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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 No.
ROBERT SCIENTIFIC CO. SDN. BHD. 75648-A

本公司供應各種便桶坐椅，各種款式入口輪椅，
病床，各式助行拐杖復健用品，療養院所有設備。

NO.65,JALAN TENGAH,OFF GREEN ROAD,
93400 KUCHING,P.O.BOX 2783

TEL:082-254343,251262.
FAX:082-424628
古晉青草路中路門牌65號

眾貴賓們合切蛋糕，前排左起為常豐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經理拿督張瑩、常青集團執行董事張昌恩、緬甸國
油總裁尤米迪、常青巴布新畿內亞基金會主席拉柏斯納
瑪柳、常青巴布新畿內亞駐大馬最高專員維里華基、中
國駐古晉總領事謝福根、砂州第二財長兼環境與公共衛
生部長黃順舸、常青集團執行主席張曉卿、中國貴賓蕭
武南、洛克菲勒基金會董事史蒂芬洛克、常青集團執行
董事張建卿、常豐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天猛公拿督肯尼卡
央、常青集集團執行董事拿督斯里張翼卿、常青集團執
行董事張泰卿。

張曉卿：人無悲觀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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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巫15日訊）常青
集團執行主席丹斯里張曉卿
爵士表示，生活經驗告訴我
們，面對任何的難題，我們
都要沉著應對。只要我們肯
努力，肯奮鬥，我們就有成
功的機會。把握今天，才可
能放眼明天。
他說，世事的滄桑與多
變，永遠超越了人們的預料和
掌握。
“我常常鼓勵同事們，
在人生充滿逆境和變化的旅途
中，你隨時會遇到一些委屈和
傷害，你也隨時會碰到各種的
波折和失敗。但是，再大的風
雨，我們都要勇於面對，勇
於化解。我們還要記住逆境是
順境的準備，順境是逆境的鋪
墊。生活的懷想，是一種自我
的警惕和鞭策。”
“所以，我喜歡提醒同事
們和我的家人，在公司裡，在
人生中，我們一定要善用上帝
賜給我們的智慧和力量。人，
應該互相效力、互相輔佐、互
相勉勵。”
張曉卿今晚在常青集團

創立35週年紀念晚宴上勸勉同
事，沒有人是最聰明的，也沒
有人是最完美的。只有將心比
心，只有謙卑為懷，只有與人
分享，我們才可能創建一個更
和諧的社會。
他強調，道路的曲折坎
坷，並不是通向目標的最大障
礙；一個人的心志，才是成敗
的關鍵。一個人，只要心中的
燈火不滅，即使道路再怎麼崎
嶇難行，前途也將是一片光
明。受苦受難的人，是沒有悲
觀的權利。
“所以，生活、工作，都
是一種磨煉和學習的過程。誰
經得起打擊，承受的住壓力，
誰就可以練就一身的膽識。今
天的懶散，很可能是明天成功
的陷阱。”
“如果說我的人生，也有
一些進取收穫的話，那麼，我
要非常感謝過去曾經經受過的
生命的苦難和折騰。我知道，
我要做的事情，永遠做不完。
但越是風雨驟起，越要沉著應
戰，全力以赴。因為這是一種
承諾，一種責任，一種考驗。
一旦停歇，就是退步。”

常青集團高層向來賓敬酒。前排左起為GOLDEN STAR ACE 董事經理高友仁、常青集團董
事張聰、常豐控股有限公司董事經理拿督張瑩、葡萄城集團董事經理梁順美、常青集團執行
董事張昌恩、常青集集團執行主席張曉卿、常青集團執行董事張鉅卿、常青集團執行董事拿
督斯里張翼卿。

感恩感激 逾4萬同事風雨同舟
（詩巫15日訊）常青集團
創業35週年，集團執行主席丹斯
里張曉卿爵士深感慶幸和安慰，
全球四萬多名同事和公司風雨同
舟，榮辱與共。
他真誠地說，35年來同事們
的一路相陪，不離不棄，更帶給
他堅定的創業信心和勇氣。
“怀着一顆真誠感激感恩的
心，我再多的言語，都不足於表
達我對同事們的尊敬和感激。”
張曉卿今晚在常青集團創業
35周年紀念晚宴上致詞。
“今晚，當我以滿懷的喜
悅、激情和感恩的心情，迎接和

歡慶常青集團創業35周年慶典的
時候，我首先要由衷和真誠地向
在座的嘉賓們，特別是我們尊敬
的拿督斯里黃順舸部長，致上我
最親切的祝福和請安。”
“我也要誠心感謝海內外各
界友好對常青的信任和支持。我
更要懷著虔敬和感激的心，滿心
感謝上帝對常青一路來的祝福、
恩典和帶領。”

牢記幫助過我們的人
張曉卿說，常青35年的創業
歷程，有顛簸起伏，也有平坦順
暢。有家人的撫慰相伴，也有同

事的堅定追隨。35年走來，是人
生最大的豐收，也是愛的領受和
祝福。
張曉卿表示，35年的創業，
有失敗，也有成功；有痛苦，也
有歡笑。不管一路走來是如何的
艱辛和痛苦，我們都要牢牢記住
生命中曾經幫助過我們的人，也
要永遠記住自己生活中曾經面對
的苦難和貧窮。
他說，豐富的生命，良善的
舉動，常常源自於一個人對生活
的珍惜、對人性的尊重和對社會
的責任，並常常心懷感激感恩之
心。

常青集團
創立35周年慶
典晚宴熱鬧舉
行。

常青晚宴煙火炫麗
常
青集團國外內
同事、賓客齊聚一
堂，共享集團創立35
週年慶典的喜悅。
配合創立35週年慶
典，常青集團昨晚舉辦
35週年慶典晚宴，晚宴
設在常青酒店和賓雅餐
廳，筵開二百余席。
晚宴主賓為砂州
第二財長兼環境與
公共衛生部長
拿督斯里
黃
廣告熱線(

順舸，貴賓有國內外高
層同事、投資國家的部
長、高官及世界各地，
如俄羅斯、紐西蘭、巴
布亞新畿內亞、中國、
香港、日本、美國、加
拿大、非洲及緬甸等國
和地區的貴賓。
國內貴賓有國州議
員和華社領袖及代表。
晚宴在一分溫馨、
熱鬧的氣氛下進行，常
青集團合唱團獻唱多
首歌曲，包括《常青之
歌》及《怀想曲》，還
有曼妙的舞蹈，吸引出

席者的目光。
常 青 集 團 也 播
放《企業的回顧與展
望》，讓貴賓了解常
青集團的創業經過，集
團在詩巫起步，爾后將
業務拓展到世界各地，
一步一腳印，是集團執
行主席丹斯里張曉卿和
領導層的智慧領導，也
是同事們上下齊心，商
業伙伴的信任、社會人
士的支持下而達致的成
果。為感恩同事們的付
出，常青集團頒
發常年

服務獎予服務10年或
以上的同事。
晚宴後，常青集團
在3處，即分別在詩巫城
市廣場、晶木酒店旁的
江面上，以及常青集團
總部旁的江面上，同
步燃放燃放煙火，
炫麗的煙火照
亮詩巫的夜
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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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菲勒基金會董事史蒂芬洛克
（右）贈送紀念品予張曉卿。

張曉卿頒發長期服務獎予服務35
年的林國順（BORNION CAMP）。

（詩巫15日訊）常青集團執行主席丹斯
里張曉卿爵士稱，首相拿督斯里納吉關懷、
開明和公平的行動，對華人頻頻的叮嚀和親
近，已經為大馬政治和種族歷史寫下了動人
和感人的一頁。
他表示，首相這種跨越、打破過去歷史
的禁忌、宗教的敏感和種族的極端所展現的
政治智慧和勇氣，是值得我們大家敬佩和支
持的。
張曉卿今晚在常青酒店舉行的常青集團
創立35週年紀念晚宴上致詞時指出，改革是
每一個國家發展的最後歸宿與出路。
首相提出“一個馬來西亞”概念，首相
改革改變國家命運的決心，首相推動國家經
濟轉型、升級的新理念，已經為國家，為全
民帶來了全新的希望。
“但是，首相要執行與落實這些公平
和親民的政治理想，我們有責任和他站在一
起，因為首相改變改革國家的力量，來自人
民、來自華社的支持和祝福。”

“將帶來更多關懷和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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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曉卿誠懇地呼籲大家給予首相拿督斯里納吉全力的支持。
“當我們給予首相全力支持的時候，我更相信，首相將為大馬華社
和獨中教育帶來更大、更多的關懷和幫助。”
張曉卿說，短短一年的時間，首相已經費盡心思，也無私無畏的為國家、
為人民帶來全新的願景和希望。
“假以更多的時日，我堅信，首相一定可以為國家、為各族人民帶來更多的利惠和
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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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曉卿（左）頒發長期服務獎
予服務35年的林國和（常青民都魯
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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