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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 團 新 春 聯 歡 會

2010年3月1日（星期一）

（八打靈再也28日訊）
首相拿督斯里納吉強調，
代表各族群的不同語文媒
體必須履行社會責任，推
動國家發展進程及成功落
實“一個馬來西亞”概
念。
他說，媒體是政
府的合作夥伴，有
責任塑造一個更團
結、和諧及繁榮的
馬來西亞；媒體
傳達本身族群的
意見，並非一種
對於那些擔心這樣的承諾可能使到我們與
過錯，但大家必
當局對立的人，我要在此強調：一方面，我們
須同時促進國家
和社會的和諧，
將依從人民的期望，在建國過程中扮演政府伙
而又不會破壞國
伴的角色；另一方面，我們也會依從讀者的期
家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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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變的承諾

堅持新聞原則正義

望，克盡新聞從業員的職責。

照顧族群
利惠國人

張曉卿說，今年的華團
新春聯歡會，由於首
相與夫人拿汀斯里巴杜卡羅斯
瑪的光臨，別具意義，而且氣
氛格外熱烈。
“另外，讓我們感到特別
高興的是，雪蘭莪濱海區的許
多華團領袖，今年首次參加了
華團新春聯歡會。”

■張曉卿

（八打靈再也28日訊）星洲媒體集團執行主席

“大家可以
丹斯里張曉卿爵士說，本報知道我們的力量來自於
有不同的意見，
眼睛雪亮、洞察力強及對報紙有要求的讀者；我們
但必須意識到提
也知道，市場上有很多媒體，若我們不能符合他們
出族群訴求的言
的期望，他們就會放棄我們，而選擇其他媒體。
行舉止，不應該
“因此，我們向讀者們承諾，我們將一如既往般堅持
擴大到其他族群身
新聞專業原則，也不會放棄我們堅持的正義。”
上，因為這並非一
張曉卿在2010年“星洲日報、光明日報華團新春聯歡
方受益、另一方受損的零和遊戲。媒體
會”上致詞時說：“正如已故菲律賓前總統科拉松所說過
在提出讓本身族群受惠的建議時，它也
的，媒體的力量很薄弱，倘若沒有人民的支持，它就會像
應該在同時利惠所有大馬人。”
被切斷電源的電燈那樣熄滅。
納吉今日在“2010年星洲日報、光
“對於那些擔心這樣的承諾可能使到我們與當局對
明日報華團新春聯歡會”上致詞時，也回
立的人，我要在此強調：一方面，我們將依從人民的期
應星洲媒體集團執行主席丹斯里張曉卿爵
望，在建國過程中扮演政府伙伴的角色；另一方面，
士提出的“一個團結、和諧與繁榮的國家愿
我們也會依從讀者的期望，克盡新聞從業員的職
景”；他說，不同語文的媒體可能會採取不同
責。
的途徑。
“《星洲日報》會採取不同的途徑，而《馬
續當政府合作伙伴
來西亞前鋒報》也會採取不同的途徑，其他語文報
“我們相信，在堅持新聞理念的同時，
章也做出相同反應。雖然大家採取不同的途徑，但
履行社會責任，這兩種承諾並不相互矛盾。
最後都必須匯聚在一起，以達到這個最終目的。”
我們堅信，這樣的做法，將為我們的成熟
他說，大家可以採取不同的途徑，因為我們允許社
且受人民歡迎的政府接受。”
會存有不同的言論及自由，為不同的意見提供辯解的空
間；我們必須謹慎，因為我們不能分割社會，而是設法逐
步地把大馬人團結在一起。

不同語文媒體共慶

張曉卿：未來一年在經濟及政治方面都將是充滿
挑戰的一年，深信在首相納吉領導下，我們將能一一克
服，而國家也將變得更強大、團結及繁榮。
他說，星洲媒體集團將繼續扮演政府合作伙伴的角色，
努力協助建設一個團結、和諧及繁榮的國家，而這也是所有
愛護這個國家的人民的夢想。
“同時，我們也了解到讀者對我們的期望。讀者希望我
們能夠繼續反映民聲，當然我們也承諾將盡最大的努力來達
到讀者的要求。”
他說，未來一年在經濟及政治方面都將是充滿挑戰的一
年，但他深信在首相拿督斯里納吉的領導下，我們將能一一
克服這些挑戰，而國家也將變得更強大、團結及繁榮。
“我願向首相保證，星洲媒體集團將繼續在國家建設中
履行自己應盡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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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在此特別向首相致
謝，因為這是他在一年內，第
二次訪問星洲日報，我們為此
感到無上榮幸。”
他表示，今年的華團新春
聯歡會還有一層特別重要的意
義，那是因為有許多來自不同
語文媒體的朋友和我們一齊慶
祝新年，在此，我要特別歡迎
這些嘉賓，尤其是第一次參與
的朋友；不同的族群一起慶祝各種佳節，這
是大馬獨特的文化特色。
他說，我們歡迎並感謝大家今天蒞臨本
報，和我們一起歡慶新年。
“農曆新年是我們和親友歡聚，團圓的
好日子。扎根於華人社會的星洲日報、光明
日報，每年都會乘此佳節主辦華團新春聯歡
會。”

納 吉 表
示，國民必須
提升思維模式，
從原有的包容模
式，提升至全然的
接納各種族間的差
異，因為多元的文
化色彩，才是大馬
獨一無二之處。

促媒體履行建國職責

“這是期 我許 對， 媒媒 體體 的必

納吉伉儷（右三）與
主桌嘉賓一起撈生，右起為
方天興及張曉卿，而右五為
劉健夫人陳小玲，左為劉鑑
銓。

不僅聆聽民意

須克盡本身的社會責任，履行
建國職責。”
納吉指出，如果大家在建
國進程中展現這種大同精神，
大馬社會將產生更多化學作用，
綻發不同的光彩，世界上沒有其
他的社會能夠與我們進行比較。
“它應該成為我們的力量及挑
戰，它不應該成為讓我們倒退的障
礙。我們必須一起朝向‘一個民族、
一個國家”的目標邁進。在“一個馬
來西亞”的號召下結合所有族群為國家
作出更大的貢獻，建立一個更好、更強
大及繁榮的馬來西亞。”

納吉親身走入群眾
張曉卿說，納吉是一位不僅會聆聽民意，也會親
身走入群眾的首相，他史無前例地走訪了吉隆
坡茨廠街、十五碑、雪州黑風洞、班達馬蘭新村以及東
馬的長屋。
“他出任首相以來，我們看到國家在經濟、文
化、宗教和新聞自由方面取得令人鼓舞的發展。
“最近公佈的2009年第四季國內生產總值增長
率令人鼓舞，顯示我國的經濟成長比我們預期的
好。這當然得歸功於在首相領導下，政府適時採取
的適當政策。”

虎 大馬須展現無畏勇氣
年
納吉指出，大馬在虎年必須展現老虎無
所畏懼的勇氣，但老虎是一種瀕臨絕
種的動物，若不加以照顧，牠將會消失。
他說，大馬與老虎一樣，如果沒有獲得全民
的關愛，這個國家將會走下坡。
“如果大家眾志成城，以真正的合作夥伴態
度出現，我相信國家強大的精神及“一個馬來西
亞”的信念，將引領我們朝向一個更團結、和諧及
繁榮的大馬的目標前進。”

新措施贏民心
他贊揚首相推行的許多新措施，如國家關
鍵績效指標、國家關鍵成效領域和《政府轉型
計划路線圖》，使他贏得了民心。
他說，單單這些計劃就讓我們――“一
個馬來西亞人民”滿懷希望地去迎接未來的
挑戰。
“老虎因其象徵無比的勇氣和力量而
受到尊重。在這辭舊迎新之際，願大家充
滿威虎的精神，滿懷信心地邁向健康、幸
福和繁榮的一年。”

主座嘉賓一起撈生，
右起為丹斯里張泗清、丹
斯里劉衍明、拿督佐漢嘉
化；左起為丹斯里鍾廷森
及劉健大使。

中 國 駐 馬 大 使 劉
健（左）與夫人陳小玲
（右）以茶祝賀本報社長
張曉卿（中）成功舉辦華
團新春聯歡會。

本報員工體現“一個大馬”精神

華巫印舞蹈表演贏掌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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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提琴演奏

（八打靈再也28日訊）小小舞台，
擋不住星洲媒體集團員工集傳統及創新
的精湛表演，大家上下一心，通過表演
將“一個馬來西亞”精神發揮得淋
漓盡致！
一年一度的2010年星
洲日報、光明日報華團
新春聯歡會圓滿結束，
星洲媒體集團員工跨部
門、跨種族合作呈獻多
項歌舞表演，首次打造
黃慧評
完全屬於“一個星洲媒
體”的表演舞台。

劉昆升粉墨登場
巴拉馬希央與女兒

印度舞蹈

粉墨登場的馬來民歌演唱“朱吉舞
搖曳”，由公共聯繫部經理劉昆升、技

術部職員沙哈魯丁及貨倉部員工莫哈末
阿里聯合演出，帶來第一波高潮。

郭淑卿呈獻傣族舞
馬來傳統舞蹈過後，星洲日報助
理採訪主任郭淑卿及其舞蹈夥伴呈獻傣
族舞蹈《花腰情思》，傳承中華傳統文
化。兩支傳統風格不一的舞蹈後，來自
星洲日報文教組的湯鎮遙及美編黃慧評
表演小提琴演奏，呈獻中國民歌《茉莉
花》及民樂《花好月圓》，精湛的表演
獲得出席者熱烈掌聲。
來自檳城光明日報的陳江龍以木
吉他串燒方式，演唱多首中文流行曲、
馬來歌謠及賀年歌曲，包括《童話》、
《月亮代表我的心》、《賀新年》、
《恭喜恭喜》、《Rasa Sayang》及

《Lenggang-Kangkung》等，讓人聽出耳
油。
值得一提的是，行政部員工巴拉馬
希央出動3名女兒，為嘉賓呈獻印度舞蹈
《天使之心》，華巫印傳統舞蹈一個不能
少，體現“一個馬來西亞”精神。

本報同事劉昆昇（右
一起）、沙哈丁及莫哈末，
呈獻“朱吉舞搖曳”，連首
相納吉也覺得有趣而笑了起
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