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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鑑銓：

張曉卿尊敬信任專業中文媒體人

（ 八 打 靈 再
也31日訊）領導星
洲日報50年，明日
起引退的劉鑑銓表
示，非常欣慰看到
星洲媒體集體的領
導層已有最好的接
班人，可以確保公
司在社長繼續領航
下邁步前進，攀登
報業新高。
他 說 ： “ 作
為一家企業，它有
企業公民的社會責
任。這種責任心越
強，企業的聲譽就
越好，相應而來的
是員工的向心力和
業績的提升。＂
“身為一名員
工，我認為要守本
分，有責任感，樂
意配合團隊來發揮
整體力量。弧立不
群的人再本事也會
掉隊，不能完成整
體的目標。然而，
個人的體力，生命有限；而企業的
生命無窮。企業因為主管的換班，
所以生生不息，永續長存。＂
劉鑑銓在世華媒體集團為他而
設的榮休晚宴上致詞時發表上述談
話。

（八
打 靈 再
也31日
訊 ） 世
界 華 文
媒 體 集
團 執 行
主席丹斯
里張曉卿爵
士說，他對專
業敬業的媒體人，
懷有無限的崇敬與信任。特別
是像大馬這樣中文媒體生態的
惡劣、艱辛、壓制，甚至是刁
難，大家可謂是嘗盡苦頭、也
面對壓力與辛酸。

張曉卿(左三)贈送紀念品給榮休的劉鑑銓（左四）。左起為廖深仁及黃澤榮，而右起為容
耀群、黃康元、許春和蕭依釗。

張曉卿在世華媒體集團歡送星洲媒
體集團執行顧問劉鑑銓的“榮休

畢生貢獻可成學習榜樣
他說：“劉鑑銓對報業畢生的
貢獻、堅守與永不屈服，我希望可以
成為年輕同事學習的榜樣。＂

星洲日報的資深同事，對敬重的老上司退休抱着既不捨但祝福的心
情。左起為星洲日報基金會經理林振全、執行編輯(財經)劉素雲、執行
編輯(採訪)戴秀琴、劉鑑銓、副總編輯鄭丁賢、新聞主任黃曉虹。

媒體執行顧問劉鑑銓榮休

“但是，如果有人知其不可
為而為之，知其風險與波濤而無懼
無畏地勇往直前，並窮其一生的
精力，而奉獻投效其中者，他可當
真是大馬中文報界的奇人與能人
了。＂
兼任星洲媒體集團執行主席的

張曉卿說：“這個人，這種人，放眼
大馬百年的報壇上，肯定是寥寥可
數。如果我說劉鑑銓，就是一個這樣
的人，他就是一個大馬中文報界的典
範與奇人，他是一個成功的報人，我
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同事，還有許多
關心和支持大馬中文報業的讀者和朋
友，都會認同和肯定。＂

■世華媒體集團執行主席張曉卿

晚宴＂上致詞時，給予劉鑑銓非常高度的
評價。除了大約百位世華媒體集團旗下報
刊中高階主管之外，世華媒體獨立董事丹
斯里劉衍明、常青集團執行董事張聰、財
務主管黃蓉玉及特別事務總經理蔡天佑也
出席了晚宴，場面非常溫馨。
張曉卿說：“劉鑑銓把一生的生命、
精神與智慧，幾乎全給了星洲。他的離
開，我一時真的接受不來，因為25年的生
活與工作感情，大家相融、互信與互敬，
是刻骨銘心的記憶。＂

無私奉獻造就星洲榮耀
“但是，從另一個角度出發，劉鑑銓
為星洲日報辛苦了50年，今天，也應該讓
他選擇悠遊與輕松的時候了。我內心，常
常有一種矛盾，即渴望每一個同事，都可
以和公司常廝守，卻又希望他們留下人生
更多的悠閑和選擇，以彌補過去自己因為
忙於工作而對家人的疏忽與冷落。我這種
交織糾纏的矛盾，有時候，覺得自己太自
私了一些，有時候，又有一種豁然釋懷的
感慨。＂

他說，在報業的風雨中，在政治的風
險中，劉鑑銓常常為他擋風遮雨。是劉鑑
銓對星洲媒體無私的傾註、奉獻和帶領，
才造就了今天星洲媒體的揚眉和榮耀。
“50年來，劉鑑銓真的夠辛苦了！劉
鑑銓的辛苦，換來了同事們共享的榮譽，
但是，辛苦帶來的榮譽，卻也引來別人對
劉鑑銓的忌妒與懷恨，甚至是批評與責
罵。＂
“周旋在政治的腥風血雨中，劉鑑銓
更發揮了他高度的機智與自信；在各種人
生的折騰與誤會中，劉鑑銓也展示了他特
有的睿智與幹練。時間如果可以倒流，我
真的希望，我們可以重來重享重溫一次過
去共事的歡愉與快樂。對於劉鑑銓，我只
有信任、只有感激和感恩。＂
張曉卿說，劉鑑銓退休離開星洲，只
是一種形式，只是他人生進入了另一個層
次、另一個高度和另一個階段的選擇，但
是，在同事的眼中，他永遠是星洲、是世
華這個大家庭與生命體中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
“我更希望劉鑑銓在離休之後，常回
家看看，並繼續給予星洲關心和指導。但
願人常好，千里共嬋娟。＂

媒體已有最好接班人

“劉鑑銓中文報典範”
劉鑑銓對報業畢生的貢獻、堅守與永不屈服，我希望可以成為年輕同事學習的榜樣。

社長領航攀登報業新高

世華媒體集團執行主席丹斯里張曉卿爵士及高層主管陪同劉鑑銓切蛋糕。左起中國報總編輯張映坤、總經理(集團發行銷售) 麥覺豐 、南洋商報總編輯莊宗南、常青集團特別事務總經理蔡天佑、星洲日報執行
總編輯郭清江、常青集團執行董事張聰、法律/企業服務總經理陳志雲、南洋報業集團總營運長廖深仁、星洲日報首席執行員許春、星洲媒體集團董事經理黃澤榮、劉鑑銓、張曉卿、資訊科技總經理 邱天雄、世華
媒體集團總編輯蕭依釗、光明日報首席執行員容耀群、常青集團財務主管黃蓉玉、董事劉衍明、生活出版社總執行長劉明志、集團行銷總監黃康元、星洲日報總編輯卜亞烈、星洲日報南馬區總經理符傳曙。

感激張曉卿多年禮遇
對於張曉卿社長對他的禮遇和
款待，劉鑑銓感激不盡，此生銘記
在心。但是對張社長的溢美嘉許，
他表示感到無地自容，愧不敢當。
他也對全體同事的盛情和友
誼，深深感謝。
劉鑑銓帶着惜別的幽情，穿越
時光隧道，回憶25年來在張社長領
航下的報業生涯。
“關於報紙的事，都記錄在
《歷史寫在大馬土地上》。社長的
辛酸我就不重述了。那些都是殘酷
的現實，但它們卻恰如其分的勾勒
出一個堅毅又睿智的企業家的鮮明
形象，令人欽佩。＂

跟隨社長工作最愉快
劉鑑銓說，跟隨張社長在報館
工作了四分一世紀，是他一生中最
愉快的時段。儘管同時期在報壇的
坎坷遭遇，是他前所未有的經歷。
“在工作上，社長都以包容，
諒解和體恤的態度對待我的不足和
過失。他承擔上司所有的職責和義
務，卻沒有老闆的臉色。這是做員
工難得的幸福。＂
“對個人的關懷，他也無微
不至，常常從國內外搜購最好的保
健品給我。我重病他從國外趕來探
望。他看過的新書就介紹給我。這
倒是給了我一點壓力。他看書快又
勤，在旅途一有空閒就打開
書報。＂

公司進步與“人＂息息相關
同事們對劉鑑銓的榮休感到依依不捨，拍照留念。坐者左起為高
級採購經理賴玉娟、星洲網主編陳莉珍、劉鑑銓、東海岸區採訪主任彭
永興。站者左起為世華多媒體有限公司市場及銷售經理顏民德、資訊科
技經理(資料管理)王其華、世華多媒體有限公司市場及銷售總經理謝念
芳、高級資訊科技(基設/系統)經理伍俊文、資訊科技經理 (基設/保安)
陸志順、區域新聞組編輯主任楊涵強及霹靂州採訪主任謝紹輝。

以黃澤榮為首

張曉卿說，隨着星洲媒體
集團接班計劃已經完
成了它“雙頭馬車＂的過渡性階
段，在劉鑑銓引退的情況下，接
下來，星洲媒體集團，將全面及
具體落實以新任董事經理黃澤榮
為首的“團隊領導＂模式，因為
這樣的領導和管理模式，已經水
到渠成，順理成章了。
他說，他深懷信心，看好星
洲媒體集團跟其他世華旗下的媒
體，在新的領導班底帶領下，必
能並肩挺進，並挑起更多更大更
重的責任，和拓展更寬、更長、

佇足不前會被洪流沖走
世華媒體集團旗下的所有報社和出版社約
百名高層主管，出席了劉老總榮休晚宴，場面
莊重又溫馨。

落實“團隊領導＂模式
更遠的“世華之路＂。
他相信大家都認同，星洲媒
體集團的領導和管理模式，必須
務實地面向內在和外在環境的演
變，必須靈活機警地與時俱進，
並自覺地、果敢地擺脫既定的框
框，並在不斷地總結、檢驗和
省思中，探索出應對新局的新思
路、新策略和新方法，再以制度
化和集體化的管理模式，根據當
前的發展形勢，打造出一個更具
戰略、視野和素質的核心領導團
隊，這是世華媒體集團高層領導
及各級管理層當下必須走出的新

路子和新模式。

要從舊觀念跳出來
他再次建議大家在媒體生態
急劇的變化中，要從舊的觀念裡
跳出來，因為這是一個全新的時
代，很多人將要面臨轉型的危機
和困難。一個看到改變的人，他
就會看到機會。如果漠視這些改
變，就會變成危機。接受新的觀
念和不斷面對改變的人，才有辦
法面對新的挑戰，也給自己、給
報館帶來新的希望。
他誠摯祝願以黃澤榮為首的

劉鑑隨 銓社 回長 憶出 說遊 ，過 他好 曾多
國家，會見政府首長和各界名流。
但他難忘的是在澳北農場的一個星
期，白天在莽莽大地驅車追逐野牛馬
袋鼠，觀賞特產奇禽；晚上在星光下談
天。這是一個甜蜜，愜意的回憶，彌足
珍貴。
談到公司的發展，他說，公司的進
步，與“人＂息息相關。社會向前走是
歷史的必然。任何人或公司佇足不前都
會被洪流沖走。

“團隊領導＂
班 底 ， 能 夠
以更充沛的活
力、更創新的
思維和更果斷
的行動，以克服
因應內在和外在
公司進展劃分兩階段
生態環境的改變
他說，一家公司的進展是一個
和挑戰。
歷程，粗略的劃分為兩個階段。
“我也要求我
“一是在初創或像星洲日
們媒體集團的同事，
報的復刊期，人少，規模
接受改變和轉型的事
小。大家相聚一起，不甚
實，並從改變中掌握新的
仔細劃分崗位，不斤
機會，找到新的平台，也發
斤計較得失，只
揮展現每一個同事最大的才華，
求 把 整
智慧和能量。＂

體工作做好，就有滿足感，就覺得自
豪。這就是時下所謂感情建設期。
二是公司進入相對穩定的時期，就
會需要更多人、更多財力物力來進行擴
展。
當然，做法也相應改變了，要講究
績效和制度，因而需要設定方向、業務
目標和進展日程。從事者分工配合，按
角色發揮，個人享有所值，公司取得整
體效益，社會得以穩定繁榮。這就是所
謂企業化制度。＂
“公司成為企業以後，擁有人和
員工都有了明文規定的權益與職責，彼
此都明白各自的需求和付出，兩者在共
同的追求下和諧共事。企業化制度越
強，個人因素就越弱。這種此消彼長
的現象是物質文明社會的特性，
不是個別機構的行為。＂
最後，劉鑑銓敬祝各
界友好和讀者新年進
步，如意吉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