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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中嬉水。
吉大臣女兒在水淹庭院時，站在

■

香客銳減難營運

■

子一般都會到來向文昌帝君祈求考好成績。
嶺南古廟附近有多所學校，面對考試的學

嶺南古廟歸還廣東會館

連日下雨河水高漲

疫情 快散

吉大臣官邸庭院內澇
（亞羅士打24日訊）
吉打連日下雨導致河水
高漲，昨午一場大雨後
連吉州大臣斯里孟達侖
官邸庭院也出現內澇，
差點淹入官邸內。
吉州大臣沙努西受詢
時說，由於鄰近河水高

漲，排水緩慢，以致官
邸周遭的溝渠無法快速
排走大量雨水。
“無論如何，在近
傍晚時分，水位已消
退。”
沙努西昨日在臉書上
載官邸庭院淹水情況，

■民防局人員到場協助將行動不便者搬移到安
全區。

報 導 陳月菁

並貼文指希望內澇不會
淹入官邸內。
據民防局古邦巴素縣
天災管理委員會秘書處
諾拉茲安透露，昨晚該
縣共疏散了15戶家庭成
員到疏散中心。
他說，昨日傍晚7時30
分，河水開始淹沒附近
低窪地區後，當局於8時
快速展開疏散行動。
“涉及地區有甘榜拉
哈、甘榜巴雅杜吉宏、
甘榜巴雅迪和甘榜比
亞。”
他接着透露，總共有
62名災民被安頓在作為
疏散中心的馬佬國小，
直至水位消退才獲准返
家。（YLS）

雙溪拉蘭河現鱷魚

他說，有居民曾在晚上
遇見10呎長的大鱷魚，眼
睛是橙色的，非常嚇人。

沿河居民要小心

曾被捉到馬莫河放生

（雙溪大年24日訊）雙
溪拉蘭河出現鱷魚，沿河
一帶居民受促小心，出河
捕蝦時更要提高防範。
當地居民日前在雙溪拉
蘭河拍到鱷魚出沒，並
將短片轉交給社工凱魯安
華，後者今早上載到臉書

後引起居民熱議。
甘榜檳榔魯雅漁夫阿斯
里（54歲）在當地住了約
30年，不曾見過鱷魚。直
到6個月前，居民意外發
現河中出現鱷魚，阿斯里
也擔心出河捕蝦會被鱷魚
攻擊。

■

出沒。
居民在雙溪拉蘭河邊拍到鱷魚

“這些鱷魚曾被捉了拿
到馬莫河放生，後來又沿
著雙溪拉蘭河覓食。”
吉州野生動物保護局主
任嘉瑪倫納西爾指出，
鱷魚出沒河中並非罕見，
該局也曾在馬莫河發現鱷
魚，但這些鱷魚沒攻擊民
眾，因此沒捕捉。
“雙溪拉蘭河是馬莫河
支流，有鱷魚出沒不奇
怪，我們會在河旁安插警
示牌，提醒公眾小心。”
嘉瑪倫強調，鱷魚不會
上岸攻擊人，牠們只有在
性命受威脅時才會展開攻
擊。
據一名有多年經驗的漁
夫透露，由於馬莫河漲潮
時出現紅潮，許多魚蝦浮
上水面，無形中吸引了鱷
魚浮上來捕食。（CSH）

訃

神廟香客銳減，神廟營運
與維持受到嚴峻挑戰。
傳承了三代人管理權的太平嶺南古
廟管理人陳競平說，在疫情管制令
下，廟務無法穩定運作而難以持續。
因此，在暫時無法預見神廟有更好轉
機下，他只好將廟管理權歸還給會
館。
“多年來廟務發展平穩，香客源源
而來，特別是在太平旅遊業取得發展
後，香客增加不少。”

疫情衝擊被迫關
他指出，在條管令下，由於沒明確
說明，他如其他廟管理人一樣只能觀
望，原本展望不能出國遊玩的民眾還
可在國內景點趴趴走，可為廟增加收
入，但他因擔心觸法而不敢貿然開
門，直到情勢稍明朗，該廟才試探式
的“半開門”讓香客進廟膜拜，但人
數也寥寥無幾。
“上個月太平爆發圍牆感染群，太

公往生後由父親陳仕忠接手，父親多
年前逝世後，就由他接手至今。
他指出，早年該廟香火鼎盛，每天
都有不少香客前來膜拜，而當年僅12
歲的他，每當學校放假都會與外公一
起打理廟務，每年譚公爺誕都會舉辦
酬神及盛大的膜拜儀式，當時十分熱
鬧，香客絡繹不絕。
他說，該廟提供點燈、補運（正月
十五）、解籤、安太歲（正月）、祭
虎爺、打小人（初二、十六）服務，
以及譚公爺千秋寶誕（四月初八），
香客都很多。
“附近有多所學校，每逢考期諸多
父母會帶子女來向文昌帝君祈福，尤
其是政府考試期，我們會在凌晨5時
就開門，讓路過的應考生進來膜拜求
信心。”

太平歷史最悠久粵廟
於敏律，即太平監獄對面的嶺南
位古廟建於1883年，是太平歷史最

■陳競平展示外公與廣東會館簽署
的管理條約。
他指出，該廟素來靠香油錢及每年
神誕慶典籌募常年經費，加上向會館
承包管理，也還需繳付固定費用，如
今是入不敷出。“現在情勢生變，廟
的營運也維持不下去了，在沒辦法之
下，只好‘黃飛鴻收檔’，忍痛將神
廟管理權歸還給會館。”

悠久的粵廟之一，極具靈氣，充滿許
多傳奇故事，更是一所文化價值豐富
的廟宇。
該廟主神為安奉譚公爺，因此也被
稱為譚公爺廟，為太平北霹廣東會館
屬下廟宇，佔地4英畝，三面環山，前
方為風光明媚的太平湖公園，坐落在
山丘上，氣象萬千。
太平老一輩居民最津津樂道的是廟
前一對石獅，晨昏飽受雲海秀氣孕
育，不久成為性之神獅坐守靈山，不
時在夜深人靜時跑到太平湖戲水，後
來被洋人警長開鎗射擊，身上鎗孔纍
纍。不可思議的是，廟前右邊那頭石
獅其中一隻耳朵亦出現損毀，而受傷
的石獅過後在廟宇重建時永埋地底。

不再刮花車底

慶隆花園減速坡重修了
自到場了解後，即刻下令重
修，他感謝賽凱魯重視並及時
解決民困。
慶隆花園睦鄰計劃因為當地
減速坡坡度過高，前天啟用後
導致許多車輛底部被刮花。
（C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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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宮副主席

■慶隆花園減速坡過高的問題解決了。

13男女條管聚賭被捉

丹絨武雅福德祠理事會

（吉輦24日訊）13名
男女在有條件行動管制
令下聚賭，一次犯下2項
罪名。
吉輦警區主任馬祖基
指出，警方昨午5時突擊
檢查角頭大街一間飲食
中心，發現13名男女在

賭博。
他說，被捕男女除了
在1953年公開場賭博法
令6（1）條文受調查，
亦因違反2020年傳染病
預防和控制（疫區內措
施）條例，每人被開出
1000令吉罰單；所有

罰單須在吉輦衛生局繳
付。
被捕男女介於48至71
歲，包括12名男性及一
名女性。
警方在行動中起獲
1193令吉現款、2張圓
桌、10張椅子、3台手機
及4本小筆記本。（SEH/
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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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德安先生令尊

高風

楊亞龍老先生千古

檳城三條路姓郭橋頭

鳳山宮理事會 敬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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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監獄和甘文丁懲教中心實行強管
令下，方圓1公里路段都被封鎖，而
本廟在太平監獄對面，也被迫再度
關閉。”
他說，度過維持了一週的強管令，
該廟終算可開門時卻又遇到全國病例
劇增，政府重新實施條管令，雖然期
間神廟可以開放，奈何太平成了紅
區，只好再度鎖上大門。
他指出，由於疫情反復，該廟斷斷
續續關了好幾個月，香客一度劇減，
廟務受到巨大影響。
“目前疫苗未面世，預料明年仍無
法撥開病毒陰霾，而明年農曆新年也
沒辦法預見有好的轉機。”（SEH）

懂 多 一 點

平說，該廟是由外公鄭東於
陳競1981年向廣東會館承包管理，外

林再興老先生往生
遺範
長存

聞

他說，自從今年3月疫情肆虐開始，
國家實施管制令後，宗教場所都不獲
准開放，神廟也被迫“關門”，直到
實行條管令後，神廟才獲准重新開
放。

廟宇經歷三代傳承

景仰

治喪處：檳城峇都眼東殯儀館C格

制，加上病例直線上升，

林哲基先生令尊

祖籍福建同安，慟於公元2020年11月24日(農曆庚子年十月初十日)
凌晨4時10分壽終正寢，享壽積閏90有5歲,吾等隨侍在側，親視含
殮,即日遵禮成服，淚涓於11月28日(星期六)下午2時舉殯，奉移至
檳城峇都眼東福建公塚火葬場火化，叨屬。

父親：楊瑞山
母親：陳素心
妻：黃秀好
孝男：楊德安
楊德福 楊德勝
孝媳：譚愛玉(Janet) 汪玉鳳 邱美萍(Rebecca)
孝女：楊水玉 水雲
水蓮
水金
水燕
女婿：
高佳春 林榮華 黃石明 許瞭明
(Kelvin)
偉明 舜凱
內孫男：楊靖良
內孫女：楊慧珊 茗雁
外孫男：楊仕豪 高志勇 高志慶 黃竑彥 林俊傑
外孫媳：
張蕙美
外孫女：林秋雯 林春甜 黃新雲 林美萍 林美晶 林美慧
誼孫女：陳鈺花
外曾孫男：高愷澤
(尚有甥孫輩親屬眾多，未能盡錄)同泣啟

國家安全理事會的嚴謹管

本祠名譽主席

楊亞龍老先生

姻友世鄉宗 誼哀此訃

疫情肆虐，宗教活動受到

（雙溪大年24日訊）慶隆
花園減速坡過高問題經媒體報
導後，大年市議會昨午派人重
修，現在車子經過該處已不會
刮花車底了。
吉州行政議員林桂億今日發
文告說，市議會主席賽凱魯親

告

我們最敬愛的至親

（太平24日訊）新冠肺炎

附啟：楊門遺靈涓定於 28/11 ( 周六 ) 下午 2 時舉殯，
敬請理事會員踴躍出席弔唁慰問及執紼出殯儀式，
以示哀悼。
治喪處：檳城峇都眼東聯合福建公塚殯儀館 C 格 ( 西天堂 )

泣謝
我們最敬愛的至親

楊公振榮(Eric Yeoh)先生

慟於公元2020年11月20日辭世，本月24
日舉殯，奉移至檳城峇都眼東聯合福建公
塚火葬場焚化。居喪期間，叨蒙本外坡諸
親朋戚友、社團代表蒞臨弔唁、或馳電慰問、或惠賜賻儀、花圈、
輓軸、刊登輓詞、致送鼓樂、佛教團體蒞臨結緣、襄理一切喪務。
出殯之日，復蒙本外坡工商巨子、社會賢達、政界顯要、親朋戚友
及各社團代表等躬臨執紼致祭，或惠借汽車用具、協助襄理喪務
等，雲天厚誼，存歿均感，祇以墨服在身，未克一一踵門叩謝，謹
登報端，藉申謝忱。伏維

妻：黃雅芬
孝男：楊子烜(Jason) 登福(Gordon)
孝媳：蔡裕婷
暨全體眷屬同泣啟 25/11/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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