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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智慧·漫画【周一到周日】

本报编辑梁铭恩以逗趣漫画，呈
现星云大师《点智慧》，让读者透过
或许也曾在日常生活中遇见过的虚构
人物，了解人生真谛，如何待人处
事，培养出向善向上的价值观。

漫画逗趣  心灵一点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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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邓尔昌先生遗作欣赏展

好 色 之 图 —

26 / 2 - 18 / 3 / 2016
12:00pm - 18:00pm (星期一至六)

No. 1 Coleman Street, #B1-31 The Adelphi
联络电话 9846 2098 | 9742 3621 www.goshenartgallery.com

大唐艺苑 联办 歌尚画廊

1951年出生1968年毕业于南洋美专，曾被报章誉为本地最有天赋
的第三代画家之一，在东南亚享有颇高声誉。他创作的油画、
水彩、擅长静物和裸体画，他是新加坡一位杰出的艺术家。2013
年6月1日因病逝世，他的过世，对于本地艺术界，是个无法弥补
的损失。我们将陆续展示他的遗作以表怀念，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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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港52街致命车祸，53岁妇女晨运时过马路，不
幸遭货车撞倒丧命，女儿到场后，崩溃哭断肠，还怒
骂：“司机是谁！”
　　这起车祸发生在今早4时55分左右，地点是后港
52街与后港51街的交界处。死者是53岁华族妇女邓素
娥（译音）。
　　据了解，死者当时在事发地点附近晨运，准备过
马路，突然被一辆右转的货车撞飞，当场丧命。
　　记者立即赶往现场，居民林先生（59岁，司机）
透露，他上班途中发现车祸，警方事后封锁现场调
查。
　　据观察，货车车头稍微撞损，死者则倒卧路面，
留下了一大摊血迹。另外，货车撞倒死者后，在5米
外的距离外停下，路面上留下明显的轮胎印，
相信车速非常快。

货车司机被捕　　

　　死者家属不久后闻讯赶到现场，个个哭红
双眼，神情十分哀伤，不愿多谈。
　　死者女儿在现场无法站稳脚步，亲友全
程陪伴，并一直搀扶着她。女儿情绪激动，
甚至大声哀嚎说：“我答应要带妈妈去台湾
的。”，场面令人鼻酸。不久后，死者女儿更
愤怒大喊：“我要看司机是谁。”
　　据了解，肇祸的是一名54岁印度货车司
机，事后留在现场助查，竟坐着看报纸。
　　警方受询时证实，警方以涉嫌危险驾驶引
致他人死亡的罪名逮捕货车司机，案件在调查
中。

　　死者丈夫现场哀嚎说：“我叫她不要跑步
了……”
　　丈夫告诉记者，今早7时30分左右，他发
现妻子晨运后还没回家，就觉得不对劲，所以
在附近兜了几圈，尝试要找妻子，岂料两人已
天人永隔。
　　丈夫难掩悲痛，一直喊说：“她跑步干
嘛？我叫她别跑了……”，岂料话还没有说
完，马上崩溃痛哭。

住家附近出事
　　死者为人亲切，时常与
邻居打招呼。
　　邻居黄亚峇（77岁）告
诉记者，死者居住在案发地
点附近，相信在晨运时遇上
车祸。
　　邻居陈先生（21岁）则
表示，死者为人亲切，时常
与他打招呼，昨晚还看到死
者在组屋楼下和友人聊天。

丈夫痛哭：
叫她不要跑步了…

　　律师代客工处理蓄意伤人
案，他原要求法官判客工坐牢三
周，但法官判客工坐牢三周后，
律师又以刑罚过重而上诉，总检
察署以律师上诉行为滥用法庭程
序为由，要向律师索取堂费。
　　律师古玛（SK Kumar）以

法官依求刑期下判　律师又以刑罚过重上诉

总检察署指律师　滥用法庭程序
刑罚过重为由向高庭提出上诉
的举动，让总检察署大为不解，
认为律师上诉行为滥用法庭程
序，因此引用刑事程序法典中第
357(1)(b)节条文，要求向律师索
取堂费。
　　案件今早在高庭过堂时，
四名被告突然撤销上诉，而律
师也在昨天主动将1000元交给
总检察署作为堂费。

　　总检察署代表今早在庭上表示，当局
原本要求法官令律师支付堂费，但既然律师
已将1000元交给总检察署作为堂费，总检
察署也接受了这笔钱，因此不会要求法官令
律师支付总检察署的堂费，并会将1000元
转交律师公会无偿服务办事处。

肇祸的货车司机留在现场
助查，事后被警方逮捕。

▲邓素娥相信
在晨运时过马
路，遭货车撞
倒丧命。

 死 者 女
儿 到 场 后
崩 溃 哭 断
肠。

　　男子16小时未眠，清晨开罗厘送菜
昏昏欲睡闯红灯，结果撞倒一对母子和
一名12岁女童。
　　被告汤雄发（35岁，罗厘司机）面
对五项控状，其中包括鲁莽行为导致他
人重伤和偷窃罪行等。他今早认罪后，
被判入狱15周，吊销执照12个月，罚款
2000元。
　　这起车祸去年4月14日早上约6时50
分发生，地点是三巴旺道的一个行人过

道，此路段靠近一所小学。
　　根据案情，被告驾驶的罗厘来到上
述路段时，交通灯转红，一旁的电单车
停了下来，可是被告却没有这么做。
　　被告在接受调查时承认，他当时感
到昏昏欲睡，虽然已经看到交通灯转
红，可是一时反应不过来，所以闯了红
灯。
　　他之后感觉到一股撞击力，再睁开
眼时，才惊觉自己撞到了一名35岁妇女
和她10岁的儿子，另一名受波及的是12
岁女童。两名小孩都是在籍学生。
　　事发前一天，他下午3时约女朋友外
出，下午4时30分回到家中。之后，他
在家中做家务，到了晚上10时去上班。
他之后彻夜开车，然后在隔天早上出车
祸，如此一算约16个小时未眠。

　　三名伤者事后被送往医院救治，12
岁女童被撞断一颗门牙。
　　受伤的妇女被送往邱德拔医院，她手
臂和手掌骨折，此外脸部和左脚多出擦
伤，需要动手术。她留院观察五天。

　　10岁男童身上数处内伤，还蒙受骨
折、擦伤和淤青。他在医院的加护病房接
受观察，一直到两天后才转往普通病房。
　　12岁女童的伤势则较轻，身上有擦
伤，不过却被撞断一颗门牙。

图说

母子骨折　女童门牙断　

罗厘司机
撞伤母子女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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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小时
未眠

参与学前学校　将扩展至9所
　‘关怀之圈儿童服务’计划

　　“关怀之圈儿童服务”计划
在三年内取得成果，参与的学前
学校将从两所扩展到九所，并纳
入两所小学。
　 　 在 2 0 1 3 年 推 出 的 “ 关 怀
之圈儿童服务”（Circle-of-
Care），主要是照顾和帮助低收
入、贫困家庭或背景较复杂家庭
的幼童。这些孩童面对常缺席、
迟到、早退、学习进展缓慢、自
信心低落等一连串问题。
　　在今早的记者会上，连氏基
金总裁李宝华、关怀之圈顾问邱
金珠、关怀机构（Care Corner)

总裁叶保庆、
关怀机构助理
高级社工胡洪
珊 、 湖 滨 小
学校长陈珊珊
及人民行动党
社区基金PCF 
Sparketots学
前 中 心 @ 达 曼
裕廊校长施碧玉，讲述了关怀之
圈过去三年的进展。关怀之圈兼
顾教育与照顾学童心理的模式，
由幼儿班教员、社工及辅导员联
手设立。从2013年起，受关怀

之圈扶助的学童取得良好的成
果，他们在幼儿园的各方面表现
都有明显的改进，因此计划除了
扩大到更多学前学校，也让小学
一年级加入。在未来的三年里，
将有超过1700名学童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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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氏基金总裁李宝华（左三）与（左起）：胡洪
珊、叶保庆、邱金珠、陈珊珊及施碧玉在记者会上谈
论关怀之圈三年来的进展。

 　六旬洗碗工人　

自制‘苏打水’泼同事

判监30个月

　　62岁洗碗工介绍工作给阿叔进而
成同事，但对方态度懒散反害自己被
老板责怪，气得他自制“苏打水”泼
阿叔，导致对方全身23％灼伤，眼睛
部分失明！
　　这起事件发生在去年4月5日8时
29分许，地点在位于哥罗福巷第464
座的一间咖啡店。
　　根据案情，被告林耀恒在2014年
5月开始在咖啡店当洗碗工，当时伤
者陈家起（65岁）是咖啡店的一名常
客，两人因此相识。
　　同年6月，伤者告诉被告自己正在
找工作，而咖啡店刚好缺人手，被告
因此成功介绍了一份工作给伤者，让
他帮忙负责收完盘。
　　案情揭露，伤者工作态度欠佳，
导致被告遭老板责怪，被告因此心存
不满。
　　案发当日，伤者和朋友吃饭，被
告不满对方休息而自己却要工作，于
是决定给他一个教训。
　　伤者身材魁梧，被告自知无法打
赢他，便跑去洗碗处把苏打粉和水混
合在一起，慢慢靠近伤者，把自制的
“苏打水”倒在对方背部酿成惨祸。

　　控方列出了多项加重刑罚的因素。
　　其中包括，被告知道苏打粉和水混合后有
腐蚀效果，受害者的伤势严重，被告在公共场
所干案及现场有许多目击者。
　　此外，被告在没有被激怒的情况下攻击对
方，显示他是预谋干案。
　　代表律师求情时表示，被告是因为工作压
力太大，才会犯下此罪行，希望法官轻判。

林礼颖 ·报道　chloelin@sph.com.sg

　　伤者事后被送往中央医院医接受治疗，全
身23％被灼伤，受伤部位包括脸部、头皮、颈
部、背部等，需住院超过一个多月。
　　在住院期间，伤者多次动手术，还患上严
重败血症（sepsis），虽情况已稳定并出院，但
如今必须坐轮椅，眼睛也部分失明，还需常常
做复健和治疗。
　　被告今早面对蓄意伤人罪，把具腐蚀性的
“苏打水”倒在受害人背后，导致对方受伤，
被判监禁30个月。

加重刑罚因素之一
没被激怒下干案

全身23％灼伤
眼睛部分失明

Source: Shin Min Daily News © 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Limited. Permission required for reproduction.

Gabriel
Rectangle

Gabriel
Rectang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