单位， 

包括卫生局、教育局及警方 

等，今日到当地展开讨论及视 

察，包括探讨解决方案。

马华梳邦区会主席兼马华 

雪州公共服务投诉局主任赵启 

兴也有出席讨论会议。他说， 

去年10月接获居民投诉，指 

17路常有大罗里出人，疑进行

非法倒垃圾活动。

“我有驾车到来查看，发 

现有两个不友善男子在守门， 

试图靠近我的轿车，了解我在 

做什么；我也看到有大罗里到 

来，进人废矿区倒建筑废料， 

我通过Whalsapp向当地市议员 

反映此事，要求关注。”

他说，惟至去年底，问题 

仍没解决，依旧有人向他提及 

此事，直至上两星期，有居民

反映罗里改在夜晚出人多，尤 

其靠近住宅出人口的居民饱受 

罗里噪音困扰，而看守人口者 

不友善，居民不敢发声。

“除了毗邻的环保站及幼 

稚园淹水外，若太大雨，前面

蕙

巴刹有小撮地方会有积水，包 

括附近住家路面，所幸没有淹 

人民宅内。”

D慈济金銮花园第3区环保站干事♦林湧顺 草皮积水

赵启兴：调查釆管制方案

赵启兴说，市议会官员将 

查核废矿湖的土地状况，以便 

采取下一步管制方案。

他说，据了解该废矿湖为 

私人地段，地主允许罗里进人

倒垃圾，惟是否取得准证有赖 

展开调查。

市议会要求环保站及幼稚 

园观察水位回流的地点及提呈 

开辟新排水沟建议。

D阳光幼儿园主席•沙哈伦

厕所水回流不卫生

幼稚园四周仍可见到积水及枯叶，引发卫生问题

幼稚园建筑物外四周空地 

从去年开始，经常出现一下雨 

就发生突发水灾情况，今年内 

就有6、7次了，无论大雨或 

小雨，皆会淹水。所幸幼儿园 

室内地板是升高设计，水位只 

在屋外庭院，但难为了本院学 

生，进出不得。

木院共有30名年龄介于4 

至6岁的孩童，水灾会造成丨呵 

所水回流，学生无法忍大小 

便，被迫如常上丨则所，卫生问 

题令人担忧。

我曾在去年致函向相关政 

府单位反映，市议会有派员查 

看，但问题依旧无法解决。

每次下雨时，雨水会回流，除了建筑物外淹水，部分室内空 

间会浸水，须把易湿物品如衣服、纸类垫高，但一些铁架W为泡 

水而易生锈。

建筑物附近草皮疑地下水太多而积水，令人担心蚊虫滋生， 

不过，卫生局官员有说这一带不是骨痛热症黑区。

淹水也影响志工进度，加上他们大多数是乐龄者，担心他们 

不小心滑倒或引发健康卫生等问题，曾就此事向市议会投诉，今 

日会议官员要求我们建议地点，开辟新排水沟来加速排水。

□志工•刘蕙缘影响分类工作
环保站经常淹水，干扰了我们做一些环保分类工作：我也住 

在附近，偶尔会闻到一些异味。我家较里面，不常注意到其他交 

通，不过在环保站工作时，就会看到有罗里载废料进来土埋，有 

时一天会看到3辆大罗里出人。

志工•杨理中 厕所阵阵恶臭

每次水灾时，环保站的厕所水就会上升，甚至发出阵阵的臭 

味，难以忍受。

我们在处理资源时，也面对不便，鞋子常被水弄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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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志勤黄瑞林带领插秧

育群华小生下田乐
(适耕庄11日讯）农业部副部长沈志 黏糊糊的黑泥浆，弯腰把秧苗整齐插 

勤与雪州议长黄瑞林日前带领95名 好，体会从前农家生活的辛劳与乐 

育群华小学生一起下田插秧，脚踩着 趣！

为雪州米仓的适耕 

庄，自1980年代以 

如都是米用人手插秩，后来 

改用“直播”方式，即直接 

把种子丢人稻田里，但秧苗 

位置不定导致稻苗和杂草混 

杂其中，影响稻米素质，最 

终2004年引人插秧机器，成 

功改善稻米种植的产量与素 

质..。

体会人手插秧作业

如今人手插秧的时代已 

从适耕庄远去，别说是城市 

地区的孩子，就连许多适耕 

庄的木地孩子，也没体会过 

人手插秧的作业模式，为此 

适耕庄人民碾米厂有限公 

司，R前特意主办“下田乐”

活动，让育群华小的学生， 

与到访适耕庄视察的沈志勤 

一同参与。

下田乐活动由讲解稻米 

种植开始，学生实地了解稻 

谷至秧苗的培植过程后，就 

赤脚进人灌满黑泥浆的稻 

田，黑糊糊又带有粘性的独 

特触感，丨丨:学生从原本的惊 

恐大叫，慢慢转为好玩有 

趣。

沈志勤与黄瑞林也卷起 

裤脚和袖子，与学生一起学 

习插秧，从稻饼摘下5株秧 

苗后，弯腰插人稻田里，依 

循数寸的距离，以直线方式 

插秧。

虽然头上顶着大太阳， 

手脚和衣服都沾满泥浆，但

林卯顺：开放学校旅行团参与

拟打造夜间稻田旅游
适耕庄人民碾米厂有限公 

R]董事经理林卯顺指出，未 

来将开放“下田乐”活动予 

学校或旅行团参与，除了体 

验传统的耕种模式，也会打 

造夜间稻田旅游计划。

他表示，两年前就有下田 

耕种的生态旅游计划念头， 

但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土地和 

规划方式，直到最近才敲 

定，因此借着农业部副部长

沈志勤的到访，邀请育群华 

小的学生试行，效果还不 

错，如今也收到许多询问。

另辟地展示稻苗成长

“我在米厂旁边开辟了一 

片土地，分为10小份，每10 

天播种一次，W此无论哪一 

个季节到访这片稻田，都能 

看到稻苗的完整成长过程， 

包括插秧、生长和收割期。”

许多学生都认真插秧，长期 

弯着腰的锻炼，也让不少学 

生高呼受不了，让欢乐的场

面夹杂了啼笑皆非的玩笑

〇

在场者包括大港国会议 

员慕斯利敏。

大港国会议员慕斯利敏（左起）、沈志勤、黄瑞林与林卯顺为 

“下田乐”生态旅游计划主持开幕仪式。

他说，随着适耕庄州议员 

黄瑞林成功为主要道路设街 

灯，夜晚的稻田也非常安 

全，未来考虑设立晚间导览 

行程，例如在辽阔的稻田观 

星，与观察稻田的夜行动物

等。

“我们会在米厂的网站和 

面子书陆续公布洋情，有意 

参与的学校和民众可留意面 

簿适耕庄珍珠米厂cap asas和 

网站 www.plsgi.oup.com.my °

尽管稻田内的泥浆又黑又黏，但学生并不觉得害怕或恶心， 

认真把稻苗插在正确的位置。

下田劳作促进亲子关系
沈志勤与黄瑞林指出， 

在日渐依赖电子设备娱乐的 

时代，业者推出下田劳作的 

生态旅游模式，非常值得鼓 

励，也能丨丨:家艮与孩子缔结 

更紧密的联系。

“许多小孩空暇时都紧抓 

手机或平板电脑，这种亲近 

大自然，流汗和弄脏手脚的 

旅游模式，是很少有的机 

会，也是未来许多生态旅游 

应该重点发展的模式。”

林卯顺（前排右四）向学生讲解如何选择优质的稻谷，左起 

为沈志勤与黄瑞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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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相关执法单 

位、中央银行和 

业者都能更加紧 

密合作。

行讨论，以协助市场继续呈包容 

性发展。

「这建议符合资本市场的变 

化、金融技术和业者及投资者的 

期望，同时也将加强监管。」 

他说，为达到目前，该理事 

会认同应积极处理现有的平台， 

以便所有利益相关者包括监管机

政府关注疫情对各行业冲击
吉隆坡11日讯I经济事务部

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指出，政 

府将针对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疫 

情对国家经济带来的影响，拟定 

一套刺激经济的方案。

他说，新冠肺炎疫情使到多 

个行业受到巨大影响，尤其是服 

务业如旅游业、零售业和航空业 

等。

他指出，首相敦马哈迪今 

曰在布城主持了经济行动理事会 

(EAC )第二次会议，主要讨论了

新冠肺炎对国家经济发展所带来 

的影响。

「政府正在拟定一套刺激经 

济的措施，以应对新冠肺炎所带 

来的影响。受到关注的课题，包 

括如何协助各个行业应对现金流 

的问题，以及推出鼓励本地消费 

和旅游的措施，透过内需增加使 

到经济成长。」

他说，财政部也与各部门、 

机构、企业和公司展开对话，以收 

集刺激经济方案的建议，相信在最 

短的时间内就会宣布相关方案。

「配合2030年共享繁荣愿景 

和包容性发展原则，经济行动理 

事会也讨论了发展和提升原住民 

经济社会素质的具体建议。其中 

最主要的课题是原住民土地所有

权及发展、保健服务、教育和技 

能、基本设施和原住民社会经济 

的发展。」

讨论改革方向

他补充，经济行动理事会 

已同意米取立即且直fe的彳T动蓝 

图，以应对各个相关课题，其中 

包括获得各州政府的合作。

他表示，经济行动理事会也 

针对本地资本市场的改革方向进

东
方
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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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種漢民華小新春團拜

同歡共榮喜洋洋

汉民小学举办“好运鼠于 

你”新春团拜。董家教师生，校 

友及社会各阶层人士在一片喜洋 

洋气氛中，共度喜庆佳节。

(蒲种11日讯）蒲种十四哩汉民小学日前举 

办“好运鼠于你”新春团拜，董家教师生、校友 

及社会各阶层人士在 '片喜洋洋气氛中，共度喜 

庆佳节。

出席者包括多媒体与通讯部长兼蒲种区国会 

议员哥宾星、雪州行政议员兼金銮区州议员黄思 

汉代表莫汉市议员、蒲种十四哩新村管委会主席 

黄健生。

团拜掀开序幕的是醒狮表演，锣鼓声响彻云 

霄，震撼人心。汉民华小董事长拿督罗文森带领

家协主席雷耀华，校友会主席罗贵祥，莫培文校 

长以及全体师生，向各界祝贺喜庆新年，发扬我 

国特有的多元精神。

今年汉民华小举办新春团拜，广邀各民族参 

与，也加强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了解，呈献 

的文化节n包括醒狮表演、二十四节令鼓、财神 

爷、踩高跷、挥春及捞生等。今年的挥春比赛， 

校方邀请了巴生书法屋主持人范忠伟先生以及书 

法导师张铕玲。希望同学们能够借此千载难逢的 

机会，向2名书法家学习。

哥賓星：

安全走廊提升計劃獲批
宾星部长在团拜上受邀致词表示，有关汉民 

I华小校外的安全走廊提升计划已获批准，并 

将于4月1日动工3此外，他也赠送300张椅子给汉民教 

师办公室及会议室。他也以华语祝贺出席者鼠年快乐， 

恭喜发财，获得全场热烈掌声。

羅文森：揮春賽增添新春氣息
民华小董事长拿督罗文森在致词时表示，挥 

&春比赛是汉民华小历年不断传承及延续的传 

统活动，除了发扬及传承中华文化，提高书艺水平和书 

法风气，同时也增添新春气息。

雷耀華：盼學生設新目標奮鬥

家!
•教协会主席雷耀华在致词中表示，过去一年 

►可以算是丰收年，许多同学都取得优异的成 

绩。他希望同学们今年为n己设下 '个新目标，努力 

奋斗，取下更辉煌的成绩。

A

莫做 
培好 
文防 

:護
免
受
病
毒
感
染

汉
民华小校 

长莫培文 

说，今年的鼠年，全 

世界都受到新型冠状 

病毒病毒笼罩，但是 

只要大家注意个人卫 

生、勤劳洗手、避免 

到人潮多的地方，必 

要时，戴上口罩。预 

防胜于治疗。

预防措施做好， 

保护自己会避免受到 

病毒的感染。他也勉 

励学子学习老鼠顽强 

生命力的精神，就是 

在于面对挫折时、不退缩，并以 

智慧来解决问题。追求更卓越的 

学业成绩。

当天的压轴节目是由全体师 

生合唱新年歌曲，全体教职员和 

嘉宾们围聚在…起，在欢呼声中 

齐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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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廳批准商區工業區

摩關車店外珥停放I
(八打灵再也11日讯）八打灵再也市 

政厅已批准商家在商业区或工业区摩哆 

车或脚车商店外，停放摩哆车或脚车a 

灵市政厅今日下午发表文告指出，商店外 

围若停放摩哆车或脚车，则必须拥有足够的空

间让障友通行；当局也将会视有关走道的空间 

大小而决定批准相关准证。

须有足够空间让障友通行

当局解释，在商业区买卖脚车或摩哆车的 

商店，获允许在店外拥有多余的空间停放摩哆

车或脚车；若在丁业区范围，商店前方或侧 

边则必须要有走廊空间，至于摩哆车停放在 

获颁布为收费的停车格，则可以月租400令吉 

租用一个停车格。

文告显示，申请者需缴付全额或50%的 

费用，在店外停放摩哆车和脚车的准证则需 

缴付抵押金。
根据执法组展开的充公行动记录，2019 

年共充公因阻碍公共场合的687样物品。

欲知详情，可致电八打灵再也市政厅 

执照组（ 03-7960 9026、03-7954 1560或03- 

7960 4667 )，或浏览www.mbpj.com.my、脸 

书（@petalingjayacitycounoil )或推特（@ 

pjcitycouncil ) 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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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樁醒獅隊表演助興靈培才新春團拜熱烘烘
(八打灵再也11日讯）八打灵培才华文学 

校在该校大礼堂，日前举办了盛大的新春大团 

拜活动，获得三机构和全校师生热烈响应。董 

事长丹斯里拿督林源德在现场分发红包，作为 

对教职员及孩子的祝福与勉励。

当天的新春团拜由高桩醒狮队表演揭开序 

幕。瑞师在响彻云霄的锣鼓声中，展现精彩的 

表演，赢得了现场如雷掌声。

林源德致词时表示，新春团拜是培才华校 

春季的重点活动，希望全校师生在今年有-个 

美好的开始，富足的收获。

校长冯玉英则说，希望学生在新的-年 

里，认清方向而把握时间好好学习，无论在学 

业表现或课外活动都能够提升自己。

家协主席张运华除了勉励学生外，也希望 

学生对自身的卫生多加注意，以提防受到病毒 

的感染

出席嘉宾有副董事长吴俊标、八打灵白沙 

罗国会议员潘俭伟、八打灵登古村州议员林怡 

威、雪隆潮州会馆会长兼董事总务林家光、雪

八打灵培才华文学校新春团拜，嘉宾与学校三机构理事合影，左 

起为黄贵兴、林木盛、刘佑和、陈艳珍、郑金德、张运华、林怡威、 
潘俭伟、林源德、吴俊标、林家光、冯玉英、邓诗汉及周景光。

隆潮州会馆署理会长兼董事财政郑拿督邓诗汉、生命的礼物协会主席 

金德、雪隆潮州会馆财政林木盛、陈艳珍等6校方也安排了各种迎春 

八打灵市议员王友泰、前家协主席的精彩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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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市区100号交通圈柏西兰苏丹依布拉欣 

的路洞补了又坏、坏了又补，真是周而复始地折 

腾驾驶人士D

巴生南區有撥款获提升

北區公路爛如戰區
(巴生11日讯）希盟执政1年 

9个月了，但巴生各地的烂路何时 

了？

陈彼得：

多次投诉都说没拨款

巴生社会工作者陈彼得今日揭 

露，巴生各地的烂路整修情况，原 

来也有分“南北区”，即过了巴生 

河的南区道路，普遍上都获得“关 

照”，联邦政府甚至在今年度财政 

预算案，拨款5000万令吉提升和维 

修巴生西港英达岛大道，让北区市 

民羡慕不已：

“相反地，北区道路却破损

不堪已久，只有部分道路在投诉后 

$得修补，例如加埔路5支罗弄双 

溪布鲁（Lrg Sg Puloh，Batu 5 );但 

主干公路如加埔路和中路的路况却 

糟透，当局还归咎于在中路施丁的 

轻快铁第三路线（LRT3 )施工造 

成。”

他敦促雪州议员和巴生区国会 

议员，多协助维护巴生地区的公共 

工程局级别公路，并质问在沙亚南 

和首邦市的路况都很好，为何投诉 

巴生区的烂路，每次得到的N应只 

有一个，即没有拨款或拨款不足？

他甚至恳求雪州苏丹沙拉弗丁 

殿下，能关注巴生地区的道路损坏 

问题，因为烂路实在太严重。

，丨

萧慈恩（左）与陈彼得促请有关当局尽 
速把被封堵的沟渠疏通，以便能排走积水。 更多新聞見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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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區公路爛如戰區

K : \

店员无奈每日需喷射好几次的蚊油灭蚊。

店前小水沟不知何故长年累月堵塞不通，造成蚊子飞舞， 

恐会有蚊症风险。

溝渠阻塞長年積水
陈

彼得今日率同媒体视察“烂如

»战区公路”，补了又烂、烂了 

又补，周而复始的巴生市区100号交通 

圈柏西兰苏丹依布拉欣繁忙要道，形容 

该路段本来没有坏，却是…条道路排水 

沟不知何故被封堵后，积水无处可退， 

长年累月积在路面侵蚀道路所致。
他指出，排水沟从2018年开始阻 

塞，积水不通。他曾向负责当地的市议

员投诉了两次，后者却把积水问题归咎 

于旁边一家咖啡店每天洗地流去路面的 

水，并指该路段是工程局管辖，巴生市 

议会无能为力。

“我针对这项烂路问题于今年农历 

新年前，向巴生区国会议员查尔斯的助 

理伍醒罱市议员反映了，希望能获得尽 

速解决。”

蕭慈恩：環境骯髒顧客不來
、4地商家八打粦电器(巴生）公 

3司东主萧慈恩（80岁）受询时 

指出，除了公路排水沟被堵死令积水不 

通，导致地上肮脏和现泥泞，店前的小 

沟也堵塞了一段时日滋生蚊子，不断有 

蚊子飞舞和叮人，迫使店员每日需好几 

次喷射蚊油灭蚊，影响做生意。

他表示，因为顾客见到环境肮脏长 

期有泥泞，所以都减少光顾，影响店里 

门市生意。他唯有在店前铺上一张纸皮 

供顾客垫踏。

他透露，本身从1992年开店以来， 

向来都相安无事，直到最近这一年来当 
局一直修路和补路洞，几乎是一个月修4 

次，但总是修了坏、坏了修，没完没了。

萧慈恩认为，路烂和排水沟被堵死 

有直接关系，不解当局为何这么做，过 

了这么久也没有把排水沟重新疏通，让 

积水能流入。

他证实，曾目睹摩哆车骑士不慎撞 

人路洞，而意外跌倒的事情，不确定骑 

士有否受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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錫米山路線3候車站簡陋

脚傾車亭應攉風爾
(加影I!日讯）雪兰莪精明巴士川 

行锡米山路线至今，是有足够候车站， 

可是只有一个巴士站牌的“候车站”设 

备简陋，乘客要顶着日晒雨淋等巴士， 

万宜国会议员王建民将拨款3万令吉， 

今年内把有关“候车站”提升为候车 

亭。

加影市议员颜丽丽指出，雪兰莪精明巴 

士路线川行锡米山区的路线，会路经加影拉也 
花园、加影英达花园及加影美华花园，这3个 

花园的候车站是没有亭子，设备简单，因此是 

时候进行提升工作。

她表示，这些候车站的位置是在大路 

边，她们发现有需要提升的必要，•旦提升为 

候车亭，民众在等巴士时可免日晒雨淋。

颜丽丽今早与万宜区国会议员王建民助 

理魏子权，在敦胡先翁镇国中（二校）移交20 

部平板电脑时披露，国会议员服务中心与往年 

'样有200万令吉拨款，有关增建候车亭是为 

社区提升基本设施的其屮•项小工程:、

她说，很多锡米山居民都会选择搭乘精 

明巴士，虽然该服务中心没有接获民众要求提 

升候车亭，可是该服务中心认为需要拨款进行 

提升基设，每个候车亭花费1万令吉。

去年拨28万提升14校基设

另一方面，她透露，国会议员服务中心 
在去年亦批准拨款14所中小学共28万令吉，作 

为维修及提升校园基设费用，而上述国中申请 

2万令吉购买平板电脑的拨款已在今天完成。

“我们会协助学校维修或提升基设的需 

要，即使是社区基设问题也可以提出申请。”

锡米山3个巴士站牌的“候车站”设备简陋，将进行提升为候车亭。

颜丽丽（右二）代表万宜国会议员王建民移交2万拨款购买20部平板电脑 

給敦胡先翁镇国中（二校），左二为校长阿末依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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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 

来宾与一众 

演员合影： 
站者左五起 

为张国雄、 
王友泰、池 

慧芬校长、 
祭依霖、陈 
有才与丘丽 

凰。

雙溪威華祉演《老题■〉互動表演臝滿堂彩
(八打灵再也11日讯）配合鼠年的 

到来，由新村管理委员会主催，人人人 

鼓剧场所演出的新春鼓剧《老鼠娶亲》 

在双溪威华小精彩上演0

《老鼠娶亲》这部剧改编自华人传 

统新年故事，具有本地色彩元素，其演 

出运用了面具、道具、舞蹈、鼓乐与戏 

剧等等。表演者以轻松有趣的角色，搞 

笑的剧情，拉近了民众与学生的距离， 

当中与学生所进行的互动更是赢得满堂 
喝彩，掌声不绝于耳。

双溪威华小校长池慧芬特别感谢甘 

榜东姑州议员林怡威俩赞助这项活动的 

演出费用，让双溪威华小全体同仁与双 

溪威新村的村民有机会欣赏如此精彩的 

表演。

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长特别事务官蔡 

依霖在致词时表示，文化需要大家用心 

地推广与传承，以传承五千年历史的中 

华文化。此外，蔡依霖也鼓励同学们将

《老鼠娶亲》这个故事告诉父母与家人， 

好让更多的人能知道这个故事。^

当天出席观赏表演的来宾包括国会议 

员特别助理丘丽凰、八打灵再也市议员王 

友泰、双溪威新村管委会主席陈有才和家 

教协会主席张国雄。

人人人鼓 

剧场精彩的演 

出赢得热烈的 

掌声。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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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田實地瞭解培植過程

育脚5學务
(适耕庄ii日讯）农业部副部长 

沈志勤和雪州议长兼适耕庄区州议 

员黄瑞林，曰前带领95名育群华小学 

生，一起下田插秧，体会从前农家生 

活的辛劳与乐趣。

贵为雪州“米仓”的适耕庄，自1980 

年代以前都是采用人手插秧，后来改用 

“直播”方式，即直接把种子丢人稻田 

里，但秧苗位置不定导致稻苗和杂草混杂 

其中，影响稻米素质；最终2004年引人插 

秧机器，成功改善稻米种植的产fi与素 

质。

如今，人手插秧的时代已从适耕庄远 

去，别说是城市地区的孩子，就连许多适 

耕庄的本地孩子，也没体会过人手插秧的 

作业模式:为此适耕庄人民碾米厂有限公 

司日前特意主办“下田乐”活动，让育群 

华小的学生，与到访适耕庄视察的沈志勤 
-同参与。

“下田乐”活动由讲解稻米种植开 

始，学生实地了解稻谷至秧苗的培植过程 

后，就赤脚进人灌满黑泥浆的稻田，黑糊 

糊又带有粘性的独特触感，让学生从原本 

的惊恐大叫，慢慢转为好玩有趣。

林卯顺（前右四）向学生讲解如何选择优质的稻谷, 
黄瑞林。

一>•尽管稻田内 
的泥浆又黑又黏， 

但学生并不觉得害 
怕或恶心，认真把 
稻苗插好。

i长时间的 
人手插秧对体能， 
尤其是腰力非常考 
究，因此对学生而 

言，也是很好的锻 
炼体能方式。

沈志勤黄瑞林学插秧

沈志勤与黄瑞林也卷起裤脚和袖子， 

与学生一起学习插秧，从稻饼摘下5株秧苗 

后，弯腰插人稻田里，依循数吋的距离， 

以直线方式插秧。

虽然头上顶着大太阳，手脚和衣服都 

沾满泥浆，但许多学生都认真插秧，长期弯 

着腰的锻炼，也让不少学生高呼受不了，让 

欢乐的场面夹杂了啼笑皆非的玩笑声。

沈志勤与黄瑞林指出，在日渐依赖电 

子设备娱乐的时代，业者推出下田劳作的 

生态旅游模式，非常值得鼓励，也能让家 

长与孩子缔结更紧密的联系。

“许多小孩空暇时，都紧抓手机或平 

板电脑，这种亲近大自然，流汗和弄脏手 

脚的旅游模式，是很少有的机会，也是未 

来许多生态旅游应该重点发展的模式。”

林卯順：“下田樂”將開放參與

适
耕庄人民碾米厂有限公司董 

事经理林卯顺指出，未来将 

开放“下田乐”活动给学校或旅行团参 

与，除了体验传统的耕种模式，也会打 

造夜间稻田旅游计划。

他表示，2年前就有下田耕种的生 

态旅游计划念头，但一直找不到合适的 

土地和规划方式。直到最近才敲定，因 

此借着农业部副部长沈志勤的到访，邀 
请育群华小的学生试行，效果还不错， 

如今也收到许多询问。

“我在米厂旁边开辟了…片土地， 

分为10小份，每10天播种一次，因此无 
论哪•个季节到访这片稻田，都能看到

稻苗的完整成长过程，包括插秧、生长 

和收割期。”

拟打造夜间稻田旅游计划

他说，随着黄瑞林成功为主要道路 

树立街灯，夜晚的稻田也非常安全，未 

来考虑设立晚间导览行程，例如在辽阔 

的稻田观星，与观察稻田的夜行性动物

等。

“我们会在米厂的网站和脸书陆 

续公布详情，有意参与的学校和民众， 

请关注我们的社交媒体（适耕庄珍珠 
米j cap asas )和网站www.pls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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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魯比安拒回應組新黨傳聞

巴生11日讯I政坛传出公
正党署理主席阿兹敏阿里将会 

出走另组新政党。对此，公正 
党砂拉越州主席巴鲁比安不愿 
回应传闻，仅强调公正党须专 
注在团结与稳定。

他也拒绝回应砂州公正 

党内有多少支部支持阿兹 
敏，并提醒公正党领袖有责 
任团结党基层。

巴鲁比安也是工程部

长，并被视为阿兹敏派系的 
大将。他昨日巡视佐汉斯迪 
亚第三轻快铁工程后，受媒 

体询及公正党是否面对分裂 
时，这麽表示。

「作为工程部长，首要 

关注的就是国家经济和建 

设，比如关注和监督第三轻 
快铁工程的进展。作为部长 
应关注国家发展，而不是热 
衷于政治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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