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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曉卿：跨進智慧型年代
讀 者愛心助 學 計 劃
歐銀釧 報道
葉偉章 攝影

跨進智慧型的年代，
邁入一個以知識作為主導和
決定成敗的時候，一旦捨棄
了學習的願望和熱誠，很快
就會陷入滿足、退步的困境
中。
■張曉卿

不斷學習才能成功
(昆明14日訊)星洲日報社
長丹斯里張曉卿爵士說：“在
學習的浪潮中，一定要養成自
己終生學習的習慣和能力，只
有不斷的學習，才是邁向成功
的最大保障。”
他說，今天的思考與規劃，是
我們明天迎向成功的開始。
星洲日報愛心助學團於13日將

助學金送到雲南民族大學。
面對122位今年受助的貧困學
子，張曉卿說：“在我生活成長的年
代，因為家境貧寒，沒有機會接受高
等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來說，你們還
是比我幸運，也比我幸福。至少，你
們可以通過星洲日報的援助計劃，實
現自己的夢想與願望。”
張曉卿鼓勵學生：“今天大家

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我們都要全力
以對，都要把握機會。特別是今天跨
進智慧型的年代，邁入一個以知識作
為主導和決定成敗的時候，我們一定
要有所警愓和準備。我們要密切注意
時代發展的趨勢，要建立自己終身學
習的習慣。一個人，一旦捨棄了學習
的願望和熱誠，很快就會陷入滿足、
退步的困境中。”

星洲日報雲南助學團發送助學金後，
與受助學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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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曉卿親切勉勵富源一中的受助學生，場面溫馨。

張曉卿：為教育而來

星

洲日報助學
團代表陳傳傑
說：“愛心不分國界，
星洲日報幫助貧困的學
子，我們也希望拋磚引
玉，把愛傳下去。”
他說：“你們不是
溫室的花朵，而是疾風
中的勁草，希望你們繼
續用功讀書，將來長大
成人，一定能創造生命
裡的春天，報答父母，
以感恩的心把愛傳下
去。”
10月12日上午9時
30分，社長張曉卿在雲
南省僑聯主席鐘喬光和
雲南民族大學楊國才陪
同下，率領助學團出席
富源縣一中助學捐贈儀
式。

情義精神助學
“您們亮 的我 溫們 暖前 ，行 照的

蕭依釗與受助學生親切交流，了解學生的家庭背景與生
活困境。

路。”雲南馬龍縣第一中學的
學生代表於11日向遠道而來的
星洲日報助學團表示感謝，學
生們表示：“我們會記住來自
大馬的這份愛，用我們的努力
感謝您們。”

培育出有理想有遠見的孩子。
希望大家好學不倦，擁有正確
的人生觀，好好學習，天天向
上。”
雲南省僑聯主席鍾僑光表
示，星洲日報從2006年開始，
在雲南幫助學童，至今全雲南
省約有一萬多名學生受惠。

雲南助學團訪學生家

捐3百多萬人民幣助貧困生

星洲日報“雲南助學團”
於10日深夜約11時40分抵達昆
明。隨即於11日前往曲靖的馬
龍縣第一中學出席捐助儀式，
發送助學金給雲南受助學生，
並到偏遠山區探訪學生們的家
庭。
在馬龍縣一中的捐助儀
式上，星洲日報社長張曉卿表
示：“我們是為教育而來，再
窮也不能窮教育，再苦也不能
苦孩子。星洲日報集團秉持着
扶助弱小的情義精神辦報，也
以同樣的理念助學。”
張曉卿鼓勵學生們勤奮向
學。他說：“你們認真學習，
可以看得更遠，認真學習新事
物，將有着新的改變。保持學
習的心，忠厚、踏實，我相
信愈是貧困的環
境，愈能

“今年，即使在全球金融
危機影響下，星洲日報仍帶來
熱心讀者的愛心，捐出三百多
萬人民幣，幫助貧困學生。”
鍾僑光強調：“星洲日
報助學團專程到雲南幫助貧苦
學生，舟車勞頓，10日深夜近
12時才到昆明，一早又趕到曲
靖，令人感動。”

蕭依釗：代表逾萬讀者獻愛心
張曉卿代表助
學團捐贈36萬6千人
民幣助學金予雲
南民族大學，
共有122名貧
困大學生
受惠。

星洲媒體集團總編輯蕭依釗表示，這次從大馬來到雲
南的33位助學團員代表的是一萬多位星洲日報讀者
的愛心。
許多讀者平日省吃儉用，就為了助學。看到雲南民族大學
學生的熱忱和努力，相信大家都很欣慰。
雲南民族大學的藝術學院師生為了感謝助學團，特別呈獻
精采演出。由於他們曾到大馬演出，助學團員特別感到熟悉，
藝術學院表演團表演之後，還邀請團員共同舞蹈，氣氛熱烈。
《星洲日報愛心助學團》於14日從昆明轉往貴州山區，發
放獎學金，採訪受助學生家庭。

孫敬盼學生珍惜學習機會
曲靖市僑聯辦黨組書記
孫敬向受助的學生說，希望
學生們珍惜自己的學習機會，
把大家的關愛化為奮發學習的
動力，用優異的成績回報大馬
華人。受助學生對星洲日報助
學團的善舉表示感謝，他們表
示，將加倍努力學習，將來回
報社會。
助學團一行於下午在星
洲媒體集團總編輯蕭依釗帶領
下，前往馬龍縣探訪受助學
生的家庭。山路崎嶇難
行，但是，愛心跨
越一切，大家把
關心送到山
區的農村
家裡。

←星
洲日報助學
團與雲南民族
大學受助學生合
影。坐者右七為
張曉卿爵士；左
四為蕭依釗。

李燕中：刻苦學習回報

雲南民族大學的學生李燕中代表受助學生致詞表示，
他來自貧困家庭，父母辛苦勞作，為的是支持他和
才應邀致詞時表
楊國示，星洲日報雲南助

弟弟唸書，學到知識，努力走出貧困，實現自己的理想。感謝
星洲日報助學團對貧困學生的資助，人窮志不窮，貧困的孩子
早當家。相信大家都會刻苦學習，追逐理想，回報社會。
李燕中表示，一位也是接受助學金的學長，日前打電話
給他，說他已經在農村信用社服務。
李燕中強調：“星洲日報助學團的資助，使得許多貧困
學子得以完成自己的學業，實現自己的理想，我們都以能夠成
為星洲日報助學團關懷的一分子而感到自豪。”

張曉卿（右五）在愛心捐贈儀式上，勉勵受助學生努力向學。

富源縣一中學生合唱《感恩的心》，謝謝星洲日報助學團。
（布城14日訊）首席大法官敦查基建
議上訴庭設立一個特別小組，盡速聆審商
業法庭的上訴案件，然後才決定是否交由
聯邦法院審理。
他指出，鑑於高等法庭、地方法庭和
商業法庭的審案速度快捷，上訴庭法官有
必要做好準備，以審理更多上訴案件。
查基今日在布城司法宮主持法官擢
升儀式上致詞時表示，隨着上訴案件的增
加，意味着上訴庭法官有必要增加。
他說，商業法庭審結的案件，也一樣
交由上訴庭和聯邦法院審理。

擬增加副檢察司人數
針對檳城的案件，他說，當馬來亞大
法官把處理犯罪案的高庭增加到4個時，
我們發現地方上處理罪案的律師跟不上步
伐。
他說，他與總檢察司準備增加副檢察
司的人數，以應付這種局面。

雲南民族大學藝術學院學生與星洲日報助學團共舞，
感恩大家千里相助。

查基：速聆審商業案件

12 法官獲擢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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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團連續6年來，每年都幫助
雲南貧困學生，每年都有4千
多位學生受到幫助，捐助了一
千多萬元助學金。星洲日報助
學團跨國傳愛心，代表的不只
是金錢上的幫助，而是美德的
傳承。助學團裡有些是爺爺奶
奶，有些是上班族，將省下來
的錢拿來助學，這代表中華文
化在大馬的傳承。
“各位同學得到的不只
是金錢，而是美德的傳承。我
們要向大馬華人表示衷心的感
謝，將來也以感恩的心回報需
要幫助的人。”
助學團團員們和學生們相
見歡，除了捐出助學金，還送
給學員們各種專程從馬來西亞
帶來的文具和書本和super贊助
的麥片。學生們合唱“感恩的
心”，表達謝意。氣氛溫馨。
助學團與學生們合影留念。
助學團於下午到偏遠山區
探訪助養學生的家。

上訴庭應設特別小組

周三獲擢升的法官共有12位，查基形容，這是
他任內最多法官升遷的一次。
擢升名單如下：
聯邦法院法官―― 拿督莫哈末勞勿士、
拿督阿都哈密和
拿督希麗娜。
上訴庭法官――

拿督西溫迪拉納、
拿督鄭亞星（譯音）和
賽阿末。

高庭法官――

莫哈末查華威、阿末賽迪、
哈密蘇丹、阿邦依斯干達、
娜麗莉和莫哈末阿利夫。

他建議辦理刑事罪案的資深律師，
培訓更多年輕律師，給予他們機會表
現，具才華的年輕律師可能比資深律師
更出色。

查基（右四）與部分擢升的法官在宣誓就職儀式後合照。

雲南愛心助學團名單
團長： 丹斯里張曉卿
領隊： 蕭依釗
團員： 葉偉章、湯琇珺、陳傳傑、
顏亞珠、鍾幹庭、陳綠珠、
李漢仁、張淑芳、張貽銘、
許皓清、佘克聰、蔡益源、
馬素花、饒杜先、陳柏意、
許良坤、潘昭蓉、林小莉、
王萊蔭、鄭麗月、羅炳業、
蔡文蓉、盧金、曾雪貞、
方瑞蘭、何珊珊、曹永倫、
陳繼仁。

一位受助學的農民母親蕭梅蓮
緊握着星洲媒體集團總編輯蕭依釗
的手說：“謝謝你們遠道而來。我
是農村的人不會講話，但是我要說
的是，我的孩子將來長大了，也會
向你們學習，報效國家，幫助需要
幫助的人。”助學團員聽了都很感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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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打靈再也14日訊）教育部
與考試局網站刊登的大馬教育文憑
（SPM）考試有出入，導致考生滿
頭霧水，因而要求本報協助查證。
根據教育部網頁，今年大馬
教育文憑考試的日期是從11月19日
開始，但考試局的資料則是11月18
日，而身為考生的他們不曉得應該
根據哪個日期才好。
教育總監丹斯里阿里慕丁受
詢時說，他已向考試局查證，今年
SPM考試的日期是落在11月18日，
並非19日。
詢及為何出現這種錯誤，他表示並不了解
此事，這可能是技術上的問題。
“最好的方法是根據今年三、四月間，學
校派發給學生的考試時間表為準。”
今年的SPM的實驗考試是在10月20至22日
及26至27日，筆試則是從11月18至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