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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理公會砂拉越華人年議會
會長拿督蘇慈安表示，人

生就像是過點站的旅途，人生擁有
幾個特色，即人的生命是有限的；
人生的旅途總是充滿酸甜苦辣、
生離死別；人生的表面雖然看似悲
觀，但我們的人生旅途還有人陪伴

我們。
蘇慈安在2012年常青集團年宴

分享訊息時說，人生只是短暫的寄
居在這世上，這句話對從外地返鄉
的游子能深刻體會當中的道理，因
為他們回來時也需要經過一站站的
過點站，終於平安回到家里。

蘇慈安稱，人生就像是過點站
的旅程，但這旅程有幾個特色。第
一個特色是，人的生命是有限的。
不管年齡多大，是男是女，或擁有
多高的學問、地位，不論是活到50
歲、60歲、70歲、80歲、90歲或是
100歲，最終還是會抵達人生的終點
站。

有人陪伴走人生道路
“第二是人生的旅途總是充滿

酸甜苦辣、生離死別，這是不能逃
避的事實，我們必須面對。第三的
特色是人生的表面雖然看似悲觀，
但我們的人生旅途還有人陪伴我
們，我們有父母、子女、同事及親
友陪伴我們走人生的道路。”

因此，蘇慈安勸告大家在世時
必須擁抱親情、珍惜友情、享受愛
情，這也是我們在工作之余，所遇
到的快樂。

蘇慈安說，這些陪伴我們的
人，他們終有一日也是會離世，
我們心里會感到納悶、惆悵，為
什么在人生道路中會遇到類似悲觀
的事件，又有誰能永遠與我們同甘
共苦，與我們同在、同行人生的道
路？

“這樣的人生問題，不同的

宗教、哲學及學術，皆有不同的定
論。”

信徒須懂得感恩
蘇慈安在基督教的角度上給予

答案。他引用詩篇23篇以解答及尋
獲人生謎底。他指出，詩篇23篇是
一位大衛王在經歷人生風波后，及
快到達人生盡頭時所撰寫。詩篇23
篇道出真正的信仰價值觀，我們人
生無論在怎樣的旅途中，還有一位
愛護及保護我們的上帝，一生陪伴
我們，陪我們走過人生。這是最寶
貴的，也是信徒唯一的信仰，因此
須懂得感恩。

“耶和華是我們的牧者，我們
有十個不缺乏，即不缺乏主食、安
全、引導、伴侶、保護、安慰、拯
救、福樂、恩慈、歸屬。我們認識
這個上帝，人生有價值，我們贊稱
上帝。”

蘇慈安最后祝願大家“平安喜
樂迎佳節，納福蒙恩慶新春，依神
指引行義路，靠主扶持度人生”。

（詩巫21日訊）常青集
團執行主席丹斯里張曉卿爵士
表示，我們要勇敢嘗試新的機
會，要努力表現自己，要認真
看待眼前的工作，要努力創造

自己的價值和貢獻。
“在競爭就是生存的原則底

下，我們要的，是強者，是勇者，
是一個敢於創新和學習的人。只要
你爭取，就會有出頭的一天；只要
你努力，就會有回饋的喜悅。”

張曉卿說，在工作中，我們
還要隨時伸出關懷、勉勵和祝福的
手，我們要隨時為公司培植和提拔
人才，而作出最好的準備。

每一個高層都有離開公司的時
候，每一個低層，都有升上高層的
機會。這是每一間公司人材培訓和
輪替的必然過程。

主管須發掘訓練人才
“最重要的是，作為主管，要

想方設法為公司發掘和訓練人才。
曾經有管理專家直言，衡量一個主
管的能力和表現，很重要的指標，
端看他有沒有為公司發掘、訓練和
培訓人才。”

“而對一般的同事來說，不論
我們今天站在哪一個工作崗位上，
我們都要努力，不要自卑，不要放
棄，也不要以為，我們一輩子，只

能做一樣工作，沒有其他的選擇和
機會。”

張曉卿是於昨晚舉行的常青集
團年宴上致詞。他在致詞前，請常
青集團的同事為其至親的胞弟，即
常青集團香港董事主席張鉅卿默哀
一分鐘，以表示常青集團女全體董
職工對張鉅卿的哀悼與思念。張鉅
卿於上週六在香港離開塵世，回到
天家。

張曉卿稱，嚴峻的挑戰，危
機的來臨，常常是自我檢討和診斷
的機會，也是自我警覺和改變的開
始。它不但考驗人的能力和智慧，
也考驗企業的體制和管理。

危機考驗能力智慧
“為了因應今天許多深不可

測的挑戰和危機，我們不得有任何
的鬆懈，我們也不能心存僥幸和觀
望。我們更必須全力戒備和防範。
挑戰當頭，我們一定要改變思維和
生活方式；危機當前，我們一定要
上下一心，團結協作。”

為此，張曉卿稱，如何激活
自己舊的思想、舊的做法、舊的行
為、舊的關係，是很重要的關鍵。
生活本來就是一種累積、一種沉
澱、一種習慣。

“但是，如果你把一切的積
累、沉澱和習慣視為理所當然，視
為不可更動的定律，那麼，你就會

在不知不覺中掉進自滿與陶醉的陷
阱，你就會開始視線模糊，失去
方向，你就會開始自我麻木，自我
感覺良好，最後，卻把自己推向無
知、落後、被動、盲目、傲慢的境
地中而不自知。”

自滿陶醉失去方向
“特別是對世界大變局的洞

悉與掌握、對人生目標的新追求、
對人際關係的新梳理、對各種新知
識、新觀念的再吸收。人的進步是
緩慢的，但是，人的退步是急速與
直線的下降。”

張曉卿表示，在人的生活中，
我們要不斷的打破舊的框約與限
制，人不能總在粗略膚淺中，失去
了一種深度與精緻。

所以，人要不斷跨越、人要不
斷增值，忙碌，有時候，只能為你
的工作現況作一個非常不明確的說
明。

“但是，如果你總是以忙碌
作為藉口，放棄自己進修自學的機
會，那就不是一件好事了。”

“我知道，不少同事常常放棄
許多自我成長的機會，他不善於準
備自己，他也不善於學習增添工作
的能力。有時候，積累知識比積累
金錢更重要。在工作中，積累的學
識是他將來成功的基礎，也是他一
生中最有價值的財富。”

“2012年常青集團年宴”前晚在常青酒
店溫馨舉行，集團屬下國內外職員聚

首一堂，互賀新年。
常青集團執行主席丹斯里張曉卿爵士誠心向

出席嘉賓，致上最真摯的祝福及歡迎，同時感謝
國內外全體職員，在不平凡的2011年里，繼續為
公司獻策出力和打拼，更在充滿嚴峻的挑戰中，
把公司帶向新的旅程和新的跨越。

集團屬下國內外同事齊享用“團圓飯”，意
義非凡，如同MAFRICA的MAGNIFICIENT 5成員呈
獻的《團圓飯》所帶出的訊息，大家感同身受，
更珍惜相聚的時光。

《團圓飯》過后，眾人上下齊心，合唱《常

青頌》。
衛理公會砂拉越華人年議會會長拿督蘇慈安

接著帶領大眾做謝飯禱告，出席者也隨之享用端
上的美味佳肴。

“2012年常青集團年宴”節目多姿多彩，除
有MAGNIFICIENT 5及MAGNIFICIENT 2成員演唱賀
歲歌曲外，MAFRICA的MAFRICARE MUSIQUE還帶來
扣人心弦的《請問時間》和《活出生命的精彩》
兩首詩歌。

過后，還有由MAFRICA制作，MAFRICA集團董
事經理張昌熙執導及蘇啟光編導的“FACEBOOK”
短片，以及最后壓軸的《甜蜜蜜》詼諧短劇，令
現場出席者樂開懷，處處洋溢著愉快的歡笑聲。

一些出席的同事贏取豐富的幸運抽獎禮物，
他們笑不攏嘴地從集團董事和貴賓手中領過禮
物，開心過年。

常青集團執
行主席丹

斯里張曉卿爵士指
出，雖然新知識、
新事物和新資訊，
每 天 都 永 不 中 斷
地向你蜂擁圍攏而來，但我們必須牢
記，每天工作再累再忙碌，我們都要
保持閱讀和學習的熱情。

張曉卿在常青集團年宴上，如此
勉勵同事們。

在一個瞬息萬變的社會中，張曉
卿說，他還是要不斷叮嚀和提醒同事
們，在任何的生活和工作環境中，我
們要培養終身學習的態度和習慣，因
為知識就是力量，因為學習可以改變
命運。

“我記得高希均教授為了傳播新
的觀念，為了倡導推動書香社會，他
曾經勸勉大家：身體再累，我們也要
讀書；工作再忙，我們也要談書；收
入再少，我們也要買書；住家再小，
我們也要藏書；交情再淺，我們也
要送書。他還補充說：最庸俗的人，
是不讀書的人；最吝嗇的人，是不買
書的人；最可憐的人，是與書無緣的
人！ ”

周遭事故影響未來
張曉卿強調，讀書學習，可以

讓你的生命增值，可以讓你的工作
升級。一個懂得保值和進取的人，在
公司里，在經濟不景氣的時候，在任
何情況下，其都將是一個最後的勝利
者。

“尤其是生活在今天這個全球
化的年代裡，我們必須掌握世界的脈
動，因為每一天發生在你周遭的重大
事故，都可能影響你的生活，都可能
決定你的未來。”

張曉卿說，有的事物，你可以
不聞不問，但有的事物，你不能不理
不知。你可以無視世界快速的進步與
變化，但世界快速的進步與變化，是
不等待任何人的。如果你總是後知後
覺，如果你總是缺乏敏感和警惕，你
一定將為自己對世界的無知，付出昂
貴的代價。

張曉卿：勇於創新認真⼯作

力求突破不斷跨越

蘇慈安：充滿酸甜苦辣 

人生如過點站旅途 

常青年宴喜洋洋

é常青集團2012年年宴溫馨舉行，集團董事、高層向來賓和同事們敬酒，祝賀大家新年如意、平安。前排左四起為葡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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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集團執行主席張曉卿、常豐控股有限公司董事經理拿督張瑩及常青集團董事張聰。

é張曉卿感謝常青集團國內外全體同事，在
不平凡的2011年里，繼續為公司獻策出力和打
拼，更在充滿嚴峻的挑戰中，把公司帶向新的旅
程和新的跨越。

é幸運兒從肯尼卡央（左）手中接過獎品。

é黃順舸（左）頒發獎品給幸運兒。

é張建卿（左）頒發幸運抽獎禮物給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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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慈安：平安喜樂迎佳
節，納福蒙恩慶新春，依神指
引行義路，靠主扶持度人生。

é最大的幸運獎品得主笑不攏嘴地從大家長張曉
卿（右）手中領取i Pad。

é主賓席左起為張建卿、張曉卿的夫人潘斯里吳宇珠、砂州第二財長兼地方政府暨
社區發展部高級部長拿督斯里黃順舸和拿汀梁寶玲伉儷、張曉卿、衛理公會砂拉越華人
年議會會長拿督蘇慈安、肯尼卡央、拿督劉賢英、詩巫中華工商總會會長許如湘及詩巫
省華團會長拿督劉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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