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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州市維揚區政府代表一行人在揚州市維

揚區人民政府區長楊蓉帶領下，昨早前

往禮貌拜訪常青集團執行主席張曉卿爵士。 

圖為揚州市維揚區政府代表一行人與丹斯里

張曉卿爵士（坐者左）合影。坐者右為楊蓉。站

者左起為揚州市維揚區人民政府甘泉街道辦事處

主任韋峰、揚州市美迪制衣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

馮遠松、江蘇羅思韋爾電氣有限公司董事長周祥

東、揚州市維揚區西湖鎮人民政府鎮長劉勇、揚

州市維揚區人民政府辦公室主任王慶偉、揚州市

維揚區政協主席尹宏寶、訪問團顧問龍仕光、揚

州維揚經濟開發區招商一局局長朱延斌、揚州市

維揚區農業水利局局長薛文躍、常青集團行政與

人力資源發展部高級經理蔡天佑。

（怡保18日訊）副首相丹斯里慕

尤丁說，內閣成立的一個委員會將會

研究是否需要修改內安法令，或制定

新的法令取代之。

針對前前首相敦阿都拉建議政

府考慮廢除內部安全法令的問題，

慕尤丁說，首相已針對內安法令課

題發表聲明。

不過，慕尤丁拒絕透露內安法

令是否會廢除的問題。

另外，針對交通部長拿督斯里

翁詩傑指有人阻撓公佈巴生港口自

由區調查報告的說法，慕尤丁表

示，他不確定此事，相信翁詩傑

更加清楚。

蔡銳明（右一）在宣佈加入公正黨後，和公正黨領袖舉手致意；左起是
西華拉沙、賽胡先阿里和安華。

慕尤丁：內閣成立委會

研究內安令存廢  

（怡保18日訊）馬華總會長拿督

斯里翁詩傑對該黨前副總會長拿督蔡

銳明加入公正黨感到傷心，但仍祝福

他有新的抱負可施展。 

他說，他和蔡銳明是朋友，而且

蔡銳明不管是年齡或政治經驗都比他

資深，對於蔡銳明的決定，他心裡難

過，但這是蔡銳明的選擇。

他今日在怡保為霹靂馬華2009

年常年大會主持開幕後受記者詢問

時說，即使蔡銳明曾是他競選總會長

職的競爭者，但這從未損及彼此的友

情。

他說，蔡銳明早前辭去區會主

席職位時，曾呼吁執委們給他全力支

持，令他感動。

（八打靈再也

18日訊）前衛生部

長拿督蔡銳明，今

日正式宣佈退出馬

華加入公正黨。

日 前 宣 佈 辭

去馬華峇吉里區會

主席的蔡銳明，於

今午4時15分出席

公正黨主辦的“醜

聞背後的真相：霹

靂、巴生港口自由

區及國陣陰謀”論

壇時，公佈這項消

息。

隨 同 他 加 入

公正黨的前馬華領

袖，包括前紅土坎

國會議員拿督葉逸

堂，以及前上議員拿督楊英福。

蔡銳明與安華在公正黨領袖

陪同下，於下午約3時30分抵達雙

威酒店大禮堂，出席由公正黨舉

辦的論壇。

當司儀宣佈蔡銳明抵達時，

出席者高聲歡呼。

坐在安華左側
蔡銳明抵步後，大會出現

“歡迎蔡銳明加入公正黨”的布

條，眾領袖接着上台與蔡銳明合

照。

過後，蔡銳明與所有公正黨

領袖坐在台上貴賓席，蔡銳明獲

安排坐在安華左側。

這個名為“醜聞背後的真

相：霹靂、巴生港口自由區及國

陣陰謀”的論壇，是由公正黨中

委陳儀喬擔任籌委會主席。

葉
逸
堂
楊
英
福
隨
同

蔡
銳
明
加
入
公
正
黨

翁詩傑感難過

希山慕丁（中）在柔佛州總警長拿督慕達（右）陪同下，檢閱警察
隊伍。

（居鑾18日訊）內政部

長拿督斯里希山慕丁表示，他

對蔡銳明跳槽公正黨不感到驚

奇，因為蔡銳明在馬華已經沒

有“位置”（tempat），所以

離開（馬華）是很自然的。

希山慕丁今日在居鑾烏魯

柏里洞主持居鑾縣社區警察推

介儀式後，在新聞發佈會如是

表示。 

他表示，蔡銳明之前辭去

區會主席一職，已顯示他會離

開。

他表示，政治人物會跳

槽，顯示他們是為了個人利益。

他說，國陣注重的是人民

及國家的利益，不會理會妄顧

人民及國家利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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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山18日訊）柔佛州務大臣拿督阿都干

尼說，前馬華副總會長拿督斯里蔡銳明率眾加

入公正黨，不會影響柔州的國陣勢力。

大臣今午在新山觀賞馬來音樂劇后受詢時

說，據他的解讀，蔡銳明的政治生涯只限在麻

坡的峇吉里區，國陣在柔州還擁有強大的政治

勢力。因此，他相信蔡銳明跳槽公正黨不會對

柔州的政治帶來什麼沖擊。 

蔡在數天前才辭去馬華峇吉里區會主席

職。

阿都干尼：無損柔國陣

另一方面，巫青團長凱里說，

巫青團較支持修改內安法

令，而非取消內安法令。

他說，不管是任何用以取代內法法

令的條文，其目的必須在於保障國家安

全。

凱里是為居林萬拉峇魯巫統區部代

表大會主持開幕後，受詢及前首相敦阿

都拉建議廢除或修正內安法令時，這麼

說。

凱里舉例，在制衡暴力時，內安法

令仍適用，因為一些國家使用反暴力活

動的條例其實和內安法令沒有分別。

他說，把內法法令扣留期從60天減

少至45或30天，以及之後只扣押兩年，

這些都是需要更透明化的檢討。

另一方面，凱里表示，巫青團應加

強團結以應對大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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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打靈再也18日訊）國會反對黨領

袖拿督斯里安華說，蔡銳明加入公正黨并

沒有附帶任何條件，但是公正黨將委任蔡

銳明擔任黨內高職。

他說，蔡銳明將會擔任公正黨最高理

事及政治局成員，而政治局每個星期都會

召開會議，葉逸堂及楊英福也將加入政治

局。

“我可以證實蔡銳明沒有附帶任何條

件加入公正黨，我們談到多項課題都覺得

彼此擁有許多共同點，外界謠傳國會議席

等交換條件是不正確的。”

較早前，部分網站報道指蔡銳明加入

公正黨的條件是雪州大臣丹斯里卡立將讓

出依約國會議席。

安華今日與蔡銳明出席《醜聞背後

的真相：霹靂、巴生港口自由區及國陣陰

謀》論壇后，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他在

2005年或更早前就已經閱讀過蔡銳明的競

選宣言，并發現他與公正黨的理念擁有許

多共同點。

他致詞時表示，他與蔡銳明是經過

3次的長時間會談，才說服後者加入公正

黨。

“公正黨需要許多擁有豐富經驗的從

政者，而這是很不容易得到的。蔡銳明擁

有很豐富的從政經驗，他將是公正黨及民

聯的重要資產。”

親近華社服務華社 提供豐富精神糧食 張曉卿指出，努力團

結一切可以團結的

力量，親近華社、服務華社，

提供讀者最豐富多彩的精神糧

食，始終是永不妥協的辦報承諾

和宗旨。

他強調，報紙是社會的公

器，也是社會的良知，我們將善

盡辦報的職責。

“辦報紙，我們努力尋找所

有善意的聲音和批評；我們不敢

想望人人都欣賞和接受我們辦報

的真誠和努力，但是，我們會盡

一切的誠意，爭取最多讀者對報

紙的支持和信任。

我們希望傾聽不同的聲音，

我們希望結交最多的朋友。我們

將依據崇高的辦報理想而訂出長

遠的目標。”

堅守辦報原則理念
他希望踏踏實實的為民族，

為文化事業盡獻一分心力。

“面對無限的風險，走過

無數的風雨，我們依然堅守辦報

的原則，不正說明了報紙與華社

華團風雨同舟，榮辱與共的決心

嗎？”

張曉卿也是星洲日報社長，

他說，他正式跨進參與辦報的行

列，應該從1988年接手星洲日報

說起，那個時候，星洲日報因為

財務危機被銀行接管，加上因為

新聞報道被認為觸動國家敏感課

題而被政府勒令停刊。

他說，正當星洲日報處在存

亡關頭，有人找上了他，一切來

得非常偶然，也非常急切。

他記得當時有一股非常巨

大的力量在推着他，也有一種

非常清晰的聲音在他耳邊響起：

星洲日報是一份歷史悠久的華

文報紙，它承載着文化與民族的

使命，它代表了時代的正義與和

諧，它是人民的喉舌，一旦關閉

了，是大馬華社無可估量和不可

彌補的損失。

“在民族與文化的召喚中，

我不自量力的走上了辦報的不歸

路。回想20年來的蠻勁與傻勁，

我不禁為自己當時的勇氣捏了一

把冷汗。”

（八打靈再也18日訊）對于馬華前

副總會拿督蔡銳明跳槽至公正黨，馬華

副總會長拿督斯里廖中萊表示，人各有

志，他只能祝蔡銳明好運。

他也是衛生部長，他為“Energy普

拉提和瑜珈中心”主持開幕禮後對記者

說：“這是他自己的選擇，不過，我對

他選擇跳槽感到失望。”

他表示他事前完全沒有聽說蔡銳明

有跳槽之意。

“我之前有兩次在新聞發佈會上

說，跟他接觸時他都沒有提過有意要跳

槽，所以我才說對他有信心，相信黨內

還有很多空間讓他發揮。”

他表示對蔡銳的決定感到失望，因

為馬華目前正處于最艱難的時刻，希望

領導人能團結一致，同舟共濟，協助馬

華渡過難關。

“在去年308之後，馬華確實面對

很大打擊，但是，他在此情況下仍有意

跳槽，我祝他好運。”

安華：將任高職　蔡銳明無條件入黨

揚州政府代表訪張曉卿

廖中萊祝福蔡銳明

《蔡銳明履歷》：

●出生： 1943年10月22日柔佛麻坡 

●家庭背景： 已婚，育有5名兒子 

●教育： 1966至1970年，在英國修讀法律

系。 

●職業： 律師

●從政背景：

◎官職： 

1986年3月16日至1990年9月出任衛生部政務次長 

1990年10月26日至1995年4月獲委貿工部副部長 

1995年5月3日至2005年4月出任衛生部長 

◎黨職 

1970年加入馬華 

1986年中選峇吉里區國會議員 

1987年馬華峇吉里區會主席 

1987至1990年馬華副總秘書 

1988至1996年7月30日馬華法律局主任 

1990年7月28日馬華副總會長 

1990至1996年8月馬華柔佛州聯委會副主席 

1996至2005年馬華副總會長 

2005年挑戰黃家定競選總會長職失利

2008年挑戰翁詩傑競選總會長職落敗 

●近況：

2009年7月16日宣佈引退及交出馬華峇吉里區會主

席

張曉卿說，海外華人媒體熟悉國際形勢的發展，瞭解

西方媒體的運作管理方式，所以，往往在關鍵的時

刻，海外媒體常常發揮了澄清事實的作用，維護了中國的形象。

他說，從當年南聯盟中國大使館遇炸案，到今天的烏魯木齊

的騷亂事件，都讓一些平常以客觀而自鳴得意的西方媒體自暴其

短，也證明了西方媒體對中國新聞報道的偏差和偏見，甚至誤導了

讀者，也歪曲了歷史。

他指出，海外華人媒體的報道，一路來，也大大的促進了

海外華人社會和中國之間更深層和全面的互動。

他說，神州大地，不僅是全球華人社會的經濟基地，

也是重要的感情基地，可以煥發更多創新的力量，扭

轉過去彼此隔閡的局面，從東南亞到北京，全

球華人社會和中國大陸，都在為中華

民族的前途而奮鬥。

張曉卿說，海內外華人共同的夢想，就是追尋

一個和諧的社會，而報紙正是塑造一個和諧

社會不可或缺的動力。

他指出，人的和諧，社會的和諧，是全球華人哲

學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也就是進入一個圓融的格

局，理順各方關係，也重視道德的自我要求。

他說，中國人的理想教育目標，不能只是技術的

傳授，而要落實“德、智、體、群、美”。

在一種既圓融又有智慧的人際關係中，發揮每一

個人的最佳潛力，我為人人，人人為我，建立一個和

平安樂的社會，其實，這就是一種人文精神的振興和

推動。

“過去的經驗告訴我們，在經濟和科技文明的衝

擊下，現代社會，正面臨着前所未有的變動和轉向。

過去辛苦建立起來的社會規範、信仰和價值，也因此

開始面對不可避免的挑戰。”

他說，在海外辦報紙，所以對文化事業投注特別

大的心力，和作為我們辦報堅守不移的信念。

張曉卿：塑造中華文化新形象

海內外華人追尋和諧社會

報紙為不可或缺動力

熟悉國際形勢發展

海外媒體可澄清事實

中文報要有世界觀
在今天這個價值混淆和人心浮動的

年代中，報紙更應該努力宣達生活的意

義，社會的規範。 ■張曉卿

（北京18日訊）世界華文媒體集團執行
主席丹斯里張曉卿爵士指出，站在新世紀的
起跑點上，報紙要從世界的觀點，21世紀的
觀點，去思考中華文化的未來地位和前途，
從而安排中華文化新的發展進程，並塑造中
華文化新的形象。

“當我們認定報紙是文化的載體，也是道德和價

值的示範時，尤其是在今天這個價值混淆和人心浮動

的年代中，報紙更應該努力宣達生活的意義，社會的

規範，並努力營造人與人之間相互尊重、包容、謙

卑、禮讓、仁慈、友愛和誠信的高貴情操。”

為華社尋找新出路
張曉卿也是世界中文報業協會會長，

他于日前在第八屆全國歸僑僑眷代表大會

發表海外僑情報告“海外華人與媒體”時

說，當人民面對的危機感日益深重的時

候，報紙有責任為華社尋找新的出路，並

公告社會，只有在經濟之外，保存文化發

展的空間，給予文化最適當的尊重，才可

能因應未來的危機，和開創人類未來更美好

的前景。

來自73個國家的3千多位代表出席這項大

會，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吳邦國、溫加寶和賈慶林

等9 位中央常委都出席了大會的開幕儀式，可見中國

領導人對這項大會的重視程度。

“我們不希望在經濟成就中，挽回的自尊和顏

面，結果卻在人文精神的忽略下、在自我的陶醉和盲

信中，付出了更為昂貴的代價。

“所以，我們應該從生活中真切體認文化的價

值。我們應該從歷史的比較中，認真思考我們的文

化，是如何在難堪和不信任中，開始重現生機，和再

次展現它堅韌和頑強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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