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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木生集团活动事件
企业社会责任
丹斯里林福山
取诸社会,用诸社会

执行主席丹斯里林福山
献词
迈入2022年最后一个季度之际，预祝所
有印裔和基督教读者屠妖节快乐和圣诞
快乐。
随着世界各地過渡至地方性流行病階
段，我们得记得因疫情失去的性命，并
珍惜和感恩仍在我们身边的人。增强剂
疫苗接种仍持续进行，我们应该继续遵
循卫生部的指导方针。无论如何，病毒
将在可预见的未来与我们共存，我们应
该采取预防措施，这不仅是为了我们自
己，也是为了我们所爱的人。
我们此前的幸运抽奖活动取得巨大成
功，获得市场热烈反应。考虑到这
一点，我们重磅回归，宣布推介LBS
Fabulous Extra 2022-23抽奖活动，带来
更多诱人奖品，总值150 万令吉，包括
22 辆 Perodua Axia轿车。
成为林木生集团其一快乐买家，并享有
多个新的优惠，您可游览 virtualfair.lbs.
com.my查询详情。
最后，很荣幸能够为所有国人现实拥屋
的梦想。来到年尾，歇一歇，记住我们
所拥有的美好时刻。保持安全，让我们
共同迈向更美好的马来西亚。
丹斯里林福山
林木生集团执行主席

今日话题

世界上最多人观看的体育赛
事可说是足球赛，甚至可
能是世界上最多人参与的体
育。有什么比这更简单？22
名参与者，在同一个足球
场、一个球、两个球门。对
球迷来说，足球不仅是运
动，且是生命的一部分。他
们乐意半夜三更或“奇怪时
刻”起来，对着电视屏幕呼
喊，有者甚至因此在隔日生
病，或紧急请假。他们与球
队一起激动哭泣、欢腾庆
祝、不堪的是，有些人竟向
对手的支持者动粗。
世界杯季节在即，球迷早已
准备就绪；他们的冰箱里装

2022年
世界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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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食物，厨房也囤好货……
赌注也不缺。
国际足联世界杯（简称世界
杯）自1930年以来举办。仿
佛才是不久前的事，而这项
体育盛事已在整个时代捕获
了数百万人，乃至数十亿球
迷的心。更甚的是，这已造
成一些好友和家庭的分裂。
当一个家庭里出现了足球支
持者，这就不是什么稀奇的
事...... 他往往期望每个人支
持他所喜欢的球队。
由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Football
Association（FIFA）管理，
每4年举办的世界杯（1942
年和1946年因二战而停办）
，在一系列的选拔过程中，
将世上各国最好的球队带上
了最高和最终加冕的舞台。
在世界杯前三年内，就已踏
上了这个高度。

据FIFA，俄罗斯以前举行的世界杯吸引35.7亿观众，而法
国和克罗地亚的决赛则有11.2亿名观众。法国最后取得胜
利，成为2022年世界杯的卫冕冠军。今年，将有32支球
队在卡塔尔争夺世界杯冠军——

A组
卡塔尔

B组
厄瓜多尔

塞内加尔

英格兰

荷兰

美国

澳大利亚

伊朗

阿根廷

沙特阿拉伯

威尔士

墨西哥

波兰

E组

D组
法国

C组

西班牙

丹麦

德国

突尼斯

F组
哥斯达黎加

比利时

加拿大

日本

摩洛哥

克罗地亚

G组

H组

巴西

塞尔维亚

葡萄牙

加纳

瑞士

喀麦隆

乌拉圭

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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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东道主可直接进入32支球
队，但卫冕冠军必须通过选拔
阶段才能进入决赛。世界杯有
两个阶段——首先，同组球队
将进行循环赛，即四队一组，
每支球队必须进行对决，然后
每组的前两名进行小组赛，第
二阶段是淘汰赛，只有击败对
手才能进入决赛。
不容置疑，巴西被列入2022
年最有可能胜出的名单中。前
几名的队伍分别是法国、英格
兰、西班牙和德国。当然，不
能忽视的是阿根廷和意大利，
而英格兰也许会脱颖而出......但
说实话，这却似乎是一个不太
可能的赌注。这些都是世界足
球的传统强队，任何一支球队
胜出都不会让人感到惊讶。
但任何观看足球赛事的人都知
道，排名和投注赔率通常不会
在现场进行。当然，排名只是
基于当前的揣测，特别是在世
界杯的淘汰阶段。之前会有多
少人预期克罗地亚进入世界杯
决赛呢？并不多，但我会对此
作出思考。
你可以选择支持哪支球队，而
真正的铁杆粉丝则锁定特定球
队，从一开始接触足球就专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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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所选的队伍，或忠于最喜欢球员所属的联盟如英超
联赛、德国足球甲级联赛或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如
果你是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Christiano Ronaldo）
的粉丝，将热忱扎根于葡萄牙，它也可能是最后的世
界杯得主。无论支持哪个队伍，你都要好好享受赛
事，并且要有足够睡眠，喝足够的水，而不是依靠可
乐或咖啡提起精神。
无论置身何处，进入现场涂上沥青，观赏四年一度的
体育盛事，披上钟情球队的国旗颜色，凸显您的粉丝
地位，真正与世界杯接轨。这是属于你的时光，就当
个专业的评论员吧！为何不呢？我们都可尽情抒发心
声和意见，主要的是好好享受。
至于投注，最好别参与，因这赌博可能成瘾，进而对
您的生活造成影响。但朋友之间的小小打赌就无妨，
那只是一个趣味牵引。请记住，你赢来的只是四年一
度的吹牛奖杯而已。
个人观点来说，我相信丹麦球队将成为锦标赛中的黑
马，不妨多加留意，但这只是一个提点。这是一场足
球赛，不能纸上谈兵，须等待最后的一决胜负。我正
调闹钟，相约您齐看球赛。最后重申，请记住2022年
世界杯将于11月21日开战，并于12月18日决赛。

世界杯趣闻
01
02
03
04
05
06
07

根据记录，第一场
国际足球赛于1872
年进行，是苏格兰
与英格兰的比拼。
FIFA成立于1904
年。
1930年首届世界杯
东道国为乌拉圭，
也是当年的冠军，
决赛以4比2击败阿
根廷。
巴西队赢得最多
世界杯，高达5次
（1958 年、1962
年、1970 年、1994
年与2002年）。
德国和意大利各
夺得4 次世界杯冠
军；阿根廷、法国
和乌拉圭各夺冠2
次； 英格兰和西班
牙各夺冠1次。
巴西是唯一参加过
每届世界杯比赛的
国家。
迄今为止，已有17
个国家举办过世界
杯赛会。

08
09
10
11
12
13
14

世界杯于1982年扩至24
支球队，然后于1998 年
再扩至32支球队。
2026年将创新纪录至48
支球队。
试图获得世界杯参赛资
格的球队数量：
2002 年世界杯
- 200 个国家
2006 年世界杯
- 198 个国家
2010 年世界杯
- 204 个国家
2022 年世界杯
- 206 个国家
巴西在1970年第三次赢
得世界杯后，获准保有
世界杯赛事奖杯。
该奖杯于1983年在巴西
足协 (CBF) 被盗，此后
再也没有出现过，被认
为是因其黄金含量价值
而被熔化了。
Silvio Gazzaniga 设计的
新奖杯高36公分，由18
克拉纯金制成，重6.175
公斤。
如今，冠军队伍获准带
回镀金复制品，而真正
的奖杯只在世界杯赛会
上亮相，然后就被安全
锁好。

15
16
17
18
19
20

由韩国和日本主办的
2002年度FIFA世界杯，
为首次在亚洲举行的是
项赛会。
主办国由FIFA理事会投
选。无论如何，潜在的
东道主须满足FIFA的严
谨要求才获得资格。
墨西哥的安东尼奥·
卡巴哈尔 (Antonio
Carbajal) (1950–1966)
和拉斐尔·马尔克
斯 (Rafael Márquez)
(2002–2018), 以及德
国的洛塔尔·马特乌斯
(1982–1998), 皆是参加
过5届世界杯赛事的球
员。
德国的米罗斯拉夫·克洛
泽（Miroslav Klose）
(2002-2014) 以 16 个进
球，成为世界杯最佳射
手。
巴西队的马里奥·扎加洛
（Mário Zagallo）、西
德队的弗朗茨·贝肯鲍尔
（Franz Beckenbauer）
、以及法国队的迪
迪埃·德尚（Didier
Deschamps），是迄今
唯一以球员和主教练身
份赢得世界杯的人。
巴西以 229 个进
球，成为迄今进球
最多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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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
屠妖节
追溯屠妖节或排灯节（Diwali）的历史，
我们将看到两个主要版本，北印度和南印
度版本。由于马来西亚大多数印裔是淡米
尔人，所以它倾向于南方版本，将其描述
为庆祝天神克利斯纳（Lord Krishna）击
败霸道统治者Narakasura 的日子，并结束
他对人民造成的悲伤和灾难。
本质而言，它可以看作是善战胜恶，光明
战胜黑暗。屠妖节一词源自梵文，可翻译
为“一排排点亮的灯”，因此也被称为“灯
节”。这就是为什么在这段时间里，许多
商店和家庭都以油灯或彩色电灯多种灯光
形式，参加庆祝活动。
商店将在屠妖节前一周生意兴隆，这在吉
隆坡闻名的十五碑（Brickfields）小印度
（Little India）尤其如此。通常，最受欢
迎的物品是新衣、纱丽、宗教物品、手
镯、家居装饰品、珠宝、黄金和香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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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许多印度教徒来说，在节庆返
家探望父母，所以预计会和其他佳
马来西亚节庆怎么少得了美
食？
庆典始终有响亮的欢庆曲（涉

甜食是屠妖节的一种特别开

及很多鼓），雄辩的舞蹈表

胃食，尽管会让人发胖。您

演，当然还有响亮的烟花。产

会发现大多数印裔家庭有传

生的集体噪音是为了吓唬恶

统印度食品，例如姆鲁咕圈

灵，并让它们远离。

圈饼（Muruku）、阿楚姆鲁
咕（Achu Muruku）、印度

在家庭方面，印度教徒习惯于

风味圈圈饼（Athirasam）

清晨醒来时，洗一个由草药和

、Omapodi、Laddu 和许多其

椰子油混合而成的油浴，象征

他印度美食。

摆脱旧、坏和邪恶。据信，个
人和家庭将引进繁荣富贵。

屠妖节没有固定的日期，介
于10月和11月之间。虽然屠妖

这与本地巫裔和华裔典型的庆

节第一天为我国公共假期，

典类似，当地印度人借此机会

实际上佳节持续五天。其

打理、清理和改造他们的家

中，节庆第三天是庆祝活动

园，弃旧迎新。新衣物是常见

的顶峰，有财富女神拉克希

方式。同样的，趁佳节期间与

米（Lakshmi）的宗教仪式

亲朋戚友重新建立联系。

（Puja）。人们相信拉克希米
女神会进入家内，为人们带来
好运，这就是为什么您可以在
这一天听到响亮而多彩的烟
花。

节一样交通拥堵。通常，有印度教
寺庙的地区将成为焦点，所以预
计这些地方人山人海。 雪兰莪鹅
麦黑风洞一直是国内欢庆屠妖节的
中心。
奉献者通常会长途跋涉到各自的寺
庙，希望得到神灵的加持护佑。他
们不会空手而来，而是带上鲜花、
礼物、水果和椰奶作为供品。
作为灯节，它也是我国文化日历中
最有活力的节庆之一，印度教徒身
着色彩缤纷的服装，盛装打扮。因
此，如果您打算拜访您的印裔朋
友，这是您打扮得像宝莱坞明星的
最佳借口。请记住，鲜艳色彩总永
不退潮。
当您在朋友家中，您会注意到许
多符合节日的光源。这通常可以
看到挂在房屋外墙以及室内的迷
你灯上。屠妖节的另一个主食是
Rangoli或Kolam，这是一种使用
彩色米粉或米粒在地板上发现的图
案或设计。过去，这些图案是用蚂
蚁、鸟类和其他小动物可食用的
谷物制成的。这与印度教的信仰
是一致的，它敦促他们的追随者
对所有生物都友善和慷慨，无论
它们多么小。象征性地，Rangoli
或 Kolam 是为了欢迎财富女神 Ma
Laksh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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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健康
监察

2022年的世界精神健康日定在

10月10日
媒体报道
长时间盯着电子屏
幕，导致电子屏幕
综合症
与他人比较而产生
压力
家人和朋友意见分
歧
暴力性质的电脑游
戏很常见，正常化
死亡和破坏
性内容随时可得
因他人的社交媒体
帖子，而导致的比
较综合症
媒体过度和两极分
化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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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估计，世上有13％人口正在经

关系型

历精神健康问题，而且这个数字
还将攀升。

父母有意和无意形
成的压力

很难确定一个特定因素，但研究
显示一个原因列表，涵盖了所有

儿童更容易接触到

人面临的主要问题，排名不分先

极端、冲突和非传

后…

统的观点和价值观
离婚和家暴
在成长过程中，家
庭贫穷或无权威人
物
父母过度放纵儿
女，孩子无正确观
念和思维
年轻人在成长过程
中拒绝传统的成人

性别
性别现处于流动状
态，完全基于感
觉，而非事实或科
学
性不再是关于男性
和女性，而是术语
和描述

其他
睡眠不足
通货膨胀处于历史
新高，承受庞大经
济压力
缺乏工作机会
药物的使用和供应
刷新记录

责任
全球负面事件，如
不善社交，隐居的

疫情、天灾、恐怖

趋势

主义和暴力事件

首先要理解的是，精神疾

不幸的是，有些人不愿面

者求助，而是向有信誉和

病是个非常广泛的术语，

对挑战，不想尝试克服生

真诚援助的专业人士咨询

并不是所有被诊断出患有

活中的小障碍，而选择轻

意见。咨询期间，得诚实

精神疾病的人都有自杀倾

生。他们宁可”生病”，服

透露病情，并提供准确的

向。大多数人非常温和，

用不必要的药物，过着无

答案，才能获得正确的诊

只有小部分极端到自杀的

法实现的生活，永远无法

断。避免夸大”受害者”角

地步。

发挥自己的潜力。

色和症状。

不少知名人士因被诊断出

但是，如何判断我们在经

患精神病，而寻短结束自

历一个正常且短暂的阶

己的生命。我们应该认真

段，或严重疾病？诊断是

看待精神疾病，别掉以轻

关键。不过，请不要向

心，任何情绪低落的人都

纯粹为谋生而随意配药

若没正视对待，精神疾病

症状

的病情可能恶化而不受控

对于我们这些不受这些疾病折磨的

有可能浮现自杀的念头。

制。实际上，每个人都有

人来说，我们可以陪伴和协助正经

脆弱和沮丧的时候，而有

历艰难时期的亲朋戚友，并留意是

些人会振作起来克服问

否有以下症状:

题，越战越勇越强。

饮食习惯明显改
变，从多餐变厌食
经常担忧和恐慌

持续悲伤和沮丧

时常感困惑，无法
集中注意力

对现实抱持不同的
看法，到妄想和幻
觉的地步

自杀念头
情绪波动大
喜欢独处，避免社
交
不实际的自我形象
问题（暴瘦但仍觉
得自己肥胖）
失眠
总觉得累

身体病状，没有真
正的医疗来源
易受刺激
难以处理基本日常
事务
总是无缘无故地生
气
过度依赖药物或酒
精
容易感压力

LBS 《旅程》2022年10月 | 13

面临心理健康危机的人的一些常见诊断是
焦虑症

重度抑郁症

双相情感障碍

恐慌症

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强迫症（OCD）
饮食失调

研究显示，抑郁症率增加多达52％至69％。有轻生念头者提高47％。
许多人因缺乏纪律，也不寻求咨询，而面临心理健康危机。事实上，我们可以透过多个方式自我改善，
或协助他人。

1 学会放手

我们经常把消极和负面的
经历或感受往心里藏。我
们必须学会放手。 过去让
它过去，不要让它影响你
的现在或未来。

2 学会提升自我形象
他们大部分时间都自卑，
认为别人总看不起他们。
但事实是，这纯粹是“他们
的感觉“，未必是事实，
而其他人对他们有中立的
意见。他们的自我形象很
差，相信每个人都以同样
的方式看待他们。
所以，简单的解决方案是

3

笑

摆脱这个谎言，这个谎言
只存在于他们自己的脑海

观看你最喜欢的喜剧或节

中。他们能做的实际事情

目。 笑令人振奋灵魂，减

是，做一些真正显示自己

少焦虑。

价值的事情。寻找能让他
们自我感觉良好的活动，
最好是那些能实现某些目
标的活动。做一些你擅长
的事，会提高你的自我形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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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自我关怀

人是由身心灵组成，如果你有
宗教信仰，你可以包含第三个
元素，即精神。心灵受到身体
和精神的影响，所以通过照顾
身体和精神，将有助于你的心
理健康。
身体方面，我们可以吃好、喝
足够水、充足睡眠、以及做适
当的运动。睡眠的最佳温度在
15到18摄氏之间，所以调低温
度。
避免有害的习惯，如吸毒、抽
烟、饮酒。
精神而言，有些人在冥想中得
益，而不同的宗教习俗，有个
别的方式表达他们对神明的信
仰。这些可以帮助人远离自
己，朝向他信仰的对象。

5 远离社交媒体

6 支持和理解家人朋友

事实证明，社交媒体是影

人类不是孤独体。因此，一

响心理健康的原因之一。

群能够给予支持的人很重

社交媒体可能让你和他人

要。加强人际关系，对摆脱

作比较，期望得到更多，

精神健康状况有很大的帮助

而患上抑郁症。所以，
休息一下……长时间休
息……远离社交媒体。

8 帮助有需要的人

如果能够为有需要的人提供帮

7 寻找应对压力新方法
生活充满压力，因此要学会应
对。应对方式因人而异，没有
一个适合每个人的神奇解决方
案。冥想、散步、徒步、看电
影和瑜伽都可以解压。探索合
适自己的减压方法。

助，它也将有助于重新连接你
的大脑，从自认毫无价值，到
发现你对他人和社会所带来的
价值。

9 目标设定

这将协助你实现目标。目标要
够清晰，比较容易执行并达
标。一旦设定了目标，就不应
强迫人们不惜一切代价实现
它。目标可以更动，以适应
人。记住目标设定要现实，尽
量保持无压力。

养宠物
10 宠物（特别是狗和猫）可以
是知己，帮助平复心情。
不过，如果你心爱的宠物发
生了什么事......也会影响心情

12 感恩

事实上，我们比世上很多

11 休息充电

人拥有得更多，我们需要
记住这个简单的事实，并

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

学会感恩。每天列出值得

路，短暂的假期有助于充

我们感激的事情，这个过

电，暂时逃离生活上的枯

程可以很疗愈，你的思维

燥与烦恼。日常生活中也

将有所改变。学会在简单

可以来些“调剂品”，可以

的事情中茁壮成长，因为

是简单的事，如吃冰淇淋

无论一个人拥有多少财

奖励自己完成一项任务。

富。有多成功，都无法取
代健康和与家人朋友的良
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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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项目

云顶半山, 彭亨

静怡酒店之风采

静怡酒店是林木生集团多元化业务的其一例子。这次
进军酒店业，开启了另一美好新篇章。我在上一期
《旅程》分享了首次到访彭亨州云顶高原静怡酒店
（SCAPES Hotel）的体验。本次行程第二次到访静怡酒
店，是为了品尝厨师Ashar Daud烹饪的美食。这家酒店
状况依旧良好，就如我一年前第一次到访时一样。这证
明管理层和营运团队的专业经营。
厨师Ashar Daud是业内老手，他以其马来西亚美食的专
业知识，以及对国际菜肴的娴熟处理而闻名。我们在这
里品尝将在2022年最后一个季度所提供的特价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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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经过轻微调味，
然后炸成金黄色，
鱼鳍、骨、头都酥
脆，也带出鱼的鲜
甜味
10月份优惠
来到10月份优惠，从2022年10月3日至31日，中

说到菜园鸡餐，它的烹调方式和调味，与香煎金目卢

午12时至晚上10时30分期间，推荐马来西亚风味

鱼餐一样，油炸至金黄色泽，皮酥脆可口。经过精心

美食菜园鸡餐和香煎金目卢鱼（siakap)餐。

煎炸，菜园鸡保留多汁，垂涎三尺。

鱼经过轻微调味，然后炸成金黄色，鱼鳍、骨、

总的来说，肉类烹饪得完美，菜园鸡餐和香煎金目卢

头都酥脆，也带出鱼的鲜甜味。对于那些喜欢吃

鱼餐皆可以满足您对本地美食的诱惑。

整条鱼的人来说，这值得一试。
金目卢鱼配上带甜、咸和微辣的黑酱和米饭，口
感绝佳！喜欢辛辣食物的朋友，可品尝更辣的叁
巴，更刺激味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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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份优惠
来到11月份，从2022年11月1日至30日，中午12时
到晚上10时30分，可享有扁担饭（Nasi Kandar）
优惠餐。扁担饭也是国人喜爱的本地美食。
在过去的好日子里，商人们随身携带着他们的商
品，这对食品商人来说也是如此。到处售卖扁
担饭，意味着他们得实际使用他们可以携带的东
西。这道佳肴涵盖米饭、炸鸡、马鲛鱼、水煮
蛋、印度薄脆饼（papadum）、羊角豆及一整条
青辣椒。
没什么比这经典怀旧美食更好的了，这盘扁担饭
的味道就是如此。咖喱马鲛鱼让我想起我小时候
经常配印度煎饼（Roti Canai）一起吃的咖喱。配
上热腾腾的咖喱马鲛鱼，味道鲜美。这条鱼本身
多汁，吸收咖喱香味。即使只是一口米饭，加上
咖喱和青辣椒，已很满足。有机、天然和有益健
康。配上香脆炸鸡，更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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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什么比这经典怀旧
美食更好的了，这盘
扁担饭的味道就是如
此。

12月份优惠
12月份中午12时至晚上10时半期间，提供3个特
色佳肴，分别是Maggie大头虾面、平安夜外卖
（10人份烤鸡或羊腿）、以及跨年夜自助晚餐。
我只尝试了大头虾面，因为其分量太大。
我们有时会将喜欢的食材，添加到菜肴中。视
觉上，Q弹面条汤上摆放酥脆爽口蔬菜上和大头
虾。
平安夜外卖套餐由肉类、马铃薯、蔬菜和酱汁烹
调而成，可从2022年12月19日至2023年1月1日期
间品尝。

2022年12月31日跨年夜则可享用精选牛肉、鸡
肉、鱼、虾、马铃薯及蔬菜的自助晚餐。
最后，在10月至12月的几个月里，静怡酒店提供
下午茶三层小吃，包括小三明治、羊角包、水
果，马来糕点和蛋糕。
前往静怡酒店，不仅享受凉爽天气，也可以品尝
Ashar厨师所准备的美味佳肴。
除了特定时期的有会餐，你也不妨品尝菜单内的
食品。我将在下一期《旅程》与你分享菜单上的
食品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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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形态

如何购买

圣诞节

礼物

圣诞节快到了，正在烦恼如何为您所
爱的人或同事挑选礼物，不妨参阅以
下建议。
坦白说，您或许收到一些不太合适
自己的礼物，因为送礼者没有放太
多心思了解您。所以，礼物到手并
无惊喜。
您也不想收礼者有此感觉吧？因此，
还是花点心思，至少让收礼者有个不
错的体验。
对此，提供了一些提示，协助您选购
礼物。当然，挑选礼物给重要的人，
就得付出更多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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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比三家
从今天开始，您可以查看多个实体店和

了解收礼者
了解个人的爱好喝兴趣很重要。试想想，
送个阿森纳（Arsenal）马克杯给曼联

1

网络商店。许多商家都趁佳节，办促销
提高销售。实际上，锁定购物清单后，

3

即可在电脑前浏览……购物从未如此简
单。

（Manchester United）球迷，送错礼很
尴尬！因此，可以和收礼者聊天，或向他的朋
友和家人探探他的喜好、有意义的事、以及不
喜欢哪些物品。比方说，他喜欢钓鱼，因为他
总是和已故的父亲一起去钓鱼。那么任何与钓
鱼有关的东西都是好礼。
了解收礼者，就是挑选礼物的最佳方式。

别小气
随意买个便宜礼物，并非最佳方式。
当然，一些便宜的礼物可能很有意义，

4

但重点是，不要小气……
“礼物”不仅仅是您给某人的物品，也
代表了您的身份。这是建立关系很好的

及早准备

2

一点，收礼者会因为一份很棒的礼物，
对您留下印象。

制定Plan B
有时候计划赶不上变化。正如上述提

当然，你我都知道圣诞节是什么时候，所以没

及，您所寻求的商品可能缺货、延误或

有理由在最后一刻购买无意义的礼物。如果您

在运输途中丢失。制定一个后备计划，

已经知道对方的喜好，您现在就可以开始购物

如替代商品或商店。为避免缺货，最好

了。虽然提早购物可能会错过圣诞节促销的折

在确定有存货后，立即亲自前往实体店

扣，但最后一分钟购物，可能面对缺货。您也

购买。

5

不想和大多数人赶在最后一刻，到购物商场挤
得水泄不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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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创意礼品

量身定做

6

有很多方法可以个性化制定礼
品。雕刻或个性化文字是个不
错的方法，如个性化印制T 恤
衣物。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欣赏

第二、

的东西不同，一般上可分成三

这群人也有兴趣和爱好，但不

类人物选购礼物：

太主流或奇特。我听说过的最
奇怪的爱好是，收集……刀。

第一、

您需要花更多时间为这群人寻

宣传他们喜欢或支持的事物，

获合适的礼物。

比如足球队、F1 队、他们关注

好消息是，网络搜索可以为您

的体育赛事和运动员、喜欢的

指明正确的方向。在网络发达

户外活动、如徒步或露营等。

和社交媒体盛行的年代，可从

送礼给这群人来而言，艰难的

中探索他人喜好。请记住，兴

部分是，购买他们尚未得到的

趣或爱好越奇特或模糊，您的

物品，因为作为粉丝，他们或

礼物选项就越少。因此，若出

许已有一大堆珍藏品。因此，

现合适的物品，请考虑立即购

不妨在谈话中提出一些微妙的

买。

问题，甚至是去他们家看看，

不后悔

7

有时，在您购买礼物后，可能
会在稍后发现它在打折。
既然物品已买，唯有两个选
择：
1. 后悔太早购买
2. 另外再买一个，送给其他
人。
观点是，不要把时间浪费在“
后悔”上，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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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购买同样的物品。 或和他

第三、

们的家人或亲密朋友探口风。

这群体没有明确兴趣或爱好。

有一些商店出售亲笔签名的礼

对此，送礼选项很广，几乎每

物或纪念品。当然，价格不

一样都合适。若您希望他们能

菲，也得注意物品的真伪，避

享用您送的礼物，就以“实用

免仿制品或假货。

性”为考量。厨房用具、家
具、甚至家庭装饰品，包括抱

打个比方，英国摇滚乐队Led

枕、靠垫、绘画、钟表、家具

Zeppelin亲笔签名的 T 恤，

等。

在 Lazada 或 Shopee 上
售卖 30 令吉。这有可能不是
亲笔签名，而是印刷版本。正
品纪念品需要从信誉良好的商
店或卖家处购买，并且通常带
有真品证书。在网购盛行的年
代，购物要容易得多。 无论
如何，对于这群追随主流运动
或爱好的人来说，有许多礼物
选项。

最终建议：
如果您打算买衣服、鞋子、或其他服
饰，请确保您尺码正确。
检查退货政策或退款形式。
记得保留收据，以防物品有问题，需换
取其他代替品时，作为证据。
如果要寄送礼品，请尽早寄出，以免圣
诞节物品延误。

购物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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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项目

蒲种, 雪兰莪

作为该地区唯一的高层住宅，它遥遥领先。LBS
SkyLake Residence建在一个成熟的社区，所有的
商店和便利设施都近在咫尺。它也是该地区最现
代的公寓，以白色和蓝色为主的公寓，最近在雪
兰莪州蒲种竣工的项目，占地5.079英亩，位于
巴生谷成熟和最大的城市之一。
合计746 个单位，面积介于 545平方尺至1063平
方尺，LBS SkyLake Residence 是寻求清新感住处
的年轻人和年轻家庭的唯一选择。目标市场是年
介25至40岁和中高收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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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项目的一侧面向广阔的湖泊，其设
计和景观是为业主享受大自然而设计
的，同时周围环绕着健康生活和家庭联
系的现代化设施。因此，LBS SkyLake
Residence的理念是“自然与和谐”。该
开发项目的景观美化，加上湖畔景观，
以及郁郁葱葱的绿色植物，营造出禅
意。LBS SkyLake Residence点缀着许多
区域和角落，让住户可以享受属于自己
的宁静时刻，也能从生活压力中重新集
中注意力。

附近有许多教育机构
作为成熟区最新和最具吸引力的选择，
附近有许多教育机构和商场，如RIMA
国际学院、SMK Putra Perdana、SK
Taman Putra Perdana 2、蒲种IOI
Mall、Giant Hypermarket Bandar
Puteri、Lotus和蒲种Columbia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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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70 种便利设施
LBS SkyLake Residence拥有超过70 种便
利设施，大部分位于7 楼设施平台层，
供居民享受和愉悦。其中包括位于不同
楼层的小型花园、健身房、观景台、室
内游戏区——乒乓球、游泳池、按摩浴
缸、各种儿童专用游乐区、烧烤草坪和
屋顶花园。
7 楼的景观美化耀眼，因为它有许多用于
不同活动的设施和区域，甚至泳池的角
落有水上运动设备和按摩浴缸。泳池也
以供儿童探索的游戏结构为主。它具多
功能，例如流动瀑布和一个自动装满的
大水桶，然后将其自动倒出，营造另一
个游乐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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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便利

美景

交通便利，因为它有多个进出口，包括
ELITE、LDP及Lingkaran Putrajaya高速
公路。作为一个带有三层安全系统和闭
路电视的封闭式和守卫发展项目，许多
地方甚至有紧急按钮，以防居民遇到任
何紧急情况。

LBS SkyLake Residence 于 2022 年6月
竣工，许多居民正进行装修。屋顶花园
处可观赏湖泊的壮丽景色，您必须亲眼
观赏和体验。健身房配备了所有必要的
设备，并配有一条面向美丽湖泊的跑步
机。瑜伽室也能看到美景，配备必备的
健身球。旁边是武术室，您可以在那里
打沙袋，同时还能欣赏天际线的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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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项目

武吉加里尔, 吉隆坡

在吉隆坡武吉加里尔Residensi Bintang
里，可以看到夜空的闪亮星光，为原
本已令人印象深刻的社区，再留下每
一个美丽瞬间。武吉加里尔Residensi
Bintang坐落于富裕的社区，占地5.47
英亩。
由两栋豪华公寓组成的武吉加里尔
Residensi Bintang，涵盖47层的北座，
以及50层的南座，合计1342个单位，
面积由802平方尺至2259平方尺不
等。买家主要是年介25至40岁的首购
族，中高收入人士居多，包括希望为
现有房屋升级者。

Artists’ Im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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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吉加里尔Residensi Bintang 位于美丽而独特的天
然丘陵地带，顺应自然地势而建造，成为武吉加里
尔最高定位的住宅项目，视觉上令人印象深刻，展
现着武吉加里尔的高耸景观。

建造创意空间，此项目以多层花园概念
突出这片土地的自然美景，加上充满活
力的屋顶花园，以及数个设置在不同楼
层的宁静亭，为居民提供私人空间，如
同扩展了本身的住所。遵循地形的自然
流动感，建筑和布局促进居民彼此交
流，静静地提升了感官互动。
该项目为享受美好生活的鉴赏家而提供
多种独特布局，满足不同规模的家庭需
求。通过一系列令人印象深刻的休闲与
娱乐设施，让居者沉醉于整体生活，让
讲究品质的人们受宠于其间。为了更加
贴近自然生活，所有重点元素都设置在
居处，这是武吉加里尔其他高层住宅项
目未必具备的优势。在此的一些单位，
可眺望雄伟的蒂蒂旺莎山脉和幽美的高
尔夫球场，景观一览无遗。

现场备有90多种设施，适合不同爱好与不同心情
的人们，包括星光花园、树亭、室内和水上健身
房、观星台、剧院、户内游戏室、阅读处、游乐
场、泳池、吊床和瑜伽花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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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外观宏伟，其建筑也考量可持续使
用，融入了易于维护的材料作为立面设
计，提高其实用功能，如把铝翅片设计
成遮阳装置以反射阳光，以在热带气候
中营造凉爽的生活环境；穿孔板也用作
停车场平台层的立面设计，让停车场保
持通风并自然采光。此外，雨水收集系
统也提供了景观灌溉。
建筑前卫卓越，确保这个社区在未来数
十年内保持宏伟外观，并保持其使用功
能，以69万3000令吉起，即可成为你
的理想住处。
武吉加里尔区已完全开发并备受追
捧，可确保你在此安居乐业，无后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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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忧。短距离内唾手可得日常所需，
在10 公里范围内建有多个国际机构
和设施。举目可见的包括慈济国际学
校（50米）、武吉加里尔柏威年广
场（2公里）、黎明华文小学（3公
里）、武吉加里尔学校（4.6公里）
、Paradigm Garden City Mall广场
（6.5公里）、武吉加里尔高尔夫球
场（4公里）、Kinrara高球俱乐部（6
公里)、武吉加里尔休闲公园（3.5公
里）、IMU国际医药大学（5公里)、
武吉加里尔国家体育场（4.5公里）
、APU亚太科技大学（7公里)，以
及Alam Sutera和Awan Besar轻快铁
站。它距离新开发的热点，即武吉加
里尔柏威年广场也仅2公里。

作为一个著名和成熟的社区，武吉加里尔周遭
有各种便利设施，与八打灵再也、梳邦、白沙
罗、吉隆坡市中心和莎亚南等主要城市，都有
着便捷的衔接。交通方便是此项目在马来西亚
房地产市场的成功关键。

衔接各地的有5条主要高速公路，如武吉加里
尔大道、白沙罗蒲种大道（LDP）、隆布大道
(MEX)、莎亚南大道（KESAS）和隆芙大道。
武吉加里尔Residensi Bintang无疑已长久在马
来西亚人们心中扎根。

这个理想的门卫公寓将于2023年建成，备有三
重安全系统，包括闭路电视和周边警卫巡逻。
在此地理位置坐拥房产和建立家园，是一个难
能可贵的机会。

如果你正在寻找不会过时、着重自然环境，
并具有可持续功能的住宅，那么武吉加里尔
Residensi Bintang就是你的最佳选择。须知理
想的单位不会长时间空置，考虑周全的人都会
选择此建于黄金地段和成熟社区的优质公寓。
记住，机会在你手上，掌握好机会就出手，如
同武吉加里尔Residensi Bintang这样的优质物
业已买少见少了。

Artists’ Im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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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事件

林木生集团
活动事件
2022年6月16日
林木生集团第22股东大会
林木生集团再次以线上方式举行第22届常年股东大会，
合计11项议案决议均获得股东通过。其中，股东通过为截
至12月杪2021财政年，派发每股1仙单层终期股息。若将
2022年4月15日所宣布的每股0.85仙中期股息，该集团在
2021财年共派发每股1.85仙股息。

2022年7月4日
FABULOUS EXTRA 22-23 幸运抽奖活动
林木生集团在此前推展的LBS Fabulous 20-21幸运抽奖活
动大获成功后重磅回归，通过推介LBS FABULOUS EXTRA
22-23幸运抽奖活动，奖品再加码，合计约150万令吉
诱人奖品待房屋买家赢取！其中，包括22辆Perodua
Axia、41架SM Sports 110R摩托车、33架Sony 5.1家用影
院条形音箱、51部Decathlon Rockrider ST30山地自行
车、Panasonic 40寸电视机、以及多部家用电器。活动将
分两个阶段进行。首先，将在林木生集团社交媒体平台全
方位进行。接下来的第二阶段活动，将配合国庆日和马来
西亚日以嘉年华式活动进行。

2022年7月12日
马来西亚房屋及产业峰会
林木生集团执行主席丹斯里林福受邀出席由KSI亚太战略
研究所举办的马来西亚房屋及产业峰会，分享领域的后疫
情挑战和主要课题，点出房产业目前面临的挑战，例如劳
工短缺、房屋发展的合规成本提高、原材料涨价、以及隔
夜政策利率与房屋贷款利息。这些挑战直接影响到房产价
格，进而导致屋价急剧上涨，在后疫情时期给购屋者和房
地产发展商带来负担 。

2022年7月22日
员工沟通大会
林木生集团以实体和线上方式，在7月22日同步进行年度
第二场员工沟通大会，主题为《让我们一起携手前行》，
分享集团迄今为止的表现，并加强员工士气和参与感，同
时促进彼此联系。员工沟通大会成功举办，成为管理层和
员工分享集团动态的交流平台。来自林木生集团与创建集
团合计800名员工参与。

2022年7月22日  
彭亨购地
林木生集团今日通过子公司Casa Inspirasi私人有限公
司，与Pahang State Secretary Corporation签署协议，发
展位于彭亨文冬云顶柏迈，合计超过300英亩土地。林木
生集团计划将该地段发展成为一个繁荣的综合发展项目，
涵盖服务式公寓、双层排屋、城市排屋与独立式房屋等
等，附近有学校和医院等便利设施，总发展总值（GDV）
预计超过90亿令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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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8月3日
Watsons幸运会员可赢公寓
配合大马Watsons欢庆会员卡成立12周年，大马
Watsons与林木生集团配合推出“消费并赢取一套豪
华公寓” 活动，让会员有机会赢取全新的LBS SkyLake
Residence公寓。

2022年8月24日
星报房地产颁奖礼荣获7奖
林木生集团在2022年度星报房地产颁奖礼夺下多项奖
项，数码战略奖（卓越奖），金马仑中环（Cameron
Centrum）- 商业发展（荣誉奖），金马仑金山新镇
（Cameron Golden Hills）Vines 3–最佳高原房产项目（
优异奖），KITA Mesra单层房产–新生家庭（有地房产）
（优异奖），Prestige Residence–家庭友善（高楼房
产）（优异奖），KITA Mekar双层房产–家庭友善（有地
房产）（优异奖），全明星奖-优胜发展商。

2022年8月26日
LBS Fabulous Extraaaa推介礼
林木生集团在此前推展的LBS Fabulous 20-21幸运抽
奖活动大获成功后重磅回归，通过推介LBS FABULOUS
EXTRA 22-23幸运抽奖活动，奖品再加码，合计约
150万令吉诱人奖品待房屋买家赢取！其中，包括22
辆Perodua Axia、41架SM Sports 110R摩托车、33架
Sony 5.1家用影院条形音箱、51部Decathlon Rockrider
ST30山地自行车、Panasonic 40寸电视机、以及多部

2022年8月29日

家用电器。活动将分两个阶段进行。首先，将在林木

BCI亚洲奖第六度喜获十大发展商奖

生集团社交媒体平台全方位进行。接下来的第二阶段

林木生集团（LBS）在BCI亚洲奖（BCIAA）中再获殊荣，

活动，将配合国庆日和马来西亚日以嘉年华式活动进

赢得2022年十大发展商奖。该奖项旨在表彰东南亚最具

行。

商业意义的发展商，这是该集团第六度获得此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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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事件

LBS Foundation believes in inclusivity and sustainable
wellbeing. As part and parcel of this equation for
betterment, we are looking at society as a whole. This
includes giving support to those in deserving segments, as
well as non-profit programmes that elevate the quality of life
for all.
LBS Foundation is driven by love, compassion, gratefulness
and community; these the values underline its core belief –
Growing With Compassion.

2022年6月23日

2022年6月23日

向警局捐赠家私

捐赠贫困家庭家具

林木生集团基金会为太子城（Bandar

林木生集团基金会向4户贫困家庭捐赠床

Saujana Putra）警察局新装修的办公室

和床垫，包括患有癌症第4期，并亲自抚

赞助家具。

养6名孩子的单亲妈妈。受惠家庭也涵盖
育有5个在校儿女，靠兼职煮炒和零工维
持生计的妈妈，以及一对因中风卧床不起
的老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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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

Improving the health
and welfare of the
needy group

Education

Creating a better nation
through providing
financial assistance
and better learning
environment to students
and schools

Environment

Protecting and preserving
environment through
education and partnering
programmes

Community

Building strong and
harmony society by
improving general
well-being of the
underprivileged group
and promoting heritage,
sports, arts and cultural

2022年8月1日

2022年8月17日

2022年8月17日

资助教育基金

资助独立大学

资助武装部队基金委员会

拿督斯里林福成代表林木生集团基金会， 配合独立大学53周年纪念日，林木生集团 林木生集团基金会向武装部队基金委员
向往生者家属资助1万令吉教育基金。该

基金会捐款2万令吉。支票由文禈先生递

会捐款10万令吉。拿督林立杰代表基金会

名不幸男因肾病而离世，其妻子和女友双 交给独立大学秘书长陈振炎。

将模拟支票移交给国防部长拿督斯里希

双自杀身亡，留下前妻所生的儿子。

山慕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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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事件

丹斯里林福山
取诸社会 用诸社会
丹斯里林福山不遗余力，热衷于回馈族群。他目前担任多个全国乡
团总会长和30多个社团商会的理事要员。

2022年6月11日
林连玉纪念馆
马来西亚林氏宗亲总会署理总会长丹斯里林福山率领青年
团，莅临林连玉基金访问和交流，进一步宏扬林连玉捍卫母
语教育及争取平等。

2022年6月26日
雪隆林氏宗祠会员大会
雪隆林氏宗祠永久名誉主席丹斯里林福山出席2022年度会
员大会暨选举第51届（2022-2025）董事会，在大会上致词。

2022年7月8日
福联会APP推介礼
福联会总会长丹斯里林福山与理事成员主持福联会APP推介
礼仪式。

2022年7月22日
财长对话会
福联会总会长丹斯里林福山在安邦九皇爷南天宫，出席2022
壬寅年关帝圣君宝诞联欢晚宴暨安邦福建会馆第18届理事就
职典礼晚宴，见证安邦福建会馆移交8888令吉款项支票予拉
曼大学医学院基金。

2022年7月26日
财长对话会
福联会总会长丹斯里林福山在华社领袖与财长经济对话，与
财长东姑扎夫鲁谈论疫情后的国内经济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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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8月1日
麻坡漳泉公会
福联会总会长丹斯里林福山出席麻坡漳泉公会庆祝87周年、
青年团24周年、妇女组26周年暨第42届新届理事就职典礼联
欢晚宴。

2022年8月7日
旗袍大赛
福联会总会长丹斯里林福山出席大马福建旗袍优雅太太选美
慈善大赛”，推广健康文娱活动，发扬华族旗袍的风格文化，
展现女性优雅仪态与自信。

2022年8月13日
公教中学运动会
八打灵再也公教中学董事长丹斯里林福山为该校运动会主持
开幕仪式。

2022年8月15日
巴生福建会馆
福联会总会长丹斯里林福山出席巴生福建公会成立118周年、
青年团41周年暨妇女组24周年联欢晚宴，在台上与理事成员
切蛋糕庆祝。

2022年8月27日
楷模奖
福联会迎接65周年庆举办“福建楷模奖”颁奖典礼，邀请最高
元首阿都拉陛下为贵宾暨主持颁奖典礼，共有10位在各个领
域有杰出2成就的福建同乡获得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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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升 个 人
强 化 社 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