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HAH ALAM - 
Jabatan Agama 
Islam Selangor 
(JAIS) mengarah-
kan pengurusan 
sebuah masjid di 
Seksyen 27 di sini 
menarik balik no-
tis arahan penu-
tupan premis ber-
kenaan.

Pengarahnya, 
Mohd Shahzihan 
Ahmad berkata, notis tersebut 
sebenarnya dikeluarkan oleh 
nazir masjid terbabit tanpa 
pengetahuan JAIS.

“Saya sudah arahkan pe-
narikan balik arahan ini dan 
aktiviti diteruskan,” katanya 
kepada pemberita di sini se-
malam.

Sebelum ini, satu notis pe-
nutupan sementara masjid 
berkenaan tular di media so-
sial.

Ia susulan seo-
rang jemaah mas-
jid itu didakwa 
positif Covid-19 
selepas bercuti ke 
Vietnam baru-
baru ini.

Mohd Shahzi-
han berkata, JAIS 
telah mengarah-
kan setiap masjid 
di negeri ini untuk 
meneruskan solat 

berjemaah, bagaimanapun 
menetapkan langkah kawalan 
yang lebih ketat.

“Arahan penutupan masjid 
hanya akan diumumkan sele-
pas JAIS membuat semua 
pertimbangan berhubung per-
kara itu.

“Pembersihan di masjid 
perlu dilakukan segera dengan 
mendapat kerjasama Kemen-
terian Kesihatan (KKM),” 
katanya.

JAIS arah pengurusan masjid tarik 
balik notis penutupan

MOHD SHAHZI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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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ULPTURE COMPETITION 
Subang Jaya Municipal Council 
(MPSJ) is calling for entries for its Art 
In The City 2020 sculpture design 
competition. It is open to everyone 
in the municipality. The winning 
sculpture design will be built at a 
strategic location in SS13 Millennium 
Square. Closing date for entries is 
April 30. For details, visit www.mpsj. 
gov. 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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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加影義山新橋通車
料可解決清明節交通問題

(加影15日讯）随著衔接双溪直 

落花园（Taman Sungai Jelok )与 

加影福建义山的新桥提前竣工并通 

车，预计将可大大解决民众，在来 

临的清明时节难以进入义山扫墓的 
问题。

已有92年历史的加影福建义山主 

要路段，在早前配合加影医院扩建 

妇女与儿童病楼工程而被关闭后， 

民众只可取道一条位于双溪直落花 

园的小路进出义山，引发诸多不

g #是雪州行政议员的 
4 Hi/许来贤声称，作 

2 为非伊斯兰宗教事务委 
^员会的一员，他负责教 
Igl堂事务，并每2个月开 

yj会探讨非伊斯兰宗教事

遠务。
H 他指出，州政府规定 

gj*在新的物业发展项目 
中，须准备伊斯兰及非 

IP伊斯场宗教场。但由于 

部分在住宅区内的非伊 
#斯兰宗教场所引来邻里 

#投诉，因此当局已著手 

胃处理，让民宅区内的宗 

3教场所，特别是引起投 

@诉的场所，搬迁至新物 

业发展地点。（TKM )

便。

随著耗时8个月、全长140公尺和 

设双向来往车道的新桥启用后，该 

新桥也将在清明节期间暂时改为单 

向道，为民众带来交通上的便利。

耗资130万元

公正党加影区州议员许来贤在出席 

新桥通车开幕仪式后提到，此新桥 
工程耗资130万令吉，由雪州政府拨 

款，原定今年3月杪完工，惟提早在

3月初竣工。他相信，随著新桥的通 

车，可为当地民众提供便利，让他 

们顺利进入义山清明扫墓。

他也希望乌鲁冷岳福建公会给予配 

合，在清明期间在该路段展开交通 

管制，以维持良好的交通秩序。
此外，乌鲁冷岳福建公会主席陈道 

金则感激雪州政府的拨款以及其他 

单位的付出，让这座新桥可顺利落 

成°

他表示，该义山有4000个墓位， 

清明节期间将有不少民众前来义山 
扫墓。因此，清明节前后的10天， 

新桥的道路将暂时改为单向道，让 

民众使用该新桥进入义山，并由义 

山的另一路段离开。（TKM)

■衔接双溪直落花园与加影福建义山的新桥提前竣工，民众进入义山扫墓更 
为便利。前排左二起陈道金、罗斯里及许来贤。

加影依然零確診病例
fpi影市议会主席拿督罗斯里说，近期新冠肺炎疫情来 
/JU袭，多个国家都积极展开防疫措施；市议会管辖区 

内，目前依然是零确诊病例。

“随著新桥通车的仪式如期展开，大家也进行适当防 

疫措施，包括减少与人有直接的肢体接触以及用手放在 

胸□，取代握手的方式来示意。”

他也补充，新桥工程在所需的时间内完成，除了能为 

扫墓者带来便利，也可解决交通阻塞问题。（TK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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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伊局否認發指示

沙亞南清真寺沒關閉
(八打灵再也15日马新电） 

(JAIS)否认，位于沙亚南27区的AI 
Munawwarah清真寺，将随著该清真寺 

的一名信众被指染上新冠肺炎而被迫暂 

时关闭的传巨。

该局是针对网上流传指，该清真寺将 

因疫情而被迫暂时关闭一事。给予说 

明。

该局主任莫哈末沙兹罕阿末澄清，他 

并没有发出过上述的指示，而有关清真 

寺也没被暂时关闭，反而被命令保持对 

外开放。

他向马新社提到，所有的决定都是经

雪兰莪伊斯兰宗教局的周详考量，他已 
指示清真寺采取更严格控制措施，以继 

续落实每日五个时段的强制性祈祷，而 

清真寺的清理工作也将在卫生部的合作 

下马上进行。

他表示，该局还要求各清真寺通知各 

自信众，若本身为新冠肺炎确诊患者、 

正在等待检验报告或出现疑似症状，都 

须按照卫生部的指示在家进行隔离。

早前，一家本地媒体在网站报道说， 

由于该清真寺的一名信众从越南度假回 

国后，被确诊感染新冠肺炎而被迫暂时 
关闭。（T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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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影福建义山新桥提早通车
(加影15日讯）加影福建义山

新桥较预期提早3周竣工并已 

正式通车，进出义山不便的问 

题圆满解决！

加影州议员许来贤指出， 

这项工程原计划于3月抄完 

工。工程顺利进行，在3月首 

个星期就完工，耗时8个月。

之前，通往义山的主要道 

路位于双溪直落路路口的医院 

宿舍路（Jin Hospital 

Quarters)，不过因让路加影医 

院的提升工程而被迫封锁。

许来贤今日出席加影福建 

义山新桥通车仪式时披露，建 

桥期间，加影市议会也拨款40 

万令吉，在双溪直落花园 

(Taman Sungai Jelok)进行治 

水工程，

“过去10年，双溪直落花 

园都面对逢雨成灾的闲扰，水 

灾甚至可达2尺深。”

乌冷福建公会主席陈道金

表示，感激雪州政府拨款130 

万令吉，在双溪直落花园建设 

新桥，开拓2条车道的新路衔 

接义山。

“这条双向道路将在清明 

节前后2周暂时改为单向 

道。，’

他指出’加影福建义山有 

超过4000座坟墓，每逢清明

节都有庞大车流量进出义山。

“若保持双向道，车流量 

会导致双溪直落花园交通瘫 

痪。”

他说，改为单向道期间， 

车辆从双溪直落花园进人，再 

从义山另一端离开，交通比较 

流畅。

出席嘉宾包拈加影市议会 

主席拿督罗斯里及市议员林金 

镆等。

许来贤（右二）主持加影福建义山新桥通车仪式。右三起为罗斯 

里及陈道金。

许来贤：新屋业须有宗教保留地
也是雪州行政议员的许来 

贤表示，州政府规定新屋业发 

展项目，须有回教与非回教宗 

教场所保留地。

他指出，他是非回教事务 

委员会其中一员，负责教堂事 

务；每2个月都会开会讨论非 

回教事务。

他坦言，坐落在民宅的部 

分非回教宗教场所，常引来邻 

里投诉。

“州政府会尽力协助民宅 

区的非回教宗教场所，搬迁到 

新的屋业发展地点。”

罗斯里：新桥完工合时宜
罗斯里表示，义山新桥的 

工程完丁时段非常合时，可应 

付即将到来的清明节。

他表示，虽然现在政府不 

鼓励举办多人出席的活动，但

下周开始有人扫墓，故新桥推 

介礼如期举行。

他也指出，加影市议会辖 

区没有2019冠状病毒病确诊 

个案。

“加影虽无确诊案例但市 

议会仍鼓励大家做好防疫工 

作，减少肢体接触和握手。

“市议会也关注骨痛热症 

问题，确保一切都在掌控范 

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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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lf
来贤直言，由于部分非 

伊斯兰宗教场所坐落在 

民宅，常常引来邻里投诉。

他也是雪州行政议员。他 

说，他是非伊斯兰事务委 

员会其中一员，负责教堂事 
务，每2个月都会开会讨论 
刺尹期^事:务>。

他|兑7州政府规定新的物 

业发展项目，必须有伊斯兰 

宗教场所和非伊斯兰宗教场 

所的保留地，以建设宗教场 

所。

“州政府会尽力协助在 

民宅区的非伊斯兰宗教场 

所，搬迁到新的屋业发展地 

点。”

通往义山的主要道 

路原是位于双溪直 

落路路口的医院宿舍 

路(J1n Hospital 

Quarters)，不过因 

让路加影医院的提升

工程而被迫封锁。

乌冷福建公会主席陈道金指出，加影福建 

义山有超过4000座坟墓，每逢清明节都有庞 

大车流量进出义山。

他感谢輦州政府拨款130万令吉，在双溪

直落花园（Taman Sungai Jelok)建设新 

桥，开拓一条2条车道的新路衔接义山。

他说，这条路虽然是双向道，不过在清明 

节前后2星期都会暂时改为单向道。

他解释，如果保持双向道的话，车流量会 

导致双溪直落花园交通瘫痪。

清明節前後改單向道

“改为单向道期间，车辆从双溪直落花园 

进入，再从义山另一端离开，让交通比较流 

畅。”

他今日出席加影福建义山新桥通车仪式

时，如是指出。

其他出席嘉宾尚有加影州议员许来贤、加 

影市议会主席拿督罗斯里和市议员林金瑛 
等。

口影州议员许来贤指出，这个工程原本在 
3月尾完工，不过工程进行顺利，成功在3月 

首个星期就完工，耗时8个月。

他说，在建桥期间，加影市议会亦拨款40 

万令吉，为双溪直落花园同步进行治水工 

程。

“双溪直落花园在过去10年都面对逢雨成 
灾的困扰，水灾甚至可达2尺深。”

■许来贤（右2)为加影福建义山新桥主持通车仪式；右3起为罗斯里和陈 

道金。

加影沒肺炎確診個案
%斯里指出，虽然我国新冠肺炎（2019冠状病 

7毒疾病）爆发之际，不过加影市议会辖区没 

有石角诊个案。

他说，虽°然辖区内没确诊个案，但市议会仍鼓 

励大家做好防疫工作，减少肢体接触和握手。

“除了新冠肺炎，骨痛热症也是市议会关注的 

问题，确保一切都在掌控范围。”

他周日出席加影福建义山新桥通车仪式时说， 

虽然现在政府不鼓励举办多人出席的活动，但下 

周开始有人扫墓，故新桥推介礼如期举行。

他赞扬义山建新桥的工程完工的非常合时，可 

以应付即将到来的清明节。

“清明节期间，义山出入的车辆非常多，这个 

工程也反映出人民的需求被满足。”

建
义
山
的
新
桥
正
式
通
车
。

■
历
时
8
个

月

，
衔
接
双
溪
直
落
花
园
和
加
影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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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雪州議會提高政治覺醒

讓青少年参與
貞黎

(莎阿南i5日訊）雪州 

议会继续推动议会改革， 

鼓吹全民议会，让18岁的 

青少年参与雪州年青议员 

计划，从参与模拟州议会 

的过程之中了解议会作 

业、州议员扮演的角 

色，提高政治 

觉醒。

IICT

雪州议长黄瑞林接受《中国 

报》记者专访时说，雪州政府 
在2008年更换政权后，民联和 

希盟不断努力，在雪州议会进 

行改革，让州议会成为其他州

龄也降至18岁，他们也计划让 

中四及中五的学生，包括独中 

高中的学生参加此计划。
“我们会在下半年5、6月举 

行年青议会活动，邀请国中、

■黄瑞林指雪州议会积极进行改革，让州议会成为其他州效仿的典范，也是国内 

议会改革的先锋。

效仿的典范，也是国内议会改独中和宗教中学的中四、中五 

革的先锋。 生等的参加，这是大约一天至

鼓勵參觀州議會 胃fSf计划举行两三

他说，在杨巧双出任雪州议场，每一场共有56人，人数是

长时，开始推动及鼓励更多团根-现枣S3厶数， 
体及组织到来参观州议会，包届时，参加者将会扮演朝野州 
括雪州年鲁议员计划（Program议员、议长、反对党领袖等的 

ADUN Muda 。 角色，在模拟议会中针对个别

他指出，之前已鼓励更多团1果^进彳了-〗仑。&
体及组织等到来参观州议会， 选民如今也年轻化，is夕

包括在州议会举行的其 「一' …■ ' ' ' ~ ~ ~» 1 _ u'

来州议会参观，希望會 

育鼓吹全民议会。

他说，在这之前所3 

议员计划，参与者主1 

于大专学府，但随_

將修改議會常規
>州议会也将于今年内进行一些议会常 

规的修改，尤其是一些不符合现今情 

况的议会常规。

黄瑞林说，目前，雪州议会将会针对 
1965年财政预算案供应法案的部分条文进 

行修改，其中包括第66条（1)和（2)例

他1兑，根据相关条文，当财政预算案提 

呈之后，从提呈、州议员参与辩论、各部 
门总结和二读通过，整个过程最多是4天 

要结束，即是到第4天中午。

他指出，在财政预算案提呈之后，州议 
员通常只有2天时间针对财政预算案进行 

辩论，因要辩论的州议员人数多，导致州 
议员所获得的时间是从最初的15分钟到最 

后的每一位5分钟。

他说，他们也接获许多州议员的要求， 

希望能延长辩论财政预算案的天数，为了 

让更多议员参与辩论，他们也把时间延长
至6时。

他说，如果要延长州议会辩论时间，就 

必须要修改相关的议会常规。

“我们目前已在研当中，还没有最后决 

定要延长多天少辩论财政预算案的天数， 
最多整个过程从提呈到二读通过约5、6 
天。”

i也说，州议会举行的时间是星期一至星 
期四是上午10时开始，星期五是9时30分 

开始。

“由于有时可能有突发事件而影响到州 
议会开始的时间，因此我们也在研究著修 

改议会常规，授权于议长，让议长有权力 

更动议会举行的时间，尤其是在遇到有突 

发事件发生而延误到州议员们出席或者是 

州议会举行的时间。”

考慮重啓

■黄瑞林希望州议员们能更宏观看待问题，多参与政策上的辩论。（档案照）

@瑞林说，他曰 

[求，希望能I 

雪州水供管理特别 
会(Jawatankuasa 

Khas Pengurusan 

Air N e g e ri S 6 

(JPK-SAS))， ‘ 

目前也在考虑当中。

他说，雪州水供 

遴选委员会当初了 

，是监督当时的蕾 

组计划。

他指出，随著雪 

组计划已完成，该 
委员会就在509全| 

行之后，于6月份1 

会之时就悬空，但 

年来，雪州频发生 

问题，导致滤水站

異議貝f
@瑞林重申，尽 

M是州议员们表 

政策的平台，但他 

议员们能更宏观看 

多参与政策上的辩i

他说，雪州441 

(扣除行政议员、 

长、州大臣等）在 

现是中规中矩，包 

议会的出席率、提 

书面提问等。

他指出，州议员 
州议会的管辖，3 

10题口头和书面提 

管是在口头和书面 

中，有不少的焦点 

选区的民生问题。

月间，到 

g通过教

]、的年青

I选民年

成日枪迅氏拟L目匕：f又示，囚此

我们希望能提供一个平台，让 

年轻人能更了解州议会、州议 
员在州议会的工作、如何参与 

辩论等，对于政策和行政的运 

作多一些认知。”

水供管理特委會
前接获要 

重新启动 

遴选委员 
Pi 1ihan 

Sumber 

clangor

雪州议会

管理特别 

主设立时 

州水供重

州水供重 

特别遴选 

国大选举 

的雪州议 

在过去一 

河流污染 

受到因河

水污染而停止操作，造成数 

以万计的用户受到影响。

“有关河流污染问题更涉 

及人为的因素，涉及的范围 

也是相当大，一些州议员也 

在州议会中提出相关问题， 

作为一个问题的州议会也非 

常关注此课题。”

他说，一旦重新启动该特 

别委员会，该委员会的角色 

将会重新启整，会监督各相 

关单位，包括雪州水供管理 

公司、雪wi水务管理机构、 

各地方政府等。

“届时，该委员会将会把 

焦点放在水源污课题上，让 

河流污染问题减至最低点， 

另外也让更换水管工程更加 

透明化。”

$參與辯論政策
管州议会 

现及辩论 

也希望州 

待问题， 

仑。

丨议员 

正副议 

去年的表 

括出席州 

呈口头和

们也通过 

是呈了各 

问，但不 

的提问之 

都是在其

“州议员的工作不只是在 

州区或州议会内的表现，在 

处理选区问题之时，也应要 

多关注雪州的政策，保持更 

宏观的角处来看待问题。” 

黄瑞林也希望能州政府能 

于今年拨出更多拨款，让州 

议员能到一些国家进行考察 

和交流，了解相关国家在城 

市管理、议会运作等。

“州议会没有相关拨款， 

但可通过行政议会申请，我 

也希望在行政议员们出国访 

问活动中，也能让一两位新 

科州议员的参加，増加他们 

的视野，更加了解国外议会 

的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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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DMAX資源 

5845萬售子公司股權
(吉隆坡15 日讯）TADMAX资源（TADMAX, 4022, 

主要板房产）宣布，以5845万令吉现金，脱售旗下 

子公司Pulau Indah Power Plant私人有限公司35% 

股权，相等于1750万普通股给环球控股（Worldwide 

Holdings Berhad) 0

该公司在报备文告中指出，环球控股在这次脱售不 

须承担任何支付股息的负担。
此外，TADMA)(资源将从是项脱售获得5845万令吉， 

其中4295万令吉将用作未来投资、900万令吉作为阿 

南达迈（Alam Daman) 土地收购的剩余部分融资、 

300万令吉作为营运资金，其余3500令吉为脱售开 

销。

除非出现任何不可预见的情况，否者该脱售计划将 

于今年首半年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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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隆坡1S日讯）世界穆斯林学者 

协会颁布宗教裁决，要求受新冠肺炎 

(2〇19新冠肺炎病毒疾病）疫情影响 

的国家，允许暂停穆斯林周五集体祈 

祷。

1 居“半岛电视台”阿拉伯文版报 

道，基於世界卫生组织已将新冠肺炎 

定性为“全球大流行”，以著名伊 

斯兰学者尤索阿卡拉达威为首的世界 
穆斯林学者协会（Kesatuan Ulama 

Islam Sedunia, KUIS)也颁布了上 

述宗教裁决。

文轉A3 +

'仏.‘?

穆
斯
林
學
者
協
會
宗
教
裁
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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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人集會77確診
♦文接封面

尤索阿卡拉达威 

也促请全球清真寺 

暂停穆斯林集体祈 

祷，包括周五集体祈祷。

世界穆斯林学者协会是在昨日发文 

告宣布这项宗教裁决，直到疫情受到 

良好控制为止。

上月尾在大城堡清真寺的万人大集 

会在国内造成集体感染群，卫生总监 

拿督诺希山昨日也指，与这项伊斯兰 

传教士万人大集会相关的确诊案例达 
77宗，其中沙巴更是确诊人数最多的 

州属，累计案例达26宗。

出现这个感染群后，穆斯林的周五 
祈祷受到关注，玻州上周五（13日） 
實布取消周五祈祷改为晌礼（Solat

Zohor)，穆斯林在住家祈祷。

玻州宗教司拿督阿斯里在文告指 
出，在获取卫生部针对新冠肺炎和玻 
州伊斯兰裁决理事会（Fatwa Negeri 

Perlis)的意见和看法后，玻璃市伊 

斯兰委员会（MAIPS)决定将今日的周 

五祈祷改为晌礼。
僮州宗教局（JAIS)宣布，当局已 

发出祈祷指南给雪州的清真寺和祈祷 

室，有关如何在清真寺和祈祷室祈 

祷，以减少信徒传染新冠肺炎的风 

险。

2°雪州宗教局在文告说，当局也将限 

制举行涉及大批民众的大型活动或集 

会，以避免更多人感染新冠肺炎。

暫
停
週
五
祈
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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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訪越南信徒確診

莎清真寺兩題n
(莎阿南is日讯）雪兰莪 

宗教局（JAIS)指出，尽管 

有1名到访越南的信徒被确诊 

感染新冠肺炎（2〇19冠状病 

毒疾病），但雪州莎阿南第 
2T 区的 A1 Munawwarah 清真 

寺，暂时不关闭，直到卫生 

部发出新指示为止。

该局局长莫哈末沙兹汉接 
受“每日新闻在线”询及时 

说，当卫生部发出关闭指示 

后，该局才会暂时关闭。

“由于到访越南的信徒 

被确诊，雪兰莪宗教局要 
求暂时关闭第2 7区的A 1 

Munawwarah清真寺，但该局 

过后要求清真寺撤回暂时关 

闭的指示。”

他也促请清真寺管理方通 

知信徒患者，若确诊呈阳 

性反应或在等待检测结果期

间，必须进行居家隔离。

進行居家隔離

他透露，截目前雪州内的 

清真寺@关闭，如常运作。i

较早前，A1 Munawwarah清 

真寺宣布暂时关闭，包括晨 
礼祈祷（Solat Fardhu)时 

段。

该清真寺督学清真寺的监 
管人慕海亚胡欣发表文告指 

出，该清真寺是基于有穆斯 

林到越南度假回国后，被诊 

确感染新冠肺炎，决定暂时 

关闭清真寺。

“此举是考量人命安全及 

爆发新冠肺炎病例，必须 

向民众公布清真寺暂时关闭 
和停止一切活动，包括晨 

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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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道►陳詩蕙

(八打灵再也15日讯）随着大马冠状 

病毒病确诊病例激增，雪隆部分国会议员 

已展延举办活动，甚至拒绝大型活动或晚 

宴的邀请、避免与他人握手，同时也提醒 

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勤洗手，提高卫生意 

识。

据悉，尽管有不少大型活动已纷纷宣布取 

消，惟也有部分主办单位碍于种种因数，只好在 

做足防护措施的情况下，让活动照跑。

国州议员身为公众人物，出席活动邀约和会 

议在所难免；《大都会》社区报发现，已有部分 

国州议员自发性取消了选区内-些大型活动，并 

主动拒绝部分晚宴邀约，降低接触大众或感染病 

毒的机会。

部分国州议员在受访时表示，其选区内大部 

分的大型活动主办单位已自发性地展延活动，仅 

有少数小型活动照跑，惟他们身为代议士，不可 

避免出席这些晚宴或活动，只能做好防疫措施， 

包括不与他人握手、携带和使用消毒搓手液及消 

毒湿纸巾等，保护好自己。

他们也提及，为降低感染，他们也会鼓励主 

办单位展延活动，或现场提供抗菌搓手液，呼吁 

大众做好卫生防疫，借此也宣扬清洁的重要性， 

提高大众的卫生意识。

UM UP EHG Uaiffl

动 r SM 獅

QWt&

1>〉％7^^113曰（周五）在脸书发布帖文，七 

宣布^避免出席所有多人参与的大盤活动，

至疫情稳-定为土。

随着国内的冠病疫情愈发严重，许多团体纷纷取消或展延涉及多人的活动或晚宴，也有部分国州议员暂时避免出席大型活动。（档案照）

1

S

>访的国州议员 

, „透露，他们在

疫情爆发后，也积极关注 

本身服务中心的卫生情 

M况，包括为大細职员准 

备消毒搓手液、为中心进 

行简单消毒等，同时鼓励 

职员勤洁手及避免握手。 

4BE 他们说，病毒无法

肉眼辨认，但只要各自做 

好防范措施，相信就能降 

低感染风险。

m 此外，随着行动党

洒里街区国会议员黄灵彪 

也在昨晚确诊冠状病毒 

病，成为首个染病的国会 

议员后，曾与他有接触的行动 

党万宜区国会议员王建民及诗 

巫区国会议员林财耀分别自行 

隔离，及在卫生部要求下居家 

隔离。

州議會16至28日如期舉行
14届第三季第一次雪州议会将于3月16 

至28日如期举行，届时雪州卫生局将派 

员为所有出人的州议员、监察员、媒体和公众进 

行基本检测，包括测量体温等，降低病毒传染风 

险^

派员驻守量体温洁手

雪州议长黄瑞林表示，由于州议会一早已编 

排好，且也邀请雪州苏丹主持开幕，所以会如期 

举行，但今次的州议会会与雪州卫生局配合，特 

别进行防疫措施3

“当局会每天派员在人口处，为州议员、媒 

体和观察员、公众等测量体温、洁手等，确保大 

家做好这些卫生措施才踏人议会厅，同时也呼吁 

身体不适或有伤风发烧者别来r”

他披露，雪州政府向来欢迎公众、社团和 

学校前往参观州议会，以了解民主议会的运作过 

程；但碍z

配合第14届第三季第一次雪州议会如期举行，雪州卫 

生局届时将派员为所者出入的州议员、媒体和公众进行基 

本检测，降低病毒传染风险。（档案照）

近日只好取消原定在来临州议会前往参访的3个学校参观团。一 

“我已经叫他们展延行程，下次州议会若疫情稳定会优 

先邀请他们参观F8™
他也提及，目前没有州议员因担忧疫情而请假，仅3名州 

议员因私人因素或公务而无法出席来临议会:

mm

暫不出席各類活動
曱洞區國會議員林立迎

“尽管成为反对党，但过去•周 

来，我的晚宴或活动邀约陆续不断，几 

乎每晚都有活动。但很遗憾，为了避免 

病毒传染，我必须做好自己的本分，暂 

时不再出席各类活动，直到疫情稳定为 

止。

定製300橫幅呼吁防疫
無杠港區州議員王詩棋

“为提醒大众防范疫情，我近日 
已定制300个提醒横幅，呼吁大家勤洗 

手、避免到人多的地方等，这些横幅 

将挂在选区各个角落。

我服务中心举办的活动都已暂时 

取消或展延；但身为人民代议士，我 

没办法拒绝出席活动，所幸 '些涉及 

人数较多的大型活动都已取消，仅-- 

些小型活动照样进行。

我也已通过脸书向他们（主办单 

位）道歉，这方面的反馈相信也非常正 

面。

我的服务中心准备了很多消毒搓手 

液，也提醒工作人员不要跟对方握手， 
做好消毒和洗手的丁作，减少传染s ”

不过，在出席活动时，我会减少 

跟人家握手，并携带消毒湿纸巾与同 

桌人分享，尤其现阶段很多人都说买 

不到消毒搓手液，而这类湿纸巾也有 

抗菌效果。

至于服务中心方面，我也为职员 

准备消毒搓手液，若有职员不舒服， 

也会叫他们暂时不上班，做好防范工 

作。”

不出席大型活動
適耕壯區州議貝黃瑞林

“之前定下来的活动，我都会出 

席，若是很大型的，就不出席。

服务中心近期有…些妇女活动，也 

因疫情而取消；至于其他的，我们会尽 

可能观察和视乎情况作出应变，不会特 

别说全部都取消。

部分一早已策划好的活动，如跟选

14曰升學講座取消
班達馬蘭區州議員梁德志

“我服务中心举办的活动会展延， 
包括原定在14日举办，预计会有逾200 

人出席的升学讲座，鉴于州政府和卫生 

部发出指令，已决定取消:、

至于其他的活动或晚宴邀约，我 

不会拒绝出席，但会鼓励主办单位准备 

好消毒搓手液，让与会民众在出人时使 

用，做好基本的卫生防疫措施；我虽不 

方便佩戴口罩，但会小心点，避免接触 

病人。

民喝茶、到甘榜拜访等，涉及人数不多 

的活动会照跑；但还在策划中的活动， 
就会暂缓，例如希盟原定于本月20日的 

讲座、州政府原定在上周六（14日）举 

办的土地局活动，主办单位也已宣布取 

消。”

其实来临两周的活动邀约已减少 

许多，本来几乎每天都有行程，所幸很 

多庙宇都考量到疫情的严重性，展延举 

行大型晚宴，包括巴生皇城道教联合会 
也在我的建议下，取消原定180席的晚 

宴，毕竟在这个非常时期，很多人也不 

敢出席a
服务中心方面，我将准备消毒搓手 

液让职员和选民在出人时使用，确保干 

净进来，十净出去c ”

以其他方式代替握手
武吉免登區國會議員方貴倫

“在这个非常时期，我呼吁主办 

单位取消大型活动，确保病毒不会传 

染。我本身也非常小心，包括不与旁 

人握手，改用其他方式代替打招呼； 

但部分活动还是会出席，毕竟我们是 

公众人物

我在出席活动时，都会随身携 

带消毒搓手液，必要时会戴上口罩。 

其实很多活动的主办单位已自发性取

消，所以近期邀约少了许多，就连吉 

隆坡市政局也取消许多活动。

此外，我也提醒服务中心的职 

员频密洗手，做好本身的防范措施， 

也会在办公室里，喷一些杀菌的喷雾 

等，做些简单的消毒工作，听说米醋 

也是很好的杀菌物品。

服务中心原定举办的活动也都展 

延了，会等情况好转再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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銜接雙溪直落花園

加影福建義山新檑通車
(加影15日讯）衔接双溪直落花园软■丨,丨^^

(Taman Sungaijelok)与加影福建义山的新 

桥提前竣工，并在今曰通车，解决民众此前 

难以进入义山扫墓的问题。

据悉，已有92年历史的加影福建义山主要道 

路，在早前配合加影医院扩建妇女与儿童病楼T.程 

而被关闭后，民众只能取道-条位于双溪直落花园 

的小路进出义山，带来不便。
不过，随着耗时8个月、全长140公尺和设双 

向来往车道的新桥启用后，该新桥也将在清明节期 

间暂时改为单向道，相信可为民众带来交通上的便 

利。 衔接双溪直落花园与加影福建义山的新桥提前竣工，民众日后可顺利进入义山扫墓，履 

行慎终追远的孝义。前排左二起陈道金、罗斯里及许来贤。

許來賢：方便民衆進義山掃墓

/、正党加影区州议员许来贤今日在出席新桥通车开幕仪 
A式后指出，该新桥工程耗资130万令吉，由雪州政府 

拨款，原定在今年3月杪完工，不过如今已在3月初提早竣工。

他说，新桥通车后，可为当地民众提供便利，让他们顺利 

进人义山扫墓。

他也希望乌鲁冷岳福建公会给予配合，在清明节期间在该 

路段进行交通管制，维持交通秩序

#是雪州行政议员的许来贤指 

出，身为非伊斯兰宗教事务委 
员会的•员，他负责教堂事务，并每2个 

月开会讨非伊斯兰宗教事务。

他指出，州政府规定在新的物业发 

展项目中，必须要准备伊斯兰及非伊斯 

场宗教场。

他说，由于部分在住宅区内的非伊 

斯兰宗教场所引来邻里投诉，因此当局 

已着手处理，让民宅区内的宗教场所， 

特别是引起投诉的场所，搬迁至新的物

搬遷住宅區宗教場所
业发展地点。

加影市会拨40万治水

双溪直落花园的住家一直面水灾问 
题，水位甚至达2至3呎高。

不过，许来贤指出，新桥工程进行 
期间，加影市议会也拨出40万令吉进行 

治水丁作，以解决该处水灾的问题。

长140公尺的来回双向车道的新桥，将在清明节期间暂时 

改为单向道，解决该路的车流量高的问题。

羅斯里：與衛部合作控制蚊症
+ 影市议会主席拿督罗斯里指出，有关新 

桥工程在所需内的时间内完成，除了能 

为扫墓者带来便利，也可以解决交通阻塞的问题。

他指出，加影市议会与和卫生部联手合作，旨 

在确保市议会管辖区的骨痛热症疫情得以控制。

他提及，近期冠状病毒病（冠病）疫情来袭， 

多个国家也积极展开防疫措施；庆幸的是，市议会 

管辖区内的的目前依然是零确诊病例。

他说，随着今日新桥通车的仪式如期展开. 

大家也进行适当的防疫措施，包括减少与人有直接 

的肢体接触及用手放在胸口，取代握手的方式来示
tV.

>Lil、O

鲁冷岳福建么k 

会主席陈道金 

感激雪州政府的拨款及 

其他单位的付出，让这 

座新桥可以顺利落成。

他说，该义山有 
4〇〇〇个墓位，清明节期 

间将有不少民众前来义 

山扫墓

“有鉴于此，清 

明节前后的10天，新桥 

的道路将暂时改为单向 

道，让民众使用该新桥 

进人义山，并由义山的 

另一端路段离开。”

陳
道
金
感

激
■rlr1

I
府
撥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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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潍福： 

雪州政府早前已 
宣布，承包商在 

进行任何挖掘工 

程前，必须经由 

地方政府的批准 
和监督，才可动

工n

—安邦太子园巴刹附近更换 

电缆零件工程的承包商在挖掘土 

地时，不慎造成水管爆裂Q a.,— _

挖地修電纜導致难營彳

椿投修篆成水供才恢箱
(安邦15日讯）更换电缆零件工 

程失误，造成雪州安邦太子园巴刹附 

近的水管爆裂，维修工程截至今午仍 

进行中，水供会在竣工后恢复。

行动党莲花苑区州议员黎潍福接受 

《大都会》社区报记者电访时指出，水管 
爆裂事件于昨晚发生，莲花苑团队在接获 

当地居民的投诉后，第•时间联系雪州水 

务管理公司寻求援助。

他说，该公司也立刻安排承包商的技

术人员前来了解与维修，n前该工程已如 

火如荼地进行中。

他解释，该更换电缆零件工程承包商 

在挖掘土地时，触碰到水管以致爆裂，造 

成水源涌出地面，当地居民发现后立刻向 

其莲花苑团队投诉^

承包商没探测地底设备

他强调，将会追究该电缆工程承包商 

的责任，因对方在进行有关挖掘工程前， 

尚未探测其挖掘区域内的地底设备，导致 

水管爆裂，让当地居民备受困扰。

他坦言，雪州政府早前已公布，凡进 

行任何挖掘工程前，必须经由地方政府的 

批准及监督下，才能施工：

黎潍福：惩罚涉事承包商
他补充，他将就这起事件将寻求安 

邦再也市议会主席阿都哈密做进•步的调 

查，并会采取行动惩罚涉事的承包商。

他相信巴刹摊贩、小食中心小贩及附 

近商店业者必定受到断水的影响，甚至引 

起各方面的不便。

工
程
。

投
诉
后
，
已
安
排
技
术
人
员
前
来
展
开
维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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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除阿茲敏勢力

傳藍眼密謀換雪大臣
雪州领导层，包括州主席阿米鲁丁及 

署理主席许来贤。

大臣替代人选有3人

(八打灵再也15日讯）星洲日报 

探悉，一批公正党雪州国州议员及区 

部主席密谋撤换雪州大臣拿督斯里阿 

米鲁丁及阿兹敏派系的州领袖，以便 

将前公正党署理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 

庄雪州的势力拔除。

敏派高官党领导层也要换

据了解，属于公正党主席拿督 

斯里安华派系数名国州议员、区部主 

席及基层对阿米鲁丁大为不满，认为 

雪州掌控在他一人手中，担心该党在 

雪州的基地动摇，以致酝酿策划-项 

“撤换大臣及数名州领导层”的行 

动。

除了撤换大臣，他们也要求撤 

换敏派高官，包括雪州行政议员许来 

贤、哈妮扎、凯鲁丁及雪州副议长达 

罗雅。同时，也希望换掉整个公正党

消息指出，这场行动的大臣替 
代人选有3人，分别是雪州行政议员 

兼崙都知甲州议员罗兹雅、依约州议 

员依德利斯及双溪甘迪斯州议员扎瓦

威。.
无论如何，3名人选出任大臣的 

可能性不高，因为大臣是由雪州苏丹 

沙拉弗丁殿下所委任，必须获得殿下 

的御准；雪州希盟成员的行动党和诚 

信党•直支持阿米鲁丁为雪州大臣。
雪州苏丹殿下在6年前的“加影 

行动”时，已婉拒女性出任大臣；而 

在509大选后，阿兹敏辞去大臣职上 

京当部长，依德利斯与阿米鲁丁被提 

名出任大臣职，最终殿下选择了阿米 
鲁丁 _

扎瓦威原是'•名宗教司，2018年 

在双溪甘迪斯州席补选胜出，惟从政 

经验浅薄，可说是•名政治新丁，出 

任大臣的机会不大:、

未發土團退出希盟官方聲明

藍眼基層不滿阿米魯丁

另
-方面，雪 

州公正党基 

层对阿米鲁丁的不满声 

音越来越大，惟他们强 

调并不是要反大臣，而 

是要稳住雪州政权，认 

为不应由他一人掌控大 

权。

阿米鲁丁虽然口 

头宣布土团党退出雪州 
希盟，但在过去2个星 

来，迟迟没有发出白纸 

黑字的官方声明，各地 

方政府及相关政府单位

也未接获州政府的官方 

指示，基层对于他的不 

明确态度，感到没有信 

心。

担心州政权 
随时有变卦

消息说，公正党 

雪州联委会一直在催促 

大臣发出官方信函，但 

基层认为他没有积极处 

理，也担心雪州政权随 

时有变卦，担忧他拖泥 

带水的态度会弄垮雪州

政权。

也有消息指出，如 

果阿米鲁丁率队出走， 

没有足够的席位能执政 

雪州，惟不排除酝酿势 
力以在2年后的大选铺 

路，因此不能再任由他 

-人独揽雪州大权。

消息透露，确实有 

人提议撤换该党雪州领 

导层，州主席是由各区 

部主席在州联委会上投 

票决定，党主席也有权 

力委任，如有必要撤换 

州主席，将带上最高理 

事会讨论，再由州联委 

会投票表决，惟目前尚 

未到此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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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反對黨議員6變9人

不排除“希盟+”形式執政
(沙亚南15日讯）随着土团党退出希盟，公正党前署理 

主席拿督斯里阿兹敏率领9名国会议员退党加人土团党，使得 

联邦政权变天，雪州希盟政权现阶段虽仍保持稳固，但反对 

党议员从原本的6人“增加”至9人，包括动向未明的独立议 

员希尔曼。，

首相兼土团党总裁丹斯里慕尤丁日前证实，被开除出党 
的阿兹敏连同另9名出走的前蓝眼国会议员已加人土团党，意 

味阿兹敏的国际山庄区州议席，也成了“反对党”区。

雪州土团党州主席拿督阿都拉昔在选择追随党中央退出

希盟的决定后，其原任行政议员职，马上遭到大臣兼雪州希 

盟主席拿督斯里阿米鲁丁撤除，因此阿都拉昔的巴生海峡区 

州议席，也成了反对党区。

至于遭公正党开除党籍的公青团署理团长兼鹅唛士迪 

亚州议员希尔曼目前则动向未明。也是阿兹敏前政治秘书的 

他，尚未公开表明将加人哪个阵营，意味维持其独立议员身 

分。
雪州土团党其余4名州议员，即哈鲁麦尼（崙冬加里）、 

莫哈末赛（而榄）、沙勒胡丁（轰埠）和阿希夫（龙溪）， 

则声称继续支持希盟州政府。

阿米鲁丁上周证实，已接获4人呈上支持希盟的法定声 

明，但4人并未向他表明将过档公正党，因此现阶段雪州希盟 

视4人为支持希盟的州议员，不排除或效仿槟州及吉打州的 

“希盟+”形式执政。

雪州在國盟變天、g

随着土团党退出希盟和阿兹敏出走使得国盟变天，于16日召开的雪州 

议会朝野议员座席，也会有所调整^ (档案照）

雪州議會今開會

議員座位將調整
州共有56个州议席，政党必 

3须取得至少29席，才能以过 

半的简单多数议席执政。希盟在509 

大选后，以51席的强势执政雪州。之 

后土团党在士毛月补选丢失一席，希 

盟议席减至50席，巫统增1席。

多6希盟州议员跳槽就会变天

在229国盟变天后，希盟议席滑

落至47席，包括声称续支持希盟的4 

名土团党州议员。但若4人变节，希 

盟议席将跌至43席，反对党议席则从 

9席增至13席。

坊间盛传，公正党包括大臣的目 
前19名州议员中，其中10人为俗称是 

“Kartel”的阿兹敏派系，另9人则是 

公正党主席拿督斯里安华的中坚支持 

者a

因此10人变节，希盟议席 

将大幅滑落至33席，反对党则增至23 

席，雪州朝野议席从当前的悬殊局面 

演变成“短兵交接”，国盟只要拉多

希盟 疮式表 ^盟
公正党 21 公正党 19

行动党 16 行动党 16

诚信党 8 诚信党 8

土团党 5 声称支持希盟的 
土团党议员

4

共 50 共 47

反对党
巫统

伊党

5

1

反对党
巫统 5

伊党 1

土团党（阿兹敏 

和阿都拉昔）

2

独立议员希尔曼 1
共 6 共 9

6名希盟州议员跳槽，就会有变天的可能 

性。

随着朝野议员出现更动，明日开始 

的第14届第3季第1次雪州议会会议的议 

员座位，将会有所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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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伊示教局否認發指示闭-事，这么

沙亞南清真寺沒關閉 ^莫哈末沙兹罕

(八打灵再也15 

日马新电）雪兰莪伊 
斯兰宗教局（JAIS ) 

否认位于沙亚南27区 

的 A1 Munawwarah 清

真寺，将会随着该清 

真寺的一名信众被指 

染上冠状病毒病而被 

迫暂时关闭的说法。

雪兰莪伊斯兰宗 

教局主任莫哈末沙兹 

罕阿末澄清，他并没 

有发出过上述指示， 
而有关清真寺也没有 

被暂时关闭，反而被

命令保持对外开放。 

他向马新社说： 

“所有的决定都是经 

过雪兰莪伊斯兰宗教 

局的周详考量，我已 

经指示清真寺采取更 

严格的控制措施以继 
续落实每日五个时段 

的强制性祈祷，而清 

真寺的清理工作也将 

在卫生部的合作下立 

即进行。”

他是针对网上流 

传指该清真寺将会因 

为冠病疫情而被迫暂

阿末也表示，该局 

还要求各清真寺通知 

各自的信众，若本身 

为冠病确诊者、正在 

等待检验报告或出现 

冠病的疑似症状，都 

必须按照卫生部的指 

示在家进行隔离。

在稍早前，-家 

本地媒体在其网站报 

道指出，由于该清真 

寺的一名信众在从越 

南度假回国后，被确 

诊感染冠状病毒病， 

将被迫暂时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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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员发烧可请假雪议会如期召开
莎阿南15日讯|尽管国内新冠肺炎疫 

情持续蔓延，不过雪州议长黄瑞林指出， 

于周一起举行的州议会开幕仪式以及州议 

会将照旧进行，州议员若察觉本身有发烧 

症状，可致函雪州议长，则无需前来出席 

州议会。

本次首日的雪州议会将在明日上午8时 

开始，雪州苏丹沙拉夫丁殿下将为第十四 

届第一季第三次雪州立法议会主持开幕， 

雪州议会将从本月16日召开直至本月27 

曰。

「雪州议会于周一的开幕仪式以及 

州议会将照旧进行，只是州议会召开天数 

会视情况而定，不排除可能会缩短召开天 

数。」

黄瑞林接受《东方曰报》访问时表 

示，雪州议会于周一开始，将会严格进行 

新冠肺炎疫情防范步驟，会向每一位进入 

州议会人士进行体温检测，而在场若有人 

发烧，便不得进入州议会。

「当然，有发烧症状的州议员应致函 

给议长，以无需前来出席州议会，如果已

经身体不适出现发烧症状，却依然前来州 

议会那会带来影响。』

雪州新冠肺炎疫情占全国最高病例宗 

数，雪州议会将会明天采取防疫步骤，并 

会提供消毒洁手液。

另一方面，雪州境内各州议员已于上 

周三陆续收到雪州政府秘书处发出信函， 

以叮嘱出席雪州议会的州议员配合卫生局 

的防疫措施。

前来雪州议会的州议员受促，雪州议 

会将禁止37.5摄氏及以上的发烧症状州议员 

进入议会，而出现感冒及咳嗽症状者则应 

佩戴口罩，当局也鼓励州议员自行准备洁 

手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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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阿南15日讯针对土

团党雪州主席兼前行政议 

员拿督阿都拉昔被终止职 

务留下的空缺，雪州希盟 

三党至今尚未召开联席会 

议讨论人选，但根据消息 

来源指出，雪州希盟三党 

都有意争取这一空缺！

随著土团党退出希盟，于 

明日（周一）起召开的雪州立法 

议会，不仅州议员座位将出现变 

动，也是土团党巴生海峡州议员 

阿都拉昔被终止行政议员职的空 

缺，人选方面如今也是暗流汹 

涌0

三党未展开讨论

据消息透露，雪州希盟各 

党任职行政议员的比例，在第14 

届全国大选后的分配，分别是公 

正党（4个）、行动党（3个）、 

诚信党（2个）及土著团结党（1 

个）；如今雪州希盟只剩下三大 

成员党，即公正党、行动党以 

及诚信党，因此有传雪州希盟各 

党，都在极力为自己的政党，争

雪州议会将在来临周一举行，7名州议员的座位会有调动，包括早前表达支持雪州希盟的4名土 

团党州议员，将被安排与雪州反对党同一座位区。 -档案照-

取多一个行政议员名额。

消息来源指出，有关的行政 

议员职缺填补，将交由公正党、 

行动党及诚信党组成的希盟谈 

判委员会来开会商议；尽管雪州 

议会将在明日起举行，但截至目 

前，三党尚未有机会展开讨论。

不过，三党之间却各自暗流 

汹涌，争取行政平权，因此各政 

党都希望是自家党议员出任行政 

议员职；而为避免发生派系分化 

及斗争，各党协定派出代表出席 

会议，于希盟谈判委员会上对行

政议员人选做出决策。

由高层决策

另一方面，有消息指出， 

雪州希盟三党之间表面上虽有协 

定，但实际上，有关雪州行政组 

成方案及土团党去向，最终会由 

高层领导决策，不过三党争取行 

政平权之下，各党内部有谈论出 

任州行政议员的适合人选。

其中，以早前第14届大选， 

部分雪州议席是在土团党及诚信

党之间谈判上阵选区为例，而如 

今土团党去向未有定论，诚信党 

因此更期望争取由该党州议员填 

补行政议员职。

同时，由于雪州政权仍然以 

公正党为主，各成员党对公正党 

会否撤换亲阿兹敏派系9位州议员 

抱持观望状态，尽管有传言华巫 

混血儿的行动党万达镇州议员嘉 

玛昍亚可能会出任行政议员职， 

消息来源未有否定内部讨论，但 

在三党领导层未有会面之前，都 

不会公开可能谈论的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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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加影福建文山耱桥通车
加影15日讯通往乌冷加影福建义 

山的新桥工程顺利建竣，并在今日举行 

新桥通车礼，使得早前因义山主要通道 

被封而掀起的风波终于落幕！

从加影双溪直落路衔接至 

加影福建义山，全长140公尺 

的新桥和新路兴建工程，是于 

去年7月开始动工，并于今年3 

月第一个星期完工，整个工程 

耗时约8个月。

加影州议员兼雪州行政 

议员许来贤指出，这项新桥工 

程总计耗资约130万令吉，由 

雪州希盟政府拨款兴建。换言 

之，前往义山扫墓的人士，从 

即曰起可通过新桥路段轻易进 

出义山，无需再绕道花园路。

他说，新桥跨越直落河， 

由于每逢雨天当地都较易引发 

水灾，因为经常导致路旁的住 

宅区被洪水淹及2至3尺高。自 

从兴建新桥路段后，当地的水 

灾问题也跟著迎刃而解。

许来贤是在今早10时出席

见证义山新桥的通车礼，正式 

对外宣布开放此道路通行后， 

向记者如是表示。其他出席者 

包括乌鲁冷岳福建公会主席陈 

道金及加影市议会主席拿督罗 

斯里等。

此外，陈道金指出，虽然 

此新桥路段平时会是以双向道 

通行，但在清明节前后两个星 

期，因交通繁忙，则会暂时改 

为单向道通行，避免引发交通 

阻塞。

新路提早竣工

「我非常感谢雪州政府， 

拨款开拓通往加影福建义山 

的新桥。新路工程比预期要提 

早完成，从今日起正式开放使 

用°」

陈道金（左2起 

剪彩通车仅式。

罗斯里以及许来贤，一同为通往乌冷加影福建义山的新桥路段，主持

「福建义山共有4000座坟 

墓，预计清明节前往义山的扫 

墓者，将高达3000人左右。j 

加影市议会也拨款40万令 

吉，协助该区进行治水工作。

另一方面，罗斯里表不， 

随著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 

所以他促请民众尽可能减少肢 

体接触，自行加强防范措施。

2018年1月中，乌鲁冷岳 

加影福建义山主要通道在仓促 

下被封锁，导致大型交通工具 

和巴士皆没有路段直通义山范 

围，被迫绕道花园路后再步行 

进入义山；乌冷福建公会理事 

当年誓言成为义山后盾，决定 

抗争到底。

拥有91年历史的乌冷福

建义山，坐落在双溪直落4471 

及2371地段，数十年来，民众 

都取道属于8768地段的主要通 

道，直通进入义山；但乌冷福 

建公会在2017年11月28日接获 

加影医院院长的来函’表明为 

了让路医院提升计划，当局会 

从今年1月2日起，正式关闭通 

往义山的主要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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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思一二

张济作
•文教工作者

4盟执政21个月被不道德的「后门政 

W府」弄垮，这是令大马民主政治蒙羞 

的另一个丑陋事件，历史肯定会详细记载。

民主政治是一"^长征，跌宕起伏是正 

常的。我们期待希盟三党能够深刻自省， 

整装再出发。希盟政府虽然执政中央的时 

曰不长，不过，一些正副部长在这20个月 

的表现颇令人刮目相看。过去在野党被批 

箱9鼸长征
接棒。公正党的拉菲兹、努鲁依莎、郑立 

條、法米等’彳T动党的陆兆福、彳兒可敏、 

杨美盈、杨巧双等亮丽的表现，证明他们 

已经可以承担更重要的责任。

须开拓新版图

希盟必须积极开拓新版图，深入马来 

社群以及东马领域，同时重用年轻面孔及 

新人，为下一届全国大选做准备。希盟的

强项是廉洁和尊重多元，即使这样的坚持 

无法暂时获得最多数支持而执政，却也肯 

定是一股坚实的政治力量。这股政治力量 

必定能够给予狭义、贪腐的政权莫大的压 

力，迫使他们不能走得太偏。

希盟的暂时下野也许是塞翁失马，短 

期内看似困顿，事实上是焉知非福，正好 

给予希盟喘息的空间，好好经营原有的支 

持者，以及积极开拓年轻人的票源，为更 

美好的政治理想前进。

评「只会批评没有实绩」，现在希盟各党 

不论在州级或中央执政，其表现皆不会输 

给过去的政府，甚至有些政策和施政，也 

获得现有政府的赞赏，并表示会延续。

希盟过去20年，打著烈火莫熄政治 

改革的旗号，强调尊重多元、不分肤色、 

选贤与能等口号，深深虏获民心。尊重多 

元、选贤与能是大马治国的良策，虽然短 

期内保守的巫裔仍然不能摆脱拐杖、固守 

狭义种族和宗教观，但是，经过全球观洗 

礼的友族同胞不在少数。只要希盟各党坚 

守多元开放的政治路线，相信未来的政治 

发展仍是充满希望的。

政改果实被骑劫

希盟必须自省。第14届大选前深信马 

哈迪的影响力，催化了执政的可能性，其 

结果是虽然成功执政了，然而所有的政改 

果实都被马哈迪骑劫了。马哈迪任相不但 

没有贯彻希盟的竞选宣言，反而一直在做 

「倒米」的工作，让希盟被选民狠批狂骂 

不已。如今被迫下野，希盟三党必须痛定 

思痛，舍弃马哈迪，重新走回自身所坚持 

的路线，为大马的民主化开拓新方向，继 

续希盟的新长征。

希盟资深领导如安华、林吉祥、末 

沙布等应该选择退位，以提拔年轻一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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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伊教局否认关闭清真寺
莎阿南15日讯|雪州伊斯

兰教局（JAIS)否认州内有清真 

寺，因发现疑似新冠肺炎疫情而 

被勒令关闭。

雪州伊斯兰教局局长莫哈 

末沙兹汉阿末指出，雪州伊斯兰 

教局确实曾接获位于莎阿南第27 

区一间清真寺提出暂时关闭的申 

请，不过除非有卫生部发出的指 

示，否则该清真寺不会关闭。

据悉，有关清真寺传出一名 

信徒到越南度假回国后，感染新 

冠肺炎。尽管如此，莫哈末沙兹 

汉阿末强调，州内所有清真寺至 

今都照常运作，并未有清真寺被 

勒令暂时关闭。

他表示，宗教局一般会经过 

多重考量和审议后，才作出关闭 

清真寺的决定和对外宣布。

他透露，宗教局官员已指示 

州内所有清真寺，在落实更严谨 

的防疫卫生措施后，照旧继续平 

时所进行的祈祷活动。

他说，所有清真寺在卫生部 

的协助下，已在清真寺的祈祷场 

所展开清洁工作。

此外，莫哈末沙兹汉阿末 

也指出，有关清真寺宣布暂时关 

闭’乃是该清真寺在未知会宗教 

局的情况下，自行所作的宣布。

他指出，本身已下令该清真 

寺撤回有关关闭的通告，因此该 

清真寺的一切祈祷活动将照常继 

续。他补充，已要求该清真寺管 

理人向众信徒寻求合作，要求确 

诊患上新冠肺炎的信徒，或还在 

等待检验报告出炉的信徒，都必g 

须进彳T居家隔間。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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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阿南15日讯|已跳槽至土

团党的国际山庄州议员阿兹敏阿 

里，从明日起的雪州立法议会， 

将与巫伊组成的雪州反对党，同 

坐在一个区域。

雪州议长黄瑞林指出，早前 

宣布支持雪州希盟政府的4名土团 

党州议员，还有已退出公正党的 

国际山庄州议员阿兹敏阿里、鹅 

唛斯迪亚州议员希尔曼、土团党 

巴生海峡州议员阿都拉昔共7人，

阿兹敏坐在雪议会反对党区
将在周一举行的雪州议会上，被 

安排到与另6名雪州反对党同一座 

位区；而有关4名土团党的去向与 

地位，将在之后交由雪州大臣拿 

督斯里阿米鲁丁做出公布。

「雪州希盟领导层还没对 

阿都拉昔行政议员职补缺作出讨 

论，不过以雪州议会惯例而言，

任何行政议员空缺，将由雪州大 

臣来回答相关部门的提问。」

黄瑞林指出，他并没收到 

来自反对党领袖信件向议长办公 

室提出反对党领袖的任何变动， 

因此反对党领袖职依然是保持原 

状，由双溪亚依大华州议员利詹 

依斯迈担任反对党领袖。

早前宣布支持雪州希盟政府 

的4名土团党州议员，包括轰埠州 

议员沙列胡丁、而揽州议员莫哈 

末沙益罗斯里、龙溪州议员阿迪 

夫和荅冬加里州议员哈鲁麦尼， 

他们会在雪州争取公正党和4土团 

党州议员合作模式。

目前，雪州公正党有19席、 

行动党16席、诚信党8席、土团 

党6席、国阵5席、伊党1席以及1 

名独立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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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兹敏吁实践防疫措施
吉隆坡15日讯|国际贸易与

工业部长拿督斯里阿兹敏阿里表 

政府已在周五公布数项遏制 

疫情扩散的措施。

他呼吁民众时刻实践预防措

施及遵从卫生部发出的劝告。

阿兹敏在面子书专页贴文表 

示，他接获泗里街国会议员黄灵 

彪证实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消息。 

「希望他情况稳定及早日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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