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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YRAF MUHAMMAD

CABARAN Memancing Pan-
tai Morib yang dianjurkan 
bersempena Pesta Morib 

pada Ahad lalu mendapat penyer-
taan daripada seramai 600 kaki 
pancing dari seluruh negara yang 
tidak melepaskan peluang beren-
tap dalam pertandingan itu.

Pertandingan anjuran bersa-
ma Majlis Daerah Kuala Langat 

(MDKL), Pejabat Ahli Dewan 
Undangan Negeri (ADUN) Mo-
rib, Pejabat Ahli Parlimen Kuala 
Langat dan Wakjali Event Mana-
gement itu menawarkan hadiah 
wang tunai berjumlah RM15,100.

Program yang dirasmikan oleh 
ADUN Morib, Hasnul Baharuddin 
itu bermula jam 4.30 petang dan 
berakhir pada jam 8.40 malam.

Ikan yang dinaikkan akan ditimbang untuk mengenalpasti 
pemenang dalam pertandingan itu.

Seorang peserta sedang memasukkan umpan pada mata 
kail bagi memulakan cabaran.

Marshall pertandingan memeriksa ikan 
yang dinaikkan oleh seorang peserta.

Peserta sabar menantikan umpan masing-masing 
disambar ikan.

Seramai 600 orang pemancing seluruh negara menyertai 
Cabaran Memancing Pantai Morib kali ini.

Hasnul (tengah) membunyikan hon 
sebagai gimik pelancaran 

pertandingan tersebut yang 
berlangsung di Pantai Morib.

600 600 600 600 6060 oranoranoranorang peg peg peg peg mancmancmancmancing ing ing ng seluseluseluseluruhruh ruh ruhuhhhhhhhh neganegaegeggg ra mra mmra mr enyenyeenyeeenyertaitartaitairta   
MemaMemaMemaMemaMemaaaaaaancinncinncinncinncinnn ng Pag Pag Pag Pag Pagg ntaintaintaintantata  Mor Mor MoMorrib kkib kib kb kib kali ali ali aaali ini.ini.inini

Ejen penghantaran, Nazri Abu Bakar (empat dari kiri) 
dinobat sebagai juara bagi Cabaran Memancing 

Pantai Morib bersempena Pesta Morib kali 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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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63 kes permohonan cerai 
di Selangor pada 2017 dan 2018

TENGAH

30

Kes cerai di Selangor tertinggi
Sebanyak 24,063 kes 

direkodkan 
pada tahun 2017 

hingga 2018

MUHAMMAD AMINURALIF 
MOHD ZOKI

K adar permohonan percerai-
an orang Islam di Selangor 
berada pada paras agak 

membimbangkan iaitu sebanyak 
24,063 kes pada 2017 hingga 2018.

Menteri Besar Selangor, 
Amirudin Shari berkata, pasang-
an terlibat bukan sahaja terdiri 
daripada pasangan berusia, teta-
pi juga pasangan muda yang baru 
berumah tangga.

“Mahkamah Syariah Negeri 
Selangor merekodkan kadar per-
ceraian dalam kalangan orang 

Amirudin (dua dari kiri) pada sidang akhbar selepas merasmikan seminar berkenaan di Pusat Konvensyen Shah Alam semalam.

Islam yang tertinggi di Malaysia 
bagi tempoh melebihi lima tahun.

“Jumlah ini amat membim-
bangkan dan kita akan melihat 
lebih lanjut termasuk dari segi 
modul pra perkahwinan,” katanya.

Beliau berkata demikian ke-
pada pemberita selepas hadir 
merasmikan Seminar Perdana 

SHAH ALAM 

Kesedaran Undang-undang Sya-
riah, Pelancaran Dana Bantuan 
Nafkah Bahagian Sokongan Ke-
luarga Negeri Selangor dan Sis-
tem E-Locator di Pusat Konven-
syen Shah Alam semalam.

Menurut Amirudin, banyak 
faktor menyebabkan perkara itu 
berlaku antaranya tiada persefa-

haman dan lain-lain.
“Oleh itu, kita akan memper-

timbangkan untuk melakukan 
penambahbaikan dalam kursus 
perkahwinan melibatkan bebe-
rapa aspek sebelum dan selepas 
perkahwinan.

“Keadaan ini tidak boleh di-
pandang ringan kerana jika tidak 

ditangani dengan serius, saya bim-
bang masalah ini akan menggang-
gu agenda kemajuan Selangor 
yang telah disusun secara strategik 
demi kemaslahatan dan kebaikan 
rakyat keseluruhannya,” katanya.

Amirudin menambah, keraja-
an negeri akan berusaha menga-
tasi masalah ini dengan mewujud-
kan usaha bagi membaik pulih 
institusi kekeluargaan di Selangor.

“Melalui Strategi Kedua Be-
lanjawan Negeri Selangor 2019 
iaitu Penjajaran Inisiatif Peduli 
Rakyat daripada pemberian ke-
pada pemberdayaan yang -telah 
memanfaatkan Insentif Perkah-
winan Belia dalam bentuk lebih 
praktikal iaitu pelaksanaan kursus 
perkahwinan dan kekeluargaan 
yang lebih komprehensif kepada 
pasangan baharu.

“Kursus ini akan merangkumi 
isu-isu seperti pengurusan ke-
wangan, pengurusan emosi dan 
spiritual, pengurusan penjagaan 
anak serta pengurusan keluarga 
secara keseluruhan,” katan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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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um ada sebarang tindakan’
Kerajaan
Selangor
didesak serius
banteras
aktiviti haram
Oleh Amin Ridzuan Ishak
aminridzuan@bh.com.my

Kuala Lumpur: Kerajaan Selang-
or didesak bertindak segera ter-
hadap mana-mana pihak yang
menjadipuncapencerobohanpen-
datang asing yang meneroka ta-
nah kerajaan secara haram di Bu-
kit Beruntung, Hulu Selangor.
Setiausaha Pertubuhan Saha-

bat Hulu Selangor, Ramlee Mohd
Nasir, mendakwa selepas hampir
10 hari pencerobohan itu dibong-
kar oleh BH, sehingga kini tiada
sebarang tindakan tegas diambil
oleh pihak berkuasa, hingga me-
nimbulkan persoalan sama ada
kerajaan negeri benar-benar se-
rius ingin membanteras aktiviti
haram atas tanah miliknya itu.
Beliaumendakwa,kegiatanper-

tanian di atas tanah yang dice-
roboh warga asing terbabit masih
berlarutan sehingga kini, seo-
lah-olah tiada sebarang penguat-
kuasaan, meskipun notis sudah
dikeluarkan terhadap kehadiran
mereka di situ.
“Kami menggesa kerajaan me-

ngambil tindakan segera dan ta-
rik balik hakmilik tanah individu
menyebabkan perkara ini berla-
ku, ia sudah berlarutan sejak 10
tahun lalu, adakah kita mahume-
lihat mereka terus ‘menguasai-
nya’?
“Jika dibiarkan mungkin lebih

banyak lagi kawasan diceroboh
kerana pihak melakukan kesala-
han itu semakin berani apabila
tiada penguatkuasaan tegas,” ka-
tanya ketika dihubungi di sini,
semalam.
Pada 8September lalu,BHAhad

melaporkan isu pencerobohan ta-
nah kerajaan dan milik persen-
dirian di Bukit Beruntung oleh
kumpulan warga asing, di kawa-
san dianggarkan seluas 60 hektar.
Mereka dikatakan bekerja de-

ngan pihak tertentu yang menye-
wa tapak pertanian itu, tetapi
menceroboh masuk ke kawasan
lain, termasuk 10 hektar milik

Pejabat TanahGalian (PTG), Hulu
Selangor.
Walaupun diberikan notis pe-

ngosongan kawasan, namun ara-
han itu tidak diendahkan, bahkan
aktiviti di situ berjalan seperti
biasa.
SemakanBHberdasarkanpelan

pembangunan Bukit Beruntung
mendapati, kawasan diceroboh

itu membabitkan tanah milik
PTG Hulu Selangor, Menteri Be-
sar Incorporated (MBI), syarikat
swasta, rizab Tenaga Nasional
Berhad (TNB) dan rizab masjid
serta rizab sekolah.
Ramlee berkata, pihaknya juga

berharap Suruhanjaya Pencega-
han RasuahMalaysia (SPRM)me-
nyiasat isu berkenaan bagi meng-

esan, sama ada wujud unsur ra-
suah atau penyalahgunaan kuasa
sehingga menyebabkan perkara
itu boleh berlaku.
“Bagaimana tanah kerajaan bo-

leh diceroboh sebegitu lama tanpa
sebarang tindakan? Jika ada se-
suatu yang tidak kena, mungkin
SPRM boleh campur tangan da-
lam hal ini,” katanya.

Susulan ladang haram warga asing

Kegiatan pertanian di atas tanah yang diceroboh warga asing di Bukit Beruntung masih berlarutan sehingga kini,
seolah-olah tiada sebarang penguatkuasaan. (Foto Zunnur Al Shafiq/B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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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ting: Perbuatan seorang pe-
milik restoran meletakkan ke-
rusi dan meja yang menghalang
laluan awam, menyebabkan in-
dividu terbabit dikenakan denda
maksimum RM500 oleh Mah-
kamah Majistret Telok Datok,
pada 11 September lalu.
Ia berikutan perbuatan itu di-

khuatiri boleh mengakibatkan
kemalangan terhadap pengun-

jung restoran berkenaan.
Timbalan Yang Dipertua Ma-

jlis Daerah Kuala Langat
(MDKL), Mohd Yasin Alwi, ber-
kata peniaga wanita terbabit
melakukan kesalahan di Telok
Panglima Garang, kerana me-
letakkan 72 kerusi dan 18 meja
yang menyebabkan halangan
awam di laluan pejalan kaki.
“Wanita berkenaan didakwa

mengikut Seksyen 46(1)(d) Akta
133, Akta Jalan, Parit dan Ba-
ngunan 1974 yang membawa hu-
kuman denda maksimum
RM500,” katanya dalam satu ke-
nyataan, semalam.
Mohd Yasin berkata, MDKL

memandang serius kes sebegini
yang boleh mengundang kema-
langan terhadap pengunjung
restoran dan meminta pendu-

duk di daerah ini, tidak duduk
di kerusi serta meja yang di-
letakkan di parkir kereta, bahu
jalan atau di laluan pejalan ka-
ki.
“Keadaan sebegini boleh me-

ngundang kemalangan terhadap
pelanggan, sekiranya mereka
sendiri mengabaikan aspek ke-
selamatan diri dan keluarga,”
katanya.

Pemilik restoran didenda meja, kerusi halang laluan
MDKL pandang
serius kes

sebegini yang boleh
mengundang
kemalangan.
Mohd Yasin Alwi,
Timbalan Yang Dipertua MDK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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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lMl
#州的水费，是不是要涨价了？
^ 雪州水供管理私人有限公司正式从9月 

13曰起，成为雪州独立水供执照持有者，终止 

持续10年的重组水供计划拉锯战。
雪州政府自2008年开始展开重组雪州水供计 

划，一路走来，面对许多挑战，其中收购价未 
能达成协议，浪费许多时间。

终于，雪州大臣换了第三人后，在阿米鲁丁 
的年代，为这进行了 10年的重组雪州水供计划 
画上完美的句号。

现在的雪州水供管理私人有限公司，有新的 
徽章，新的领导层，以全新的面貌，致力为雪 

州、吉隆坡和布城的用户，提供更好的水供服务。
就在雪州政府欢庆这历史性的一刻，雪州子民未必如 

政府一样开心，因为老百姓担心的是，水费，是不是要 
涨价了。

雲州政府已不是第一次放话，会重新检讨水费，如今 
就连最后的关卡，即重组水供计划已突破，涨价，似乎 
势在必行？

涨价，对老百姓而言，无疑是莫名的压力，因为通货 
膨胀，人民渴望政府给予协助，而非雪上加霜。

但身为一个有智慧的人民，也不能单看“涨价”就判 
断一个政府的好与坏，细心分析，雪州已有12年没调涨 

水费，这期间，也一1；斥资更换水管、兴建滤水站，适 
当的涨价，真的算“欺压”人民吗？

当然，州政府也多次强调，调整后的水价，并不会加 
重人民的负担，身为雪州子民的我们，也希望调整是合 
情合理，否则，将难以平息民怨啊！

pn緣

水
費
要
漲
得
合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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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賽第6轮

A组吉打 胜森美兰A组雪兰莪发展机构负登嘉楼 

D组玛拉工艺学院负柔佛达鲁塔克欣

C组沙巴 对霹雳

(9:00PM,亚庇利卡斯体育场)C组槟城 对彭亨

(9:〇OPM,槟城市政厅体育场）D组土地发展局联对雪兰莪

(9:00PM，増卡敦阿都拉萨体育场)D组警察 对马六甲

(9:OOPM，汉惹拔体育场）

今曰賽程（18曰)

咋曰成績（17曰)

2019年馬來西亞杯足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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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雁芳

(加影IT日讯）疑山脚下 
地主放火烧茅草，导致茅草 
山昨日傍晚又发生火患。

武来岸茅草山昨日傍晚5 
时许突然发生火烧山，出动 
消拯员灭火，到了晚上8时 

才扑灭火势。
根据士毛月消拯局，昨天 

发生的火烧茅草，涉及范围 
都在山坡边，该范围的茅草
而禾口4太7亩

当'地居K向《中国报》记 
者透露，茅草山过去经常遭 
地主放火烧茅草，主要是为

疑山腳地主放火

茅草山
了避免茅草长得过于茂盛， 
延伸至山脚下私人地的榴楗 
芭或橡胶园。

居民指出，地主是担心山 
上的茅草在他们无法控制的 
情况下烧起，波及他们的榴 
楗芭，才主动在自己监督下 
放火，好让地主可以掌控火

势，避开自己的榴楗芭。
“以往茅草山还未有那么多登山 

客时，火烧茅草情况更频密，如今

焚烧次数已减少很多。”
武来岸茅草是雪州登山热点之 

一，记者今早到现场跟进火烧山情 
况时，发现消拯员自昨晚扑灭火势 
后，已没重返现场。

茅草山旧入口也不见车辆停泊， 
可能因为烟霾天，访客极少。

武来岸新村村长张志强受询时 
说，被火烧到的地方不是登山路， 
因此不影响登山活动，今早还有登 
山客到茅草山，但人数不多。

“茅草山要在周末或公共假期才 
能看到人潮，平时只有少量的本地 
人会去。”

两年前増建的登山新入口时，他 
说，有关入口没有地方泊车，而且 
进入森林的入口处地势太斜，很少 
人会从新入口进入。

他说，有关道路已严重破烂，因 
为里面还有一间工厂，平时也有重 
型车辆进出。

■山顶部分茅草被 
烧后已光秃秃。

卽.'.,

H 雜
■加影市议会两年前建的新 
入□，道路已严重破烂。

■多数登山客还是使用这个 
旧入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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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拉央I7日讯）吉 
隆坡玉封至富财帛星君 
庙曰前举办庆祝成立5周 

/_■_年纪念会庆联谊午宴，
I筵开118席，迎接来自全 

LLi■国分庙代表及众善信的 
参与，大会也喜庆不忘 

教育及慈善，特拨出2万8000令吉捐 
献给5个华小及慈善单位！

大会主席致刘汉平词时指出，世界 
上最好的投资便是修行，但是修行必 
须要获得名师指点。他赞扬该庙庙主 
林连吉在过去6年来，运用师尊的力 
量及宇宙自然法则为善信消灾解难，
普度众生。由於他的慈悲心，解救许 
多善信免受重病的折腾。

当天午宴邀请甲洞区国会议员林立 
迎律师及国际总庙主张渭波师父亲临 
主j寺开幕。

海外有分廟

与会嘉宾包括士拉央国会议员梁自 
坚代表徐灶生、林立迎政治秘书游佳 
豪、村长林晋伙、士拉央市议员余深 
恩、总庙主席陈治庆、雪隆慈航公德 
会顾问杨亚龙、主席颜亚烈、副席 
侯明丽、总务张汉祥、拿督刘开强、
拿督叶金福、叶君瀚、陈进合、李东

国际总庙主张渭波致词时说，目前星 
君庙不但在全国都有分庙，甚至在美 
国、中国、加拿大、新加坡及香港等， 
都有星君庙的组织在传承师尊的精神。

林立迎致词时赞扬星君庙午宴场面热 
烈，反映该庙获得善信的支持，他欢迎 
星君庙到甲洞开设分庙。

大会也举行开幕鸣锣，移交捐款，表 
扬大会及星君妙法见证，全体来宾也欢 
切蛋糕。星君庙也举行3张灵符招标，获 

得善信热烈响应。
义款的受惠单位为士拉央华小、侨民 

华小、南益华小、雪隆慈航公德会各 
5000令吉，文良港保灵宫8000令吉。

VvA 
/ \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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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哈末阿里（右）限阿茲敏阿里在48 

小时内，就“男男性爱短片” _事表 
态，左为Bangklt组织主席沙林。

代表希盟政府已经下令，未对涉案人士采 
取行动？

询及是否有意针对或者破坏阿兹敏阿里 
名声，他强调，他们只是协助执法单位完 
成调查，找出涉案人士，而且要散播该片 
者不是2大组织，而是党内人士。

(布城IT曰讯）人民之声与 
Bangkit组织，今午到经济事 

务部长办公室提交“男男性爱 
短片”鉴证报告却受阻，结果 
2大组织限该部部长拿督斯里 
阿兹敏阿里在此小时就短片一 

事表态。
人;民°之声副秘书拿督斯里莫 

哈末阿里说，他们无法交该报 
告到该部办公室，就连部门代 
表都不愿意告知名字，甚至不 
愿意用部门印章盖章，象征他 
们p幺孕榜等

4又是要°求他们用部门印章 
印上接收，经济事务部的代表 
都不愿意，所幸经过辅助警察 
协助，指协助提交报告到该部
门。，，

2組織呈報告受阻

限阿茲敏2天内表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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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料3年内完工

適耒井莊拿督公廟動土
(适耕庄1T曰讯） 

最悠久的百年古庙一
适耕庄历史 

-拿督公庙曰 
前展开动土仪式，预计3年完成重 

建计划，除了继续守护海口渔民出 
入平安，也促进热浪沙滩的美化工 
程，成为吸引游客的热门景点。

拥有过百年历史的拿督公庙，自 
适耕庄开埠以来耸立在海岸线，守 
护著海口渔民，确保出海捕鱼时平 

安顺利，迁至热浪沙滩现址也超过

35年，多年来香火鼎盛，信徒遍布 

各地。
如今庙宇因安全结构问题，理事 

会议决在现址后方重建，除了稍微 
扩大面积，也因应沙滩越堆越高， 
把庙宇垫得更高，预计3年内完 

成，并择定昨日的良辰吉时，邀请 
雪州议长兼适耕庄州议员黄瑞林主 
持动土仪式。

对此黄瑞林说，香火鼎盛的拿督

适左， 
逢4在 
动迨仪 
土-式 
仪、1 
式黄局 
于瑞唱 
马林国 
来、歌 
西谢° 
亚耀 
日亮 
进、 
行黄 
，亚 

谢详 
湖与 
平贵

公庙，不只是本地丨目徒的指路明 
灯，庙宇前的许愿树也因电视剧和 
旅游节目的广为宣传，成为游客必 
到的打卡景点，因此希望庙宇重建 
后，也能为沙滩美化工程带来正面 
影响。

“我期许庙宇理事会草拟重建蓝 
图后，依循政府部门程序，提出 
合法申请，我也会尽力从旁协助， 
确保拿督公庙的重建计划顺利进 
行。”

^土礼仪式出席者包括拿督公庙 
理事会主席谢湖平、沙白安南县议 
员黄亚详、海口渔村村长谢耀亮与 
庙宇理事会成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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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2〇〇公尺长的涅ii严. 

.醒塞及长满科

■李建芬（左起） 

的沟渠。

黄锡及赵启兴，巡视严重阻塞

(蒲种1 7曰 

訊）梳邦再也市 

议会拆除非法建 

筑物后，未有清 

理掉落沟渠的建 

筑废料，以致沟 

水无法流通而发 

出臭味。

马华梳邦区会主 

席赵启兴接到投诉

后，与区会副组织秘书李建芬及居民黄 

锡，前往蒲种甘登花园第三路及第五路交 

界处巡视。

擔心爆發蚊症

赵启兴也是马华雪州公共投诉局主任。 

他说，该地段之前建有多间非法建筑物， 

当局今年初进行拆除行动后，没有清理掉 

入沟渠的建材，导致沟渠严重阻塞，长满 

垃圾及孓孑，他担心该花园随时爆发骨痛 

热症，危及居民健康，希望有关当局尽快 

清理沟渠。

赵启兴也担心如果当局不急速清理，当 

雨季来临，沟水满溢流至毗邻住家，影响 

居民们的生活及环境卫生。

他希望该区的市议员及州议员重视此事 

及尽快处理。

李建芬促请当局尽快在该段地筑起围 

篱，以防被非法倾倒垃圾者相中，成为非 

法垃圾场。

V *.
癖f'.

m儀

0m

市會拆非法建築物纛_B_⑤

建糊A溝

■之前的多间非法建筑物，现已被夷为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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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K Land |的雪蘭莪房屋針劃
Hibiscus 3移交房屋通知書及鑛匙

i吉隆坡甲洞公司（KI.K Land) 

于雪州双溪毛糯发展的综合城 
镇Bandar Seri Coalfields (BSC)中 

的“我的雪1莪房屋计划” HtWscus 

3双层排屋进行移交房屋通知书及钥 

匙仪式，特邀来雪州大臣阿米鲁丁主 

持仪式。
Hibiscus 3双层排屋共有274个单 

位，占地面积18X60尺，售价为22万 

令吉，备有3间睡房及2间浴室。

阿米鲁丁在仪式上致词说，雪州 

政府明白拥有住所是子民的生活基本 

条件之一，因此雪州政府致力于确保 
B40的低收入家庭可透过雪州精明租 

赁房屋计划（Skim Smart Sewa)，

阿米鲁丁、拉希拉及陈天泰为Hibiscus 3移交钥匙仪式▲李爱贤（左起）

主持开幕。

拥有属于自己的家园。

“通过雪州精明租赁房屋计划， 
雪州政府目前已出租了 341个房屋单 

位，而每月租金介于450令吉至700令 

吉。另外，州政府今年也完成了 101 

个雪州精明租赁房屋计划的单位，不 

久后将可出租，而今年年中至明年年

初则预计有541个单位可完成。”

此外，雪州大臣机构与大马铁道 
资产机构（RAC)也签署了一份谅解 

备忘录，共同探讨在雪州所有铁道 

土地附近兴建可负担房屋。双方将 

通过“公共交通为导向产业发展”
(T0D ) -起开发所有资产，目标

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区，并促进 

周边发展。

他补充，可负担房屋的建设不能为 

发展商带来极大利润，因此雪州政府 
很感激发展商如KLK Land愿意与州政 

府合作，一起建设更有品质与设备完 

善的“我的雪兰莪房屋计划”房屋。
吉隆坡甲洞公司（KLK)首席执行 

员丹斯里李爱贤也说，作为一个负责 

任的企业公民和开发商，KLK Land致 

力于支持州政府为人民建造更多可负 

担房屋的举措，接下来也将会继续配 

合，让更多人民受益。
“即使Hibiscus 3属可负担房屋， 

但在建筑品质上我们也坚守高品质水 

平，同时也提供完善设施与设备，打 

造舒适的居住环境。”

其他出席嘉宾包括瓜雪县议会主席 

拉希拉及吉隆坡甲洞置地执行董事拿 

督陈天泰。

网站：klkland.com.my
(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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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民衆提燈籠追月

加影丰秋晻會真熱鬧

\ ■ I
參••i卜

ISM
■许来贤（中）亲临现场，为“情浓月满聚加影 

庆中秋”晚会主持点灯仪式。

此次“情浓月满聚加 

影”活动，又能趁中秋 

佳节的来临，重新回到 

老街广场相聚。

他表示，除了特色应 

节食物的安排，筹委会 

也把此晚会定为环保的 

中秋庆典，现场使用的 

食物容器（碗碟及杯 

子）、展示灯笼等，都 

避免使用一次性塑料， 

并呼吁民众加入环保的 

行列，尽量减少使用对 

环境造成破坏的材料； 

为了照顾出席民众的健 

康，筹委会也准备了数 

千个面罩派发。

数千面罩派出席者

许来贤致词时除了向 

民众表达祝贺佳节之 

余，并系数报告这一年 
多来在加影州选区及雪 

州政府事务上的成绩， 

尤其是在双溪龙高尔夫 

球场重新规划发展的建 

议，州政府听取了双溪 

龙区居民的意见与心声 

后，毅然决然的取消发 

展商的上述建议，把该 

广大的绿肺归还予当地

居民。

他指出，在加影区几 

项关系人民的工程，也 

已经逐步进行，如纷扰 

多时的乌鲁冷岳福建义 
山的出路□道路工程， 

州政府已经批准130万元 

兴建一座桥梁，以解决 

原有通过医院土地，因 

医院建筑工程影向的路 

段，工程业已进行中， 

预料明年清明节时就能 

让民众使用。

另外，聚集现场的民 

众已达逾千人，而加影 
区警察一哥阿末扎菲率 

领约20名下属警官及警 

员，连同乌鲁冷岳县长 

代表莅临现场。

晚会共邀请了当地的 

华侨幼儿园、育华国民型 

中学的龙獅队、口琴学 

会、私立学校鼓队、新 
纪元大学学院校友教授的 

扯铃队、万宜乐龄舞蹈团 

及专业歌唱小组现场演唱 

如月亮圆、月亮代表我的 

心、城里的月光及多首现 

代歌曲，主持人则由新纪 
元大学学院的同学担任。

(TSI )

(加影1 7日讯）由 

加影州议员办公室主办 

的“情浓月满聚加影庆 

中秋”晚会，日前在加 

影市区老街广场热闹举 

行，雪州行政议员暨加 

影州议员许来贤亲临现 

场，带领300余民众提著 

灯笼，横跨加影市区主 
要道路，并在游行2公里 

路程回到老街广场后， 

主办当局依_向民众发 

放中秋佳节食物，如月 

饼、柚子、芋头、菱角 
及花生，配以热茶。

由于近来烟霾笼罩， 

气候炎热，#办当局还 

贴心准备菊扣茶让民众 

消暑。

准备菊花茶让民消暑

民众对于+办单位的 

贴心安排，称赞不已， 

并且对于应节食品的准 

备感到很有意义，而年 

长者则表示许久没有看 

过这样用心安排的中秋 

晚会了，而规场由筹委 

袁思平亲手制作的大型 

走马灯灯笼，更吸引现 

场民众的目光，并由许 

来贤亲手点燃，作为序 

幕0
为了增加本次中秋晚 

会的亮点，丰办单位已 

于一个星期前举办一场 

创意环保灯笼制作营， 

更邀请了摆渡人创章工 

作室的刘启辉老师和黄 

秀娟老师教导，并把有 

关作品带来现场展览； 

除此，筹委会也安排了 

当地文化工作者李成金 

现场示范以菱角制作的 

童玩，吸引不少目光。
筹委会主席邱金明致 

词时说，已经许久没有 

在老街广场举办活动，

回
到
老
街
广
场
。

要
道
路
，
并
在
游
行

2
公
里
路
程
 

众
提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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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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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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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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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溝堵塞飄臭惹民怨
趦啟興促當局速清理

(蒲种17日讯）蒲种甘登 

花园第三路及第五路交界 

处的地段，在这之前搭建 

了多间非法建筑物，有嘛 

嘛档，住家等等，今年年 

头在清空后，市议会拉大 

队出动了各种机械铲平了 

非法建筑物。虽然当局有 

把建筑废料载走，但是一 

些掉入沟渠内的漏网之石 

还有一些木块，堵塞整条 

长约2百米的水沟无法顺利 

排水，形成一潭死水变黑 

及发臭，居民不能再忍唯 

有向马华梳邦区会主席赵 

启兴投诉。

赵启兴在接到投诉后今早与其区会副组织秘书李建芬以 

及居民黄锡一同前往该处巡视后说，该地段之前搭建了多 

间非法建筑物，并于今年清空后就见有神手罗里等来拆除 

及铲平，但是之后却忘了妥善处理建筑废料。

也是马华雪州公共投诉局主任的赵启兴说，由于这些 

‘‘漏网之石”，导致现已被夷为平地旁的沟渠严重堵塞， 

聱条沟渠也布满了垃圾及孓孑。

J 危及居民健康

他说，他非常担心该花园随时会爆发骨痛热症危及居民

■李建芬（左起）、黄 

锡及赵启兴巡视时说， 

这些“漏网之石”导致 

已被夷为平地的沟渠严 

重堵塞，布满了垃圾及 

孓孑。

■虽然当局把拆除的建 

|二' 筑废料栽走，但是一些 

Ig掉入沟渠内的木块，堵 
塞整条长约2百米的水沟家塞整条长约2百

_无法顺利排水少外- 

_潭死水变黑及发臭

的健康及生命，希望有关当局尽快把该条已严重堵塞并已 

发臭的沟渠清理。

另外，他也担心如果当局不急速清理的话，恐怕当雨季 

来临时，大量的雨水会使到该沟渠不胜负荷溢出路面，又 

脏又臭的沟水会连同垃圾到处漂流甚至流入毗邻的多间住 

家及影向了居民们的生活及环境卫生。为此，他希望该区 

的市议员及州议员正视此事及尽快把问题处理。
除此以外，一同前往巡视的马华梳邦区会副组织秘书李

建芬，也促请有关当局尽快的在该段地筑起围篱 

非法倾倒垃圾者相中而成为非法垃圾场。（TSI )
以防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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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理事、嘉宾和顾问合影。坐者左起为戴祯兴、戴奉楚、潘永福、陈 

炜栋、叶福财及伍万兴。

葉福財監誓 督^叶福财:前排右

淨水協會理事就職 新任会‘伍^■兴
排左二）

(八打灵再也17日讯）

马来西亚净水协会早前顺 

利举行第三届理事宣誓就 

职典礼，并在马来西亚|华 

人行业总会署理总会长 

拿督叶福财监誓下宣誓韓 

职0

叶福财在会上致词时 

到，随著时代进步，新科 

技不断涌现，也造成大自 

然被破坏及污染，干净,的 
水源在未来将是非常珍贵的资源。

他说，国内水源污染.件不断发生， 

因此也激发人们对饮用水的安全意识， 

这对我国的净水事业来说是一场革命。

当晚出席嘉宾马中跨境电商委会主任 

傅大伟则强调，全球化的趋势下，跨境 

电商领域是未来的核心，因此他鼓励净 

水业界勇敢跨出一步，专注发掘生意的 

窍门，通过电商项目将产品销售到全世 

界0

伍万兴吁招揽新会员

较早时，马来西亚净水协会新任会长 

伍万兴致词时则表示，他从协会工作的 

参与者，转变为协会工作的带动者，对 

会员给予的信任表达感激。

他指出，新届理事会奉行集体领导，

马来西亚净水协会

第三届（2019-2021 )理事阵容
会长 伍万兴

署理会长 杨景华

副会长 郑德祥、涂金火、张畅原

秘书 郑有评

副秘书 曾庆松

财政 廖崇评

副财政 叶展良

理事 吴叔蔚、陈益利、李锦财、黄成发

查账 陈明皓、张明俊

共同承担的办事理念，并鼓励会员以 

“一带一”的入会方式，为该协会招揽 

更多新会员，以壮大组织规模及力量。

出席观礼的嘉宾还有梳邦再也市议员 

戴祯兴、行总外交陈炜栋和该协会顾问 

戴奉楚、潘永福、黄光耀及王召明等。

(TK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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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湖平（左四起）、黄瑞 

林、谢耀亮、黄亚详及众贵 

宾，选择在马来西亚日进行 

动土礼，并在仪式前高唱国 
歌。

■拥有百年历史的哪督公庙 

将重建，该庙除了是海口渔 

民的重要守护神，屈前的许 

愿树也成为著名旅游景点。

---~ V

料3年後建竣

適耕莊哪督公廟重建
(适耕庄17日讯）适耕 

庄历史最悠久的百年古庙 
“哪督公庙”因安全结构问 

题，理事会议决在现址后 

方重建，并择定于昨日的良 

辰吉时，邀请雪州议长兼适 

耕庄州议员黄瑞林主持动土 

仪式，预计3年完成重建计 

划，除了继续守护海口渔民 

出入平安，也促进热浪沙滩 

的美化工程，成为吸引游客 

的热门景点。

哪督公庙自适耕庄开埠以 

来耸立在海岸线，守护著海 

□渔民，确保出海捕鱼时平

安顺利，迁至热浪沙滩现址 
也超过35年，多年来香火 

鼎盛，信徒遍布各地。如今 

庙宇因安全结构问题，理事 

会议决在现址后方重建，除 

了稍微扩大面积，也因应沙 
滩越堆越高，把庙宇垫得更

黄瑞林在主持动土仪式上 

说，香火鼎盛的哪督公庙， 

不只是本地信徒的指路明 

灯，庙宇前的许愿树也因电 

视剧和旅游节目的广为宣 

传，成为游客必到的打卡景 

点，因此希望庙宇重建后，

也能为沙滩美化工程带来正 

面影向。

他也希望庙宇理事会草拟 

重建蓝图后，依循政府部门 

程序，提出合法申请。

他强调，他也会尽力从旁 

协助，确保哪督公庙的重建

计划顺利进行。

动土礼仪式出席者包括哪 

督公庙理事会主席谢湖平、 

沙白安南县议员黄亚详、海 

口渔邨邨长谢耀亮与庙宇理 

事会成员等。（TS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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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2Iff
歲捣I阿 I兹 

敏 
部 
门

(布城17日讯）人民之声 

(SUARAM )和崛起（BANGKIT)组织今 

天（今曰）直捣经济事务部长拿督斯里 

阿兹敏的部门，提交”男男性爱短片“的 

英国鉴证报告，但吃闭门羹，多番交涉 

后才获辅警代为签收。

人民之声副秘书长莫哈末阿里和 

崛起组织主席沙林阿兹兰在本月4曰 

前往国家皇宫移交英国鉴证专家报告 

予国家元首，要求向阿兹敏采取行动 

后，今天又率领数名人士到布城，尝试 

将报告交给阿兹敏的办公室。

沙林阿兹兰指出，他们尝试交给阿 

兹敏的办公室，但不得要领，在僵持不 

下后，辅警才代为接领该函件代为转达 

给阿兹敏后，要求他在48个小时内表达 

立场。

“若他没有犯错，为何至今默不作 

声？若你非视频中人就挺身说明；反之， 

若你是视频中人就辞去部长职位。” 

莫哈末阿里说，一个宣称捍卫言论 

自由及传达民意的政府，却剥夺了人民的发言权，一 

个被指是在社交媒体流传的性爱视频中人，却怯于 

接受鉴证报告。

“阿兹敏办公室拒绝了民声、害怕真相以及否决 

了言论自由。”

他说，他们已经将有关报告提呈给多个政府机 

构，包括武吉阿曼、总检察署及执法机构却音讯全 

无，并质疑是否有人企图掩盖事实。

他也促请阿兹敏阿里需就有关报告表态，因为 

人民需要知道真相。#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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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知也 A22a
拥有百年历史的哪督 

公庙，除了是海口渔 

村的重要守护神，庙 

前的许愿树也成为著 

名旅游景点。

料适耕庄哪督公庙动土
|4
3 
年

(适耕庄17日讯）雪州适耕庄历史最 

悠久的百年古庙-哪督公庙曰前展开动土 

仪式，预计3年完成重建计划，除了继续 

守护海口渔民出入平安，也促进热浪沙滩 

的美化工程，成为吸引游客的热门景点。

拥有过百年历史的哪督公庙，自适耕 

庄开埠以来耸立在海岸线，守护着海口渔 

民，确保出海捕鱼时平安顺利，迁至热浪 

沙滩现址也超过35年，多年来香火鼎 

盛，信徒遍布各地。

如今庙宇因安全结构问题，理事会议 

决在现址后方重建，除了稍微扩大面积，

也因应沙滩越堆越高，把庙宇垫得更高， 

预计3年内完成，并择定昨日的良辰吉 

时，邀请雪州议长兼适耕庄州议员黄瑞林 

主持动土仪式。

黄瑞林表示，香火鼎盛的哪督公庙， 

不只是本地信徒的指路明灯，庙宇前的许 

愿树也因电视剧和旅游节目的广为宣传， 

成为游客必到的打卡景点，因此希望庙宇 

重建后，也能为沙滩美化工程带来正面影 

响。

“我期许庙宇理事会草拟重建蓝图 

后，依循政府部门程序，提出合法申请，

我也会尽力从旁协助，确保哪督公庙的重 

建计划顺利进行。”

动土礼仪式出席者包括哪督公庙理事 

会主席谢湖平、沙白安南县议员黄亚详、 

海口渔村村长谢耀亮与庙宇理事会成员 

等。#

會适逢动土仪式于 

马来西亚日进行， 

谢湖平（左4起）、黄 

瑞林、谢耀亮、黄亚 
详与众贵宾在仪式 

前局唱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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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政府积极采应对措施
(莎阿南17日讯）雪兰莪州

政府时刻监督空气素质，并 

经常与各县署天灾管理委员 

会联系，在国家面对烟霾之 

际，采取所需应对措施。

精明雪州指挥中心雪州 

天灾管理单位今日发表文告 

说，截至17日，雪州教育 

局已宣布共有145所学校停 

课，涉及学生人数高达18 

万7928人。国家天灾管理

机构也已发了 50万个口 

罩，通过县教育局分发。

文告说，学校行政人员 

若需要口罩分发给学生，可 

联络各县署办公室或是州议 

员办公室；并提醒大众常用 

口罩，多喝水及减少户外活 

动.。

当局也指示，露天焚烧 

及会引起烟害的行动皆不可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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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剧烟霾消拯局忙扑火
(加影17日讯）武来岸茅草山咋午 

发生野火，大片茅草着火燃烧，加 

剧该地区的烟霾问题。
据了解，咋晚的野火事件导致

武来岸周遭一片灰蒙蒙，连街灯也 

看不到，居民形容就像摸黑进出家

园般，足见当地烟霾的情况有多严
S 〇

毛月消防拯救局于下 

午约4时30分接获 

民众投诉野火事件后，马上派 

员赶往现场灌救，并于约晚上 

7时30分火势被扑灭。

武来岸打仑新村村委会主 

席张自强今日受询时说，逢干 

旱季节，茅草山都会发生野 

火，晚上时段野火烧起时大地 

也变得一片通红。

他说，昨午山上再度发生 

野火时，相信是风向的关系， 

焦味和灰尘未吹向新村方向， 

直到消拯车到场灭火时，，才 

知道山上的大片茅草着火。

“时值烟霾重临，茅草山 

再度发生野火，空气污染指数 

恶化外，烟霾也加剧，非常不 

健康。”

他指出，虽然茅草山着 

火，但上下茅草山有4、5条 

路，因此不会危及登山客：而 

且民众平时也少登山，一般都 

足假日、周末和周FI才会多 

人.。

武来岸茅草山星期_下午发生野火，火势猛烈。（取自社交网)

灘 ' 遽_

：iiP
张自强（左）指茅草山新路两旁的杂丛应清理和填平作为泊车之用，右是村委会秘书林玉书。

张自强：通茅草山新路“四不像”
张自强也声称，雪州政府 

2017年拨款100万令吉修复和 

美化茅草山，但进出茅草山的 

新路却做到“四不像”。

“这包拈该路段破烂不 

堪，路旁的杂丛也没清除，登 

山客无处泊车，该处也没街 

灯，清¥时段天色昏暗，登山 

客不敢把轿车泊在新路旁。”

理应辟梯级

他认为，登山路段斜坡 

高，理应辟梯级让登山客一1步 

步爬上去，而非只足建一条小 

路，尤其这是一项百万令吉的 

工程，不应如此马虎，

“新的登山道欠理想，所 

以登山客如常使用私人地进

出，他们把轿车泊在私人地或 

经过私人地，都得要付费。”

新的登山之路欠理想，登山客继续从私人地段登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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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穿长袖 什么

驱蚊液 衣服 都不做

“蚊子寻找叮咬的0标 

是基于二氧化碳、水气和温度 、

的条件。人潮多的地方自然有较 

多的二氧化碳和水气，温度提升便会 

引来蚊子，患上骨痛热症的风险将会提 

高。”

充当携带病毒媒介

可想而知，民众要避免到热闹拥挤 

的地方几乎是不可能的，可偏偏黑斑蚊 

的滋生与城市化是息息相关的，越繁华 

的城市就有越多黑斑蚊。

他说，一个城市的繁华程度，可视 

骨痛热症的病例数量而定。目前， 

最多病例是雪兰莪，接下来是吉隆 

坡、新山和亚庇。

“虽然大自然环境也有蚊子，但 

它们很少会携带病毒的，因为黑斑 

蚊是从一个携带病毒的人的身上 

感染后再传播的，它只是一个携 

带病毒的媒介《 ”

如何在室外预防蚊子叮咬

曾致腾博士：在接下来的5年，我计划从事更多 

与骨痛热症醒觉有关的公益活动，希望能加强民 

众对黑斑蚊和骨痛热症的了解和认知。

与城市化 

息息相关
说到对黑斑蚊的认识，虽然 

有95 %受访者都知道黑斑蚊身上 

和脚部都有黑白纹，但只有 

36.25%受访者知道黑斑蚊是在白天吸血的，大部分人 

都不知道黑斑蚊活跃吸血的时段。

曾致腾表示，黑斑蚊一般会在旱上6时至9时以及 

傍晚5时至8时较活跃，所以民众可以在这两个时段做 

好预防措施，以避免被蚊子叮咬。有注意的话，你会发 

现政府灭蚊队通常会选在蚊子最活跃的时间喷药。

干净的水源是黑斑蚊的繁殖温床，65%受访者知道 

这一点，而35%受访者却以为黑斑蚊可以在任何水源 

滋长s
“另外，还有42.50%受访者认为，黑斑蚊可以在任 

何地方繁殖，这是错误的。黑斑蚊通常只会在积水的人 

造器皿产卵繁殖。在众多人造器皿中，受访者认为废弃 

轮胎是黑斑蚊首选的繁殖温床，接下来是废弃的瓶罐、 

椰子壳和沟渠。”

骨痛热症可预防

有了认知，就要懂得用正确的态度来预防。75%受 

汸者会担心自己被黑斑蚊叮咬，尤其是在骨痛热症黑 

区。大部分受访者认为，感染骨痛热症的几率是不分年 

龄的，也有92.50%受访者认为骨痛热症是可以预防 

的，这表示了他们对这方面仍有醒觉意识。

询及室内预防蚊子叮咬的措施，大部分人选择使用 

灭蚊雾（66.25% )，紧接着是安装防蚊窗纱 

( 58.75%)、点蚊香（ 53.75)、在屋外焚烧垃圾 

(35%)、使用电热蚊香垫（35%)、使用蚊帐（18.75) 

及什么都不做（1.25%)。

他强调：“焚烧垃圾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不让蚊子靠 

近住家范围，所产生的烟并不能杀死蚊子，蚊子只是被 

驱走到其他地方，而且焚烧垃圾还会造成环境污染。在 

城市地区比较少见这种做法，乡村地区比较常见。”

至于室外，政府单位在骨痛热症宣传小册子上常呼 

吁民众应该穿上长袖衣裤、使用驱蚊液或避免到热闹拥 

挤的地方，可是受访者对这些建议的配合度并不高。

f eatu re @ e Nanyan g. my

在我国，“骨痛热症” 

绝不是一个陌生的病症，可 

居然还有人不知道骨痛热症 

的传播者是黑斑蚊，醒觉意 

识极低，而这些人甚至包括 

受高等教育的大学讲师和行 

政人员！听起来觉得荒唐， 

但一项关于骨痛热症的醒觉 

调查明确地证实了这一点。

报道•游燕燕

政府单位最有效预防黑斑蚊滋长的措施

资讯网：创新潮流指标C4

认知却欠缺执行力
91.25%受访者认为，清理住家四周的 

积水是有效减少蚊子滋长的方法，尤其是 

确保水沟通畅无阻，以及清理花盆底盘的 

积水。话虽如此，却只有46.25%受访者会 

经常检查住家四周的积水。

“这显示出受访者对预防蚊子滋氏拥有正确态度，但却欠缺 

执行力。”

预防骨痛热症，人人有责。71.25%受访者认为，控制住家 

四周的蚊子是屋主和相关政府单位的共同责任，而23.75%受访 

者却认为是屋主的责任，只有5%受访者认为是政府单位的责 

任。这表明了受访者并没有在这方面特别依赖地方政府。

此外，受访者认为政府单位进行灭蚊工作和定时处理垃圾 

是最有效预防黑斑蚊滋长的措施。

关于骨痛热症和黑斑蚊的资讯，报章（56.25%)是大部分 

受访者的资讯来源，其次是电视（45%)、电台（37.50%)、 

家人和朋友（35%)、网络（30%)、传单和海报（16.25%) 

以及相关部门举办的醒觉活动（7.50%)。

曾致腾也特别提到，据针对大学生的调查显示，大学生取 

得资讯的首要管道也是报章，而网络则排第二。

提升民众醒觉意识

“我想，也许电视或电台的资讯是‘一闪即过’的，比较容 

易错过，而网络是需要特意搜索才能找到相关资讯。报章的优 

势在于随时报道和跟进关于骨痛热症的最新消息，而且即使错 

过也容易找到。”

总体而言，不论学历高低，一个人缺乏某方面的知识是在 

所难免的；即使是高学历群体，也未必对缠绕我国数十年的骨 

痛热症课题有高度的了解和认知。

W此，他认为人们应该针对有关课题进行反思和探讨，设 

法提升民众的醒觉意识。调查显示，90%受访者赞同通过强制 

性教育，把骨痛热症课题纳人中小学科学课本和考题范围；他 

也建议，借由多举办各种相关的醒觉活动，不仅可提升民众的 

意识和加强执行力，亦可有效地降低骨痛热症病例。

“据悉，现在的体育与体健课本附有关于骨痛热症的内容， 

可我们不清楚老师是否有教？或，教得有多深人？中竟它没有 

被列人考题范围，所以难免会被忽略。”

走出实验室

回馈社会
从事医学昆虫研究工作约有15年之久， 

曾致腾如今开始攀上另一阶段，他要走人社 

群，积极投人于公益活动，目的只有一个——

回馈社会。

“虽说我做的研究也是回馈社会的一种方式，但却无法令民 

众直接受益。研究员K：时间待在实验室工作，接触的大多是同 

行，谈的都是各自的t?业论点。我想要走；丨丨实验室，进人社区 

与民众接触，了解他们的想法，并把研究所得的成果完整地回 

馈社会。”

一旦立定心志就要马上行动！当他发现调查结果不如预 

期，便决定先从教育孩子开始，从小灌输孩子有义黑斑蚊和骨 

痛热症的知识，丨丨:预防骨痛热症的措施成为一种习惯2

筹办绘画比赛

他筹办的首个公益活动是“骨痛热症醒觉绘画比赛”，开 

放予雪隆区的中小学生参加，目前已开始接受参赛作品，无需 

任何报名费，截止日期为10月4 R。获胜的作品将于11月至 

明年1月在马大両廊展出。

“我们的评审N1是由6人组成，3人是科学家，另3人是美 

术家，评审将以各自的专业眼光给予评分。在画展展出期间， 

现场也将设有骨痛热症的资讯展，让人们在欣赏両作的同时， 

也能了解骨痛热症的病W，以及正确的预防和管理措施”

他也透露，配合明年6月的国际骨痛热症日，该项比赛将 

移师到沙巴举办。

曾致腾最希望 

做的是把科学普及 

化，让科学渗人民 

众的生活中。尽管 

所做的也许吃力不 

i寸好，但总 

比什么都不 

做来得好， 

即使努力过 

后的成果不大，然

而一点点的改变也 

是一个好的开始。

“骨痛热症醒觉 

绘画比赛”是曾致 

腾博士首个筹办的 

教育公益活动。

*欲参赛者可把作品电邮至 

dengue.awareness. 
um@gmail.com/ 
chen_ctbr@um.edu.my °

获胜作品将在 
马大画05展出

骨

®画蹈禱
比赛幵放给雪隆I 部中小f

ph马来亚大学生物科学研究所高级研 
m究员曾致腾博士主导的骨痛热症醒 

觉调查，目标对象为80位在大学就职的讲师 

和行政人员，其中68位是大学讲师，另12 

名是行政人员。对于调查结果，连曾致腾也大 

感意外！

在关于骨痛热症知识的问卷范畴，只有 

88.75%的教育工作者知道骨痛热症是因蚊子 

叮咬把病毒传播给人类；也就是说，11.25% 

受访者并不知道骨痛热症的致病原因。更甚的 

是，还有8.75%受访者不知道骨痛热症是由 

黒斑蚊传染的。

曾致腾无奈地说：“我们在问卷中特意设 

置了一些‘送分题’，以为受访者一定能答 

对。结果，虽然回答正确的人高达80%以 

上，可是我们还是不满意这个结果，因为这些 

‘ 1 +1 =2’的问题，不是应该很容易答对 

吗？”

他和团队用了约一年的时间进行问卷调 

查、整理和分析，所设问题围绕在关于骨痛热 

症和黒斑蚊的基本常识上。参与问卷调查的受 

访者年龄介于25岁至64岁；其中有83.75% 

拥有硕士和博士学位，其余的16.75%拥有学 

士学位。

高学历者不懂致病原因

他展开该项调查并非是突发奇想，而是发 

现有时跟同样是科学研究员的同事聊起骨痛热 

症的话题，不少人一问三不知，意识非常低。 

这激起了他的好奇心，究竟拥有高等学历的教 

育工作者对骨痛热症有多少了解？

“高学历者如大学讲师一般被公认为学识 

好和身分崇高，照理来说关于骨痛热症的基本 

> 常识一定难不倒他们。可是，我们完全没想到

调查结果会如此出乎意料，所以便把学历程度 

调低，过后也针对大学生（943人）和民众 

(1000人）分别进行了问卷调查。”

果然不出所料，当得知拥有高学历者都无 

法达到预期结果，学历程度较低者的结果更不 

用说了。针对不知道骨痛热症是由黒斑蚊传染 

的问题，只有90%大学生知道，也就是说 

1000人中有100人不知道。

回到针对高学历者的调查，对于骨痛热症 

的认识，大部分人都能说出两种以上的症状， 

这是不错的结果。可是，其中却有一个错误的 

认知，并非所有受访者都认为发烧是症状之 

_。他指出，发烧是骨痛热症发病时，最快和最 

基本显示出来的症状。

一旦发现感染骨痛热症，97.50%受访者会选 

择到医院或诊所接受治疗，只有2.50%受访者会 

选择传统疗法和在家休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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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阿南17日讯|雪州大臣阿

米鲁丁表示，州政府暂时仍未接 

获有关烟霾引起疾病的病例。

大臣表7F，州政府已米取必 

要的措施，一旦相关机构接获有 

关烟霾引起的病例，就会向州政 

府当局汇报。

「截至目前，州政府还没接 

获相关病例。州政府已指示掌管 

卫生事务的行政议员西蒂玛丽亚 

紧密监督州内的情况。」

阿米鲁丁是于今日出席一项 

伊斯兰法律的研讨会后，在记者 

会上这么表示。

雪州未有烟霾引起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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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逢动土仅式于马来西亚日进行，谢湖平（左4起）、黄瑞 

林、谢耀党、黃亚详与众贵宾在仅式前馬唱国歌。

适耕庄哪督公庙动工重建
适耕庄17日讯|适耕庄历史

最悠久的百年古庙------ 哪督公庙

曰前展开动土仪式，预计3年完成 

重建计划，除了继续守护海口渔 

民出入平安，也促进热浪沙滩的 

美化工程，成为吸引游客的热门 

畢占。

拥有过百年历史的哪督公 

庙，自适耕庄开埠以来耸立在海 

岸线，守护著海口渔民，确保出 

海捕鱼时平安顺利，迁至热浪沙 

滩现址也超过35年，多年来香火 

鼎盛，信徒遍布各地。

如今庙宇因安全结构问题， 

理事会议决在现址后方重建，除 

了稍微扩大面积，也因应沙滩越 

堆越高，把庙宇垫得更高，预计 

3年内完成，并择定周一的良辰吉

时，邀请雪州议长兼适耕庄州议 

员黄瑞林主持动土仪式。

对此，黄瑞林表示，香火 

鼎盛的哪督公庙，不只是本地信 

徒的指路明灯，庙宇前的许愿树 

也因电视剧和旅游节目的广为宣 

传，成为游客必到的打卡景点， 

因此希望庙宇重建后，也能为沙 

滩美化工程带来正面影响。

「我期许庙宇理事会草拟重 

建蓝图后，依循政府部门程序， 

提出合法申请，我也会尽力从旁 

协助，确保哪督公庙的重建计划 

顺利进行。」

动土礼仪式出席者包括哪督 

公庙理事会主席谢湖平、沙白安 

南县议员黄亚详、海口渔村村长 

谢耀亮与庙宇理事会成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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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级斯迪亚烧芭疑外来者非法开垦
莎阿南17日讯|巴生市议

员梅格表示，他并不排除佐汉 

斯迪亚区有外来者非法开垦农 

业地进行烧芭，以致该区空气 

污染指数恶化。

梅格指出，经他与双溪坎 

迪斯州议员服务中心代表和佐 

汉斯迪亚村委了解之后，得知 

露天焚烧活动并非当地农民所 
为0

「这是因为他们（农民） 

经农业发展研究院（MARDI )与

农业局提供援助津贴获得足够 

的协助与指导，况且当局有他 

们农业活动的相关记录。」

他提到，涉及非法活动 

者不排除是擅闯私人地的外来 

者，包括那些并没向农业单位 

登记的农业地。

巴生市议会主席拿督莫哈 

末雅希也表示，为防范露天焚 

烧活动早前已派人全天候监督 

当地与英达岛情况，并会在接 

到投报后随时米取彳T动。

佐汉斯迪亚或有外来者非法开垦农业地进行烧芭，加 

剧当地烟霾情况。 -档案照-

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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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付露天焚燒
巴生17日讯|雪州大臣阿 

米鲁丁警告州内地主，不要在 

烟霾来袭期间浑水摸鱼，进行 

露天焚烧开垦土地加剧雪州空 

污情况，否则充公土地！

他指出，州政府在烟霾期 

间，特别关注露天焚烧活动猖 

獗的地点，以对不负责任的地 

主持续进行监控。

「相信他们都是在夜间进 

行焚烧活动，逃免执法当局有 

效执法和逮捕，即便执法人员 

赶到现场，也不清楚谁是该地 

段的地主。」

他表示，无论如何，州 

政府将会继续采取果断对付行 

动，以防止烟霾情况继续恶 

化。

阿米鲁丁于今日在巴生金 
宫酒店，为2019国内辩论赛主 

持开幕仪式，在致词时作出发 

言。

焚燒地區多屬私人地

较早前，雪州行政议员许 

来贤在本月I3日（周五）坚持

雪州充公土地
认为，在佐汉斯迪亚发生露天 

焚烧活动的地段，其土地拥有 

者必须为空污负上法律责任， 

包括需面对土地被充公。

为此，阿米鲁丁表示，州 

政府将跟县土地局配合，以确 

认发生露天焚烧事件土地拥有 

者的身份，因为发生露天焚烧 

的地段，除了部分农业地外， 

其实大部分都是属于私人地 

段。

「州政府将会对地主采取 

行动，因为作为土地负责人， 

却并没有协助政府遏制露天 

焚烧，反而加剧烟霾的严峻情 

况。」
据了解，佐汉斯迪亚今曰 

的空污指数又再度突破200点， 

截至今天下午2时，佐汉斯迪亚 

的空污指数维持在（204)、巴 

生（150)和万津（155)。

另一方面，阿米鲁丁也 

籍著马来西亚日，于今早发布 
916献词，希望在首相敦马哈迪 

的领导下，国民都爱戴这个国 

家，继续保持和谐与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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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影17日讯）由加影州议 

员办公室主办的“情浓月满聚 

加影庆中秋”晚会，日前在加 

影市区老街广场热闹举行时， 

雪州行政议员暨加影州议员许 

来贤亲自带领逾300名民众提 

灯笼游行横跨加影市区主要道 

路，吸引各民族民众驻足观看 

后，纷纷加入提灯游行行列。

特备菊花茶让民众消暑

民众游行约2公里路程回到老 

街广场后，主办当局依序向民众派 

发中秋佳节食物，如月饼、柚子、 

芋头、菱角及花生，配以热茶。由 

于近来烟霾笼罩，气候炎热，主办 

当局还贴心准备菊花茶，让民众消 

暑。

民众对主办单位的贴心安排皆 

称赞不已，而且认为这些应节食品 

都很有意义，尤其是年轻民众对菱 

角、芋头等，皆感到非常新鲜；而 

年长者则表示许久没有看过这样用 

心安排的中秋晚会了 a.

许来贤（第二 

排左二）带领加影民 

众于加影大街提灯游 

行。

大型走馬燈燈籠吸睛

同

李成金（左）现场示范以菱角制作的童玩。

时，由筹委袁思平亲手制作的大型走马灯灯笼，更吸 

引现场民众的目光；许来贤亲手为该灯笼点蜡烛，作 

为活动的序幕。

为了增加本次中秋晚会的亮点，主办单位已于•个星期前 

举办•场创意环保灯笼制作营，更邀请摆渡人创意T.作室的刘 

启辉老师和黄秀娟老师教导，并把有关作品带来现场展览；除 

此，筹委会也安排当地文化Ti作者李成金现场示范以菱角制作 

的童玩，吸引不少目光。

邱金明：少用一次性塑料
^委会主席邱金明致词时表示，已经许久没有在老街广 

场举办活动，此次“情浓月满聚加影”活动让大家 

感到无比兴奋，又能趁中秋佳节的来临，重新回到老街广场相 

聚。

他表示，除了特色应节食物的安排，筹委会也把此晚会定 

为环保的中秋庆典，现场使用的食物容器（碗碟及杯子）、展 

示灯笼等，都不是一次性塑料，并呼吁民众加人环保行列，尽 

量减少使用对环境造成破坏的材料；筹委会也派发数千个口罩 

给民众。

許來賢：雙溪龍高球場計劃聽民意

许来贤（中）为“情浓月满聚加影庆中秋”晚会主持点
灯仪式。

来贤致词时，除了向 

#民众表达祝贺佳节 

之余，并报告这一年多来在加 

影州选区及雪州政府事务上的 

成绩，尤其是在双溪龙高尔夫 

球场重新规划发展的建议，州 

政府听取双溪龙区居民的意见 

与心声后，毅然取消发展商的 

上述建议，把该广大的绿肺， 

归还予当地居民。

此外，在加影区几项关系 

人民的工程也已经逐步进行， 

如纷扰多时的乌鲁冷岳福建义 

山的出路口道路工程，州政府 

已经批准130万令吉兴建一座 

桥梁，以解决原有通过医院土

地，因医院建筑工程影响的路 

段工程也已进行屮，预料明年 

清明节时就能让民众使用。

晚会也邀请当地的华侨 

幼儿园、育华国民型中学的龙 
狮队、口琴学会、私立学校鼓 

队、新纪元大学学院校友教授 

的扯铃队、万宜乐龄舞蹈团及 

专业歌唱小组现场演唱如月亮 

圆、月亮代表我的心、城里的 

月光及多首现代歌曲，主持人 

则由新纪元大学学院学生担 

任。出席者包括加影警区主任 

扎菲助理总监和约20名下属警 

官及警员及乌鲁冷岳县长代表 

等人。

加影情濃月滿慶中秋

备族提爆遊行2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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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青商會配合地球戰士日 d 、

W日到E生海南対$銜
(吉隆坡17日讯）配合世界清 

洁曰，吉隆坡国际青年商会连同耕 

心慈善协会、雪州政府及巴生海南 

村村筹委会日前在巴生海南村举办 

一项分旱会，呼吁村民一起参加9 

月21日的地球战士日。

吉隆坡国际青年商会是国际青年商 
会（JCI)的其中…个分会，成员年龄 

介于18至40岁之间；该会其中的一个核 

心方向是举办一系列的活动回馈社会。
巴生海南村拥有11 5年悠久的历 

史，曾经是许多爱吃海鲜的游客所爱的 

“小天堂”和适合旅游的景点。但因垃 

圾和环境卫生不理想而渐渐导致游客稀 

少。此次活动就是希望能改善巴生海南 

村的卫生情况。

盼村民齐维护整洁干净
吉隆坡国际青年商会连同耕心慈善协会日前在巴生海南村以分享会的形式, 

呼吁村民们参加9月21日的地球战士日，并在分享会上拍大合照。

吉隆坡国际青年商会将于本月21日 

在巴生海南村举办地球战士日，此活动 

将以小型的清街仪式进行，旨让村民有 

醒觉，一起维护村里的整洁和干净，并 

展示大众的力量。

此活动也可以带出讯息，即只需-- 

小时捡垃圾，便可以为地球的环境清洁 

做出贡献。

吉隆坡国际青年商会呼吁大众-- 

起参加这项有意义的活动。欲知更多 

清洁活动详情，可联系该活动负责人 
Vincent Lai (013-358 9114)或者Chloe 
Tan ( 012-578 8331 ),或浏览脸书专 

页（JCI Kuala Lumpur )；
陈哲峰（站者左一）与巴生海南村村民分享保持村里环境卫生的重要性，并 

呼吁村民们踊跃参与9月21日的地球战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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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作时，罗斯里由友人陪同，到大排档的桌子向食 

客兜售纸巾：卖纸巾是个备受污名的丁作，然而，却是 

底层视障者谋生的方式

罗斯里说：“很多人不了解卖纸巾的人，以为他们 

在乞讨，事实上他们都是有工作能力和才干的人，因为 

没有工作才必须卖纸巾。”

询及政府可以怎么保障视障者的工作时，罗斯里忆 
起1995年在看国际新闻时，听闻韩国视障者的抗争新闻 

而大受震撼<j
“当时在韩国有-场示威活动，是视障者抗议，要 

求韩国政府将按摩业限制开放给视障者。”

罗斯里对韩国视障者的抗议感到困惑，当时还江中 

学念书的他想：“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他逐渐意识 

到视障者的职业选项少，其中不仅是个人的残疾问题， 

更是国家制度缺乏给残障人的就业保障。

如今，早已进人社会工作的罗斯里无奈表示：“视 

障者人数多，但是可以从事的行业少。视障者看不见， 
不能开车驾Grab,也不能偷窃或抢劫，他们能做的事实 

在不多。.

“过去许多视障者选择兜售物品，但现在渐渐没有 

人做这一行了，现在都以售卖纸巾和卖唱为主。”

他也指出，卖纸巾的视障者承受许多社会污名，常 

常受到社会大众指责为“地下集团的一伙”，甚至在兜 

售过程中被当面辱骂。

罗斯里点出，视障者并非怠惰或缺乏才干，缺乏工 

作机会才会被迫以卖纸巾或街头卖唱为生他建议，我 

国政府应该设立一个社区，成为视障者经营生意或演出 

的所在。

“我们不能依赖政府给予资助，政府的功用其实是 

为残障人创造一个安全、没有歧视的环境，让残障人可 

以自由行走、工作、生活。”

缺乏数据，

政策跟不上民情
今年6月，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副部长杨巧双 

表示，政府计划将政府部门是否具有1%的残障公务员， 

作为其绩效指标。她表示，虽然前朝政府早已实行该政 

策，但由于条例缺乏强制力，该政策没有严格执行:、她 

也表示，该部门计划以扣税的方式，鼓励企业聘请残障 

人士：

然而，罗斯里认为这项条例没有强制性，最终只会 

流于形式，许多政府部门都不会执行该条例。此外，该 

条例最终只会惠及小部分人，无法改变残障人所面对的 

困境。

“有些残障人曾接受高等教育，有些则没有，如果 

只是1%的公务员，事实上这只解决了少于10%的残障人 

的就业问题，另外90%的残障人依然没有工作。”

根据联合国的报告，全球约有15%的人口具有类型 

与程度不•的身体残缺。换言之，每6个人之中，就有1 
人具有身体残缺。

然而，我国与残障人相关的数据无法通过任何管道 

取得，无论是各个类别的人数，或是全国的总数字，社 

会福利局都没有具体数据。

罗斯里认为，这将导致我国残障的状况被低估，甚 

至被视为不见——以为那只是少数人面对的困境，忽视 

的结果是社会舆论缺乏讨论，公共政策也排除他们的需 

求。

“我们没有个别残障情况的数据，因为我国有很 

大的类别，却没有往下细分各个小类别的数据。例如， 

有多少个国人有自闭症？我们不知道，因为都被归类到 

‘精神疾病’ •栏。

“又比如，拥有多重残缺的人有多少？以聋哑又视 

障的人为例，他们应该被归为聋哑，还是视障呢？”

初1
f次见到吴哈末罗斯里（MohrlRosli Ibrahim ),是在孟沙的•家嘛嘛档楼 

罗斯里与朋友善用嘛嘛档的空间，举办一场名为“伊斯兰运动中的 

残疾人”座谈会。

罗斯里在闷热的空间里四处走动，除了卖书与协调活动，也上台发言总结: 

弱视的他缓慢行走，但一拿到麦克风，便连珠炮似地发言，对观众进行各种诘问。 

看似动作迟缓的他，似乎暗藏着丰沛的能量，随时蓄势待发。

不是世界上唯一的视障者
1970年，罗斯里生于吉兰丹乡村地区一家贫苦的马来家庭。他说，父亲的工 

作是拖着三轮车，从火车站帮忙运输货物，赚取三至四令吉的日薪。
罗斯里是家中的第三个孩子，自小弱视，但家人未曾察觉。9岁那年，他开始 

到吉兰丹巴西马（Pasir Mas)就读二年级，但“不会读书，也不会写字，连自己的 

名字都不懂得怎么写。”

不久后，校长告知家长，罗斯里的视力不健全，坐在班上第一排仍看不清黑 

板上的字，推荐父母带罗斯里到社会福利局咨询。随后，罗斯里到新山伊丽莎白公 
主特殊学校（Princess Elizabeth School For The Blind )求学。当罗斯里到了新山的新 

学校，“我见到其他人，才知道我不是这世界上唯一看不见的人”。

特殊学校毕业后，罗斯里到吉隆坡咖啡山的圣约翰国中求学。中学毕业后， 

活跃于吉隆坡的讨论与读书活动，累积人权、文化批评、伊斯兰运动、残障研究等 

领域的知识训练。

0•〇•崛起！
来自底层社会的罗斯里，关心社会，却不是关在设有空调的办公室里为视障 

者服务。办活动时，都选在闷热的嘛嘛档，与群众分享。
罗斯里在公共场合和各大专讲演关于残障人的困境，2011年末，罗斯里与数 

名社运分子策划了 “O.K.U.崛起”（O.K.U. Bangkit)运动，他的身分为动员主席 

(President Mobilization )，通过呈交备忘录，要求政府修改与完善与残障人相关的 

法律政策。

罗斯里在运动中扮演发#人的身分。备忘录最终呈交给大马人权委员会 

(SUHAKAM)，但罗斯里认为，运动的成功之处在于向当时的民联领袖安华施 

压，让民联将残障人的诉求纳人竞选宣言之中。

“我们知道，纳人竞选宣言后，他们不一定会实现诺#，但这成了一个纪 

录，残障人的议题开始被重视了
“O.K.U.崛起”的宣言涉及了残障人生活的各方面权 

I出的诉求包括法律应保障残障人免受歧视、自动注

罗■斯.聿恚 20;i2 年,“0.:‘K.y 
_起”运动的主要推动者 
'之.4:.也天生弱视，.但却, 
鹰-ife•书，也著有矣于我国■' 

残障入概況的书籍。’

該對此負責 如何改變;
罗斯里认为，只有掌握了相关数据，了解我国残障社群的具体情况，政府才能对症下 

药，仔细规划改善残障人困境的对策。

然而，我国的残障人并非强制被登记为残障人身分，这使到许多处于偏乡地区的残障 

人没有注册为残障人身分。“即使他们不去登记，社会福利局不会催他们、注册局也不会催 

他们，他们想登记才去登记。”

罗斯里以自身为例，当医院证实他为视障者后，他必须到社会福利局才能注册为“视 

障者/残障人”。“卫生部和社会福利局之间没有联系，当我们在卫生部被证实为视障者 

后，并不会自动登记为残障人。”

过去，社会福利局会展开全国的推广运动，到城镇与乡下宣导，鼓励残障人与家长到 

社会福利局登记。若该部门不积极推动，则有许多残障人不会主动登记。

罗斯里认为，残障人所面对的种种难题，需要跨部门的合作来解决。以残障人自动登 

记和掌握数据为例，便需要卫生部与社会福利局的合作。
他建议，新政府应该善用现有法律体系所赋予“全国残障人理事会” （Majlis 

Kebangsaan Bagi Orang Kurang Upaya )的平台，让不同部门的代表都可以一同讨论与决策

“举例而H，如果部长要推行残障人自动登记，她可以直接做，不需要修法、不需要 

通过国会，她有权力召集来自各部门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通过这个理事会，•同商议怎么 

推行新措施。”

罗斯里指“全国残障人理事会”常被忽略，无法发挥任何功用。

'''v

視障者就業難
報道：本刊劉存全 

攝影：本報賴國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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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當局儘快清理

#启兴也担心如果当局不急速 
M清理的话，恐怕当雨季来 

临时，大量的雨水会使到该沟渠不胜 

负荷，届时又脏又臭的沟水会连同垃 

圾到处漂流，甚至流人毗邻的多间住 

家。

“希望该区的市议员及州议员要 

重视此事，尽快处理这个问题。” 

此外，-同前往巡视的马华梳 

邦区会副组织秘书李建芬也促请有关 

当局尽快在该地段筑起围篱，以防被 

非法倾倒垃圾者相中，成为非法垃圾 

场。

T非法建筑物被夷为 
平地后，当局没有善后。

—李建芬（左起）、黄饧 

及赵启兴到现场进行视察。

©©©©蒲種甘登花園

拆非法建築沒善後

廢料塞溝雜蚊
(蒲种17日讯）梳 

邦再也市议会拉大队， 

出动各种机械铲平了非 

法建筑物，但却忘了妥 

善处理建筑废料，造成 

一些碎石及砖块掉入 

了沟渠堵塞长约200公 

尺的水沟，导致沟渠无

法顺利排水！

蒲种甘登花园第三路 

及第五路居民不能忍受一 

潭死水变黑及发臭，唯有 

向马华梳邦区会主席赵启 

兴投诉。

赵启兴在接到投诉 

后，今早与其区会副组织 

秘书李建芬以及居民黄饧

-同前往现场巡视。

赵启兴：

怕爆发骨痛热症
也是马华雪州公共投 

诉局主任的赵启兴在巡视 

后说，该地段之前搭建了 

多间非法建筑物，有嘛嘛 

档、住家等■：

“这些建筑物在今年 

年初清空后，就有神手， 

罗里等来拆除及铲平，虽 

然当局有把建筑废料载 

走，但还有•些木块等物 

掉人沟渠内，导致现已被 

夷为平地旁的沟渠严重堵 

塞。

“整条沟渠也布满了 

垃圾及生了孓孑，令人担 

心这个花园随时会爆发骨 

痛热症危及威胁居民的健 

康及生命，希望有关当局 

尽快来清理已严重堵塞并 

已发臭的沟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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