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的概念。马来亚独立

后，强大的劳工党被削

弱成疲弱的组织。 

但是，MTUC和反对党都

积极的争取5月1日的劳

工日。在1972年，政府

宣布5月1日为劳工日。

在1973年，政府宣布劳

工日为公共假期。但是

私人界不接受这宣布，

因为他们面对损失。 

经过7年的抗议和谈判，

政府修改1980年劳工法

令，把劳工日列为公共

假期。 

大约在120年前…… 

�劳工被逼一天工作16小

时，一星期工作7天。 

�劳工的工资非常低廉。 

�工作环境非常恶劣、闷

热、不安全…… 

因此因此因此因此，，，，工人开始抗议工人开始抗议工人开始抗议工人开始抗议！！！！    

在国际上： 

-在17/10/1884，美国与

加拿大劳工党

（Kesatuan Sekerja）

开始抗议。 

-在1886年5月1日，

35,000的劳工在美国的

芝加哥市抗议。 

后果...雇主面临非常大

的损失和运用了很多肮

脏手段来摧毁劳工的抗

议。 

雇主威迫利诱劳工和劳工

党领袖。最后劳工英雄和

劳工党变得很脆弱。 

后来，劳工又兴起成立了

劳工团体（Persatuan 

Buruh Amerika, AFL） 

在1890年5月1日，AFL发

动了更加强烈的抗议和努

力争取一天工作8小时。 

最后劳工们胜利了最后劳工们胜利了最后劳工们胜利了最后劳工们胜利了……………………这

种功绩得到了世界劳工组

织（Pertubuhan Buruh 

Antarabangsa）的赞扬.

在1919年，一天工作8小

时成为了世界公认的标

准。 

马来西亚的抗争马来西亚的抗争马来西亚的抗争马来西亚的抗争    

抗议开始于1950年左

右……但是这却被政府推

翻，因为它被称为共产党

5.1 劳工节的历史  

4月月月月22日日日日————————世界地球日世界地球日世界地球日世界地球日 

    最最最最初的地球日选

择在春分节气，这一天在

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昼

夜时长均相等，阳光可以

同时照耀在南极点和北极

点上，这代表了世界平

等，同时也象征着人类要

抛开彼此间的争议和不

同，和谐共存。1969年美

国民主党参议员盖洛德在

美国大学举行演讲，筹划

在次年4月22日的反对越战

校园运动。 

 同一年西雅图召

开的筹备会议上，哈佛大

学法学院学生丹尼斯提出

将运动定位在环境保护。 

1970年4月22日美国各地总

共有超过两千万人参与了

环境保护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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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运动的成功使

得每年4月22日为世界地球

日。 

我国今年的劳工节标志我国今年的劳工节标志我国今年的劳工节标志我国今年的劳工节标志 



 我国人民有过两

次非常强大的运动，既

是反抗统治阶级继续压

迫人民的运动。一个是

1969年之1974年间的学

生运动；另一个则是

1945年至1948年间的工

人运动。当时全国工人

中有67%参加Pan Malayan 
Federation of Trade Un-

ion (PMFTU)，工会力量

之强可以从数字里和统

治者的大力镇压看得出

来。 

 为了打击当时不

断壮大的工人运动，统

治者于1948年间宣布全

国进入紧急状态，颁布

紧急法令（Emergency 

Ordinance），大肆逮捕

工运人士，以致98%的工

会被关闭。 

 由于工人抗争不

断，政府于1973年宣布5

月1日为工人节，并列为

假期。然而，许多工厂

却没休息，工人们仍然

必须在当天工作。 

 直至1980年，政

府才宣布5月1日为强制

性公共假期。然而，许

多雇主却于当天举办运

动会、嘉年华会等活动

予工人们，企图让工人

们忘记工人的抗争历

史，以及达到模糊5月1

日工人节的真正意义的

企图。 

 政府也在后来立

法制定工人们一个星期

只可工作48小时。吊诡

的是许多工人被雇主安

排工作4天12小时，其余

的天数则加班（OT）。

而且这些情况都极容易

得到部长签署同意。 

 在我国有规定16

岁以下不许当童工，但

是可疑的是16至18岁的

少年只需父母同意就可

以工作。 

 从以上情况看

来，我国工人的福利与

待遇，甚至从孩童到全

民的情况都是令人担

忧。更甚的是我国政府

并不允许罢工的权利。

须知的是罢工是工人们

或广大人民对本身权利

和福利的最好保障。 

 罢工是基本人

权。在先进制度下（也

称资本主义制度），其

实广大民众都在卖自己

的身体与劳力与雇主或

统治阶级。任何市场销

售策略、粮食生产、消

费产品、建筑物等都是

身体与劳力所创造。人

民用本身的劳力、时

间、身体血汗来卖给雇

主，以换取工资。当

然，可以肯定的是这些

工资只是公司及工厂盈

利的一小部分。 

 人非奴隶，无需

卖命予雇主。因此，当

雇主欺骗和剥削你时，

你是有权利停止继续受

欺骗和被渣干血汗的，

而停止出卖体力。当一

个人再加上一个人，一

共许多人同时停止继续

被欺骗和被压迫时，我

们就称之为罢工。集体

罢工是对付无良雇主的

最好武器。 

 我们常常会被教

导认为罢工就是反对发

展，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

发展究竟是什么呢？我们

怎么可以把雇主挤压和剥

削工人或人民的血汗当作

是“发展”，当人民或工

人反抗就是当作是妨碍

“发展”呢？当然，这就

是统治者通过教育洗脑的

阴谋。发展就是让所有人

过的幸福美好，活得有尊

严！只让一小部分人富

有，大多数人日忙夜忙，

大部分人仍然活得没有尊

严的，不是发展。 

 环顾历史和四周

发展，哪一项发展与进步

是雇主亲自用劳力和血汗

做的呢？全世界和全国的

发展与进步都是工人平民

百姓辛苦思考与劳动所换

回来的。从脚下踏的马路

到手上用纸再到吃进肚里

的食物都是经过身为平民

百姓的工人所制造的。 

 统治者不断分化

工人，单单从薪水方面已

经使到白领人士把本身从

工人里分割出来。统治者

也不断使用种族牌、宗教

牌等进一步分化工人或老

百姓。所以老百姓要团

结，一起改革社会制度，

打开民主空间——人民才

是老板！ 

人人还未自由平等人人还未自由平等人人还未自由平等人人还未自由平等————————谈工运与罢工的权利谈工运与罢工的权利谈工运与罢工的权利谈工运与罢工的权利    

““““我们常常会被我们常常会被我们常常会被我们常常会被

教导认为罢工就教导认为罢工就教导认为罢工就教导认为罢工就

是反对发展是反对发展是反对发展是反对发展，，，，但但但但

是我们有没有想是我们有没有想是我们有没有想是我们有没有想

过发展究竟是什过发展究竟是什过发展究竟是什过发展究竟是什

么呢么呢么呢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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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劳工组织于今我国劳工组织于今我国劳工组织于今我国劳工组织于今

年年年年5月月月月1日劳工节在日劳工节在日劳工节在日劳工节在

森美兰州芙蓉市举森美兰州芙蓉市举森美兰州芙蓉市举森美兰州芙蓉市举

办集会庆祝办集会庆祝办集会庆祝办集会庆祝。。。。 

文：赖康辉 http://robertlkw2.blogspot.com/ 

专题特写 

编按编按编按编按：：：：    

有兴趣出席我国今

年5.1劳工节集会

的朋友，请联络 

赖康辉 

012-985 2278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

意到Earth Hour这个

活动呢？ 

  

Earth Hour又名“地

球时间”是由世界著

名环保组织“世界自

然保护基金”和澳大

利亚最大报纸之一

《悉尼先驱晨报》近

日联合发起的。活动

内容就是要让企业公

司，政府部门，和广

大的市民一起在马来

西亚3月28日晚上八

点半至九点半停止使

用一切电器一个小

时。目的就是为了要

呼吁大家用行动来响

应并且推动环保运

动。 

  

这个活动推出之后就

受到大众热烈的支

持。很多人因为平时

生活上的忽略，和种

种因素再加上喜欢找

借口的理由而无法真

正的落实环保的概

念。当“地球时间”发

起的时候，我们都会

想到：“机会来

了！”而藉由这个活

动来实行平时无法达

成的理念。我们大家

都知道，今时今日的

地球已经是每况愈下

了。人们过渡的开发

与发展已经造成环境

受到严重的污染了。

而环保，正是解救地

球于水深火热之中的

不二法门。冰川融

化，全球暖化，环境

污染都使我们不得不

去正视环保这个课

题。而现在我们就有

这么一个美好的机会

让大家尽一份力了！ 

  

  

或许有人会说：“才

停只使用那一小时而

已嘛，能帮得上什么

忙呢？”。这句话说

得没有错，平时我们

所造的破坏岂能一时

之间弥补回呢？但

是，我们千万不要误

会了，这个活动并非

是一个弥补的运动，

而是一个醒觉的运

动。一小时的功效是

不能让地球恢复至原

有的面貌，但是它能

让大家对现实有所醒

觉。每一个人都必需

清醒地意识到，人类

自身及其生存环境受

到严重威胁已经是眼

前的现实。 

  

  

此外，“地球时间”能

让大家有所反思。反

思自己的日常生活习

惯。让越来越多人思

考自己能为保护地球

而做些什么，共同努

力去保护环境。在反

思的过程当中，还能

让我们达到行动的效

果。一直以来，我们

都舒舒服服的享用着

高科技为我们带来的

方便，可是我们并没

有想到，除了方便以

外，高科技还为我们

带来了毁灭。在我们

一步一步地走向灭亡

的同时，环保已经为

我们打开了一道逃生

门。 

  

  

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

的，但是一人一份力

量的话，效果可是我

们无法想象的。 

地球只有一个；响应

环保，响应“地球时

间”，你我都做得

到。 

Earth Hour    

““““很多人因为很多人因为很多人因为很多人因为

平时生活上的平时生活上的平时生活上的平时生活上的

忽略忽略忽略忽略，，，，和种种和种种和种种和种种

因素再加上喜因素再加上喜因素再加上喜因素再加上喜

欢找借口的理欢找借口的理欢找借口的理欢找借口的理

由而无法真正由而无法真正由而无法真正由而无法真正

的落实环保的的落实环保的的落实环保的的落实环保的

概念概念概念概念。 。 。 。 ”””” 

3 第第第第6卷 卷 卷 卷 2009年第年第年第年第1季季季季 

 

 

文：蔡俊康 www.vegetablesmarket.blogspot.com 

言论天地与特约专栏 



 毕业出来社会

工作后，我发现工作的

日子好像机器人，没有

灵魂，没有自由，天天

都重复一样的工作...

开始埋怨，开始讨厌，

开始找借口和逃避责

任...其实我是生自己

的气，并为自己损失的

时间而伤心...就在我

低潮的时候，身边的朋

友和贵人都一一出现。

他们让我明白我把自己

看得太高，犯了一般年

轻人的错，觉得自己大

材小用，太过选工作，

反而一事无成。他们让

我明白不要总想向前迈

出“伟大的一步”，而

是要采用初级步骤法前

进。“千里之行，始于

足下”，成功不是用我

的步子有多大来衡量

的，而是一步一脚印，

前进的方向和年数来衡

量。千万别试图用太少

的付出做出太多事情，

然而这样做的后果只能

是崩溃和灭忙。 

 “有个弟弟，

他离乡背井去美国要学

习成为一个成功的鞋

匠。但他到了美国工作

了一年多，他每天只能

在老板的店卖鞋子，打

扫和点货。小弟开始埋

怨和向他哥哥投诉因他

在美国一年多了，但还

是学不到怎样做一对鞋

子，每天只是做些简单

的工作。这时他哥问

他：“你说工作很闷和

简单的意思就是那些工

作都会了，是吗？”弟

说：“是的！每天只是

打扫和点货，都很简

单。” 

 “那么，哪些

鞋子好卖？哪些鞋子可

以卖好价钱？鞋子要怎

样摆才会吸引顾客？批

发商是谁？”哥哥问了

一连串的问题。弟弟一

句也答不出。” 

 这个故事让我

明白就算再简单的的工

作，它还是有能够学习

的地方。很多东西是靠

自己的用心和观察去学

习，而不是一味依赖会

有人愿意教你。而我却

是那么的幸运，身边的

贵人总是会出现，帮了

我很多很多。经过这些

教训后，我必须尽自己

所能一步一脚印地去学

习。 

没有灵魂 没有灵魂 没有灵魂 没有灵魂  

我的学长，他们的欺负让我更

坚强。 

辉：你说他们让你在逆境中成

长吗？ 

关：是的。 

辉：嗯，你不介意我刊登你批

评我国体坛的对白吧？ 

关：没关系的，可刊登。 

辉：（笔者笑道）你果然有批

判精神。对了，从以前到现

在，你有要感谢的人吗？ 

关：我最感谢的人是我的父

亲。他教会我做人的道理。当

我给人家欺负时，是他安慰和

鼓励了我。（笔者也很佩服耀

轩的父亲，无微不至的照顾他

的孩子）我也要感谢那些欺负

辉：你有什么话要对接下来的

青年说吗？ 

关：只要努力不懈，才能战胜

一切。 

辉：谢谢你让访谈完成。 

。。。。““““千里之行千里之行千里之行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始于足下始于足下始于足下””””，，，，成成成成

功不是用我的步功不是用我的步功不是用我的步功不是用我的步

子有多大来衡量子有多大来衡量子有多大来衡量子有多大来衡量

的的的的，，，，而是一步一而是一步一而是一步一而是一步一

脚印脚印脚印脚印，，，，前进的方前进的方前进的方前进的方

向和年数来衡向和年数来衡向和年数来衡向和年数来衡

量量量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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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天地与特约专栏 

文：杨建业 

文接第文接第文接第文接第5页页页页 

在社区报记者康辉的要

求下，耀轩他豪爽地在

纸上写下两行十二个字

的座右铭。耀轩的努力

与坚毅的精神是值得大

家学习的。【完】 



法呢？ 

关：我在12岁那年进入国家队

（后备队），便到蕉赖练习。

那里的教练竟然叫我从零开始

练习！而且这种初级的练习持

续了3年。那里的教练时常更

换，每换一个教练，我便要从

新开始由零练起。这是我国体

操界的制度问题。这制度问题

也导致了我国的体操水平无法

继续进步，素质看不出来。直

到体育理事会（MSN）投诉

后，情况才稍有改善。相信我

国其他体育项目也面对一样的

制度问题。 

（笔者相当惊讶…） 

辉：后来怎样了？ 

关：除了制度有问题，由于在

以前的训练中无法适应其他小

孩，时常被学长欺负，我开始

从喜欢体操到不喜欢，甚至觉

得很大压力，功课和学业也受

到干扰。我告诉父母我要退出

体操界，父母反对。我便开始

抱着输的心态，没有想赢的感

觉去参加任何比赛，结果反而

创下佳绩。也因为这样，我变

成更难让父母答应我退出体操

界。（耀轩继续侃侃而谈）后

来，我懂事了，我懂得和父母

沟通。我与父母解释并做一个

打赌。如果我在年马来西亚运

动会（SUKMA）获得佳绩，他

们便必须答应让我退出体操

界。他们也答应了。 

辉（微笑）：结果怎么了？ 

关：结果我获得全场最佳的成

绩，横扫7金。父母也守诺言，

让我退出了。 

辉：现在告别体操后，你有什

么打算呢？ 

关：读书，修读运动心理学或

心理学科系。我以前的经验告

诉我，运动员压力大，都应该

要有心理辅导。我在将来要当

一名运动心理治疗师。 

辉：好啦！谈谈你其他的兴

趣。除了体操，你还有什么其

他兴趣呢？ 

关：有兴趣交际，希望学习沟

通技巧。 

年仅18岁的关耀轩正念大学

基础课程，准备进修心理科

学系。他曾是我国的体操王

子，曾在2006年马来西亚运

动会（SUKMA）体操项目中扫

下7金1银，光芒四射。 
 

辉：耀轩，你是怎样接触到体

操的呢？ 

关：我母亲是国家韵律操教

练。由于看到我（很活泼）时

常跳来跳去，因此便送我到她

的叫体操朋友那里学习（体

操）。 

辉：那你接触体操后的生活是

怎样的呢？ 

关：7至9岁的体操日子已经不

记得。在我9岁时，父亲便要我

对体操认真。后来，我在州际

学联比赛（MSSS），也是我的

第一次比赛，就扫完体操3金。

我便被送到适耕庄练习体操。

由于无法适应村里的小孩，我

便过得很伤心，好在父亲安慰

我。 

辉：你对我国体操界有什么看

4月月月月11日那天日那天日那天日那天，，，，社区报记者社区报记者社区报记者社区报记者

康辉康辉康辉康辉（（（（辉辉辉辉））））采访沙登一名采访沙登一名采访沙登一名采访沙登一名

青年才俊青年才俊青年才俊青年才俊。。。。这名青年与康这名青年与康这名青年与康这名青年与康

辉侃侃而谈辉侃侃而谈辉侃侃而谈辉侃侃而谈，，，，毫不掩饰自毫不掩饰自毫不掩饰自毫不掩饰自

己过去的经历己过去的经历己过去的经历己过去的经历。。。。他就是关他就是关他就是关他就是关

耀轩耀轩耀轩耀轩（（（（关关关关），），），），是沙登社区是沙登社区是沙登社区是沙登社区

报的本期风云人物报的本期风云人物报的本期风云人物报的本期风云人物。。。。以下以下以下以下

是访谈记录是访谈记录是访谈记录是访谈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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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风云人物 

关耀轩从逆境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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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候，有一位员外很有钱，常常

在数着他的铜板。有一回正当他数

得很得意的时候，有一位乞丐在他

眼前出现了。 

乞丐伸出手掌对员外说： 

“请问，你能施舍我一分钱吗？” 

员外抬起头来看这名乞丐，发现竟

然是个落魄的和尚，惊讶的道： 

“师父，您怎么落到如此的田地

呢？” 

“是啊！我是落到如此的田地

啊！”乞丐又将手往前伸过去。 

员外感慨地说：“既然师父落到这

样的田地，我就给你一点钱吧！” 

说完就给和尚一分钱。 

和尚低头看了这一分钱，笑着说: 

“怎么你也落到这样的田地！” 

 

寓意寓意寓意寓意：：：：    

员外虽然富有员外虽然富有员外虽然富有员外虽然富有，，，，但是他心里却但是他心里却但是他心里却但是他心里却

很贫穷很贫穷很贫穷很贫穷，，，，只舍得施舍一分钱而只舍得施舍一分钱而只舍得施舍一分钱而只舍得施舍一分钱而

已已已已。。。。    

人的富有人的富有人的富有人的富有，，，，不在于你所拥有不在于你所拥有不在于你所拥有不在于你所拥有

的的的的，，，，而在于你所愿意付出的多而在于你所愿意付出的多而在于你所愿意付出的多而在于你所愿意付出的多

寡寡寡寡！！！！ 

一分钱一分钱一分钱一分钱 

放声嚎啕大哭了起来。 

爸爸满脸惊讶的蹲下去安抚小孩。

这才瞧见，远处的大浪涌来，状似

要将自己吞噬一般，不由自主地往

后惊推。 

自己看到的大海，是如此美丽壮

观；而小孩看到的大海，却是如此

的恐怖！  

 

寓意寓意寓意寓意：：：：    

我们常常要有异地而处的心理我们常常要有异地而处的心理我们常常要有异地而处的心理我们常常要有异地而处的心理，，，，才才才才

这是一个阳光普照的好日子。 

一位爸爸一早起来，看见天色如

此美好，就兴高采烈的带着小孩

去海边看海。 

站在沙滩上，一眼望去，远处帆

船点点，海天一色，真是美极

了。尤其海水一股股的涌至，激

浪成花，煞是美丽。 

这位爸爸正陶醉在此人间美景

时，低头看了一下小孩。 

没想到小孩竟是满脸恐惧和愁容

戚戚的模样；不一会儿，小孩就

能体谅别人的处境和别人所承受的能体谅别人的处境和别人所承受的能体谅别人的处境和别人所承受的能体谅别人的处境和别人所承受的

压力压力压力压力。。。。不要抹煞对方的情绪不要抹煞对方的情绪不要抹煞对方的情绪不要抹煞对方的情绪，，，，要尊要尊要尊要尊

重对方的感觉重对方的感觉重对方的感觉重对方的感觉，，，，才能真正发现问题才能真正发现问题才能真正发现问题才能真正发现问题

所在所在所在所在。 。 。 。  

小孩的眼睛 小孩的眼睛 小孩的眼睛 小孩的眼睛  

在失败中尝试 在失败中尝试 在失败中尝试 在失败中尝试  

个方向飞撞，一阵精疲力尽后，

蜜蜂却在瓶口不远的出处喘息。 

再将苍蝇放进同样的瓶里。 

苍蝇起初也是和蜜蜂一样，朝瓶

底的光亮处冲撞，一阵碰壁之

后，苍蝇就在各处尝试着，找寻

出路。没多久，苍

蝇就有瓶口飞了出

去。 

 

寓意寓意寓意寓意：：：：    

蜜蜂一直执着于失败蜜蜂一直执着于失败蜜蜂一直执着于失败蜜蜂一直执着于失败，，，，在失败里打在失败里打在失败里打在失败里打

转转转转；；；；苍蝇勇于在失败中尝试苍蝇勇于在失败中尝试苍蝇勇于在失败中尝试苍蝇勇于在失败中尝试，，，，终于终于终于终于

找到了出路了找到了出路了找到了出路了找到了出路了。。。。    

大家都喜欢成功大家都喜欢成功大家都喜欢成功大家都喜欢成功，，，，厌恶失败厌恶失败厌恶失败厌恶失败；；；；可是可是可是可是

别忽略了别忽略了别忽略了别忽略了，，，，它们都是一起出现的它们都是一起出现的它们都是一起出现的它们都是一起出现的，，，，

而且成功常都是从失败中揪出来的而且成功常都是从失败中揪出来的而且成功常都是从失败中揪出来的而且成功常都是从失败中揪出来的

呢呢呢呢！！！！    

有人做了一个实

验，将蜜蜂和苍

蝇分别放进一个

瓶子里。 

这个瓶子是个玻

璃瓶子，细细长长的。先把蜜蜂

放进去，然后将瓶子倒立；瓶口

并没有塞住，瓶底朝上，然后打

开电灯炮。 

之见蜜蜂不停地往瓶底光亮处冲

撞，碰壁掉下来，又起身往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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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难以取代的江湖地位。  

 《当今大马》在

英文版的既有基础上，先

后推出马来文及中文版，

集我国三种主要语文于同

一网站（目前还推出了淡

米尔版），在两百多年来

各语文媒体各走各路的产

业属性开创出一条新的道

路，这在多元族群社会里

具有非凡意义。  

 《当今大马》中

文版的母体《当今大马》

的每日读者量达七万人、

每日页面浏览量达70万

人，每日间接阅读《当今

大马》新闻的读者人数高

达21万至30万人。这个在

 《当今大马》在

1999年全国大选前九天创

设，时值“烈火莫熄”的

号角在全国吹响，当时的

首相兼内政部长马哈迪一

如既往加强媒体的新闻与

舆论控制，遏止改革运动

的影响力扩大及深化；

《当今大马》果敢独闯主

流媒体的禁区，独家报道

政府丑闻及刊登尖锐的评

论与读者来函等，填补了

群众对“独立”媒体与讯

息的需索真空。  

 《当今大马》在

“烈火莫熄”运动的大时

代一炮而红，至今七年仍

然稳健前进，成为马来西

亚新闻网站的佼佼者，有

七年前开办的

马来西亚首家

电子媒体目前

共有12名记

者、十名编

辑、五名营业

代表、三名技

术人员和四名

东南亚电子中

心职员。  

 《当今大马》也推出了malaysiakini.tv多语

网络电视台，并且推介亚洲首个网络电视频道“亚

洲247”，向多媒体空间发展。 

 《当今大马》经常揭发主流媒体没有报道

的真相，以小量的资源揭发被封锁和打压的新闻，

足以跟主流媒体抗衡。 我们必须给予媒体与资讯

自由高度的支持。经常浏览类似《当今大马》的媒

体并传达被封锁的资讯给朋友知道就是最好的支

 《惑与不惑之

间》曾在2008年大马中文

部落格祭中被提名《十大

推荐部落格》 并入围。

推荐原因是：博主是理华

同学会主席和人文图书馆

的负责人之一，在落格中

分享他对事情的观点和他

的阅读心得，从这里可以

吸收到许多的人文观点。

以下为本报从《惑与不惑

之间》摘下来与读者们分

享的一篇有趣文章。 

被毁灭的不是地球被毁灭的不是地球被毁灭的不是地球被毁灭的不是地球    

 很多人说，人类

不环保的行为将毁灭地

球，但是我一位拥有物理

博士学位，在大学教物理

的朋友却不这样认为。他

说还没有人类的时候，地

球已经存在几亿年了，可

能过多一两万年，地球不

再有人类，地球还会继续

存在，所以如何说人类会

毁灭地球呢？ 

 他说地球是有机

体，有自保及自我恢复的

能力。当地球觉得人类这

个物种的行为会破坏它的

生存，地球将会改变，变

得不适合人类居住。人类

就会在这个星球消失。所

以被毁灭的不是地球，是

人类。 

 我非常认同他的

说法。我们一直说我们毁

灭地球是不自量力的说

法。但是人类的所作所

为，却肯定会毁掉地球适

合人类居住的环境。环保

不是保护地球，地球不需

要我们保护，环保是保护

我们自己。  

摘自http://
inbetweenconfu-
sion.blogspot.com/2008/12/

blog-post_27.html 

惑与不惑之间惑与不惑之间惑与不惑之间惑与不惑之间 

《《《《当今大马当今大马当今大马当今大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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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客姓名：Lkf 

自我介绍：早过了不早过了不早过了不早过了不

惑之年惑之年惑之年惑之年，，，，却仍然迷却仍然迷却仍然迷却仍然迷

惑惑惑惑… … … … I'm confused, 

so I blog 一切有为一切有为一切有为一切有为

法法法法，，，，如梦幻泡影如梦幻泡影如梦幻泡影如梦幻泡影，，，，如如如如

露亦如电露亦如电露亦如电露亦如电，，，，应作如是应作如是应作如是应作如是

观观观观 

分享常乐 

部落格与网站介绍 

网址网址网址网址：：：：    

http://inbetweenconfusion.blogspot.com    

网址网址网址网址：：：：http://www.malaysiakini.com/cn/    



 

 

 

新届理事表 

沙戥新村学校校友会 

理事会 
主席     ：萧观华 

副主席 ：丁文基 

秘书     ：胡卓棠 

副秘书 ：张先良 

财政     ：郭木养 

康乐     ：叶玉清 

           ：黄师宙 

查账    ：丁文生 

           ：陈陆华 

委员     ：温碧华 

           ：余东娣 

候补     ：李壬森   

第二届沙戥新村学校校友会 

青年团理事会 
团长  ：赖康辉 

副团长 ：黄雪嘉 

秘书  ：许綵玲 

财政  ：彭威信 

副秘书 ：洪嘉敏 

副财政 ：詹淑萍 

查账  ：杨建业 

理事  ：蔡俊康、杨忠翰、 

    谢晴珅、关耀轩 

培训委员会 ：庄维豪、周小芳 

年份年份年份年份、、、、月份月份月份月份 国际国际国际国际、、、、重要节日与活动重要节日与活动重要节日与活动重要节日与活动 传统节日传统节日传统节日传统节日 活动预告活动预告活动预告活动预告 

2009年年年年 

4月月月月 

4月6日 校友会青年团成立 

4月22日 世界地球日 

4月24日 世界青年反对殖民主义日 

    

5月月月月 5月1日 国际劳工节   讲座 

6月月月月 6月4日 六四天安门事件   社区报 

7月月月月     讲座 

8月月月月 8月6日 国际电影节   人权营 

9月月月月     社区报 

讲座 

10月月月月 10月16日 世界粮食日 3/10/2009 星期六 ：中秋节   

11月月月月 11月10日 世界青年节   讲座 

12月月月月 12月10日 世界人权日 

12月18日 华教节 

  社区报 

生活营 

2010年年年年 

1月月月月 

      

2月月月月   14/2/2010 星期天： 

农历庚寅新年正月初一 

28/02/2010 星期天：元宵节 

口才训练班 

3月月月月 3月8日 国际妇女节 

3月21日 反种族歧视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