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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创更美好家园

2部长吁国人扮演更积极角色

陈振声： 自发组织实行新计划

林道生报道 limtsg@sph.com.sg
我国将在明天庆祝51岁生日，两位部长呼吁国人扮
演更积极的角色，共创更美好的家园。
总理公署部长陈振声和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傅海
燕，今早总结了一系列“新加坡未来”（SGfuture）交
流会的成果。
一系列“新加坡未来”交流会的落幕，象征了全民
参与运动的开始，并将启动一种新形式政民关系的演
化。
从去年11月起举办的一系列“新加坡未来”
（SGfuture）交流会，共吸引了约8300名新加坡人参
加，超过120场小组讨论催生了许多新点子，当中有好
些也已实际推行。
共同领导交流会的总理公署部长陈振声和文化、社
区及青年部长傅海燕今早在总结相关报告时，阐述了这
总理公署部长陈振声和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傅海燕，今早总结了一
项为时9个月的活动的具体成果。
系列“新加坡未来”（SGfuture）交流会的成果。（《联合早报》）

涉2006年‘牛奶猪’枪杀案

助独眼龙逃离
男子今早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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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2006年“独眼龙枪杀牛
奶猪”案件，男子协助“独眼
龙”陈楚仁逃离新加坡，成为
通缉犯，惊爆原来前后只拿了
500令吉“酬劳”。他潜逃10年
后被捕，今早认罪。
被告是43岁的何岳强（马
来西亚籍），他面对一项窝藏
罪行，以及一项知情不报罪。
他今早认下罪行，案展后
天下判。
案情显示，被告在枪击案
发生的一年多前认识“独眼
龙”陈楚仁。他时常会从马国
开车载陈楚仁到新加坡，以换
取50元至100元酬劳。
就在2005年底，陈楚仁通
过管道，取得一把手枪，并在
2006年1月，将这个“秘密”
告诉被告。陈楚仁当时对被告
说，他因为很有钱，因此需要
有枪来防身。不仅如此，陈楚
仁也向被告透露，他打算杀掉
“牛奶猪”林福顺。
2006年情人节，陈楚仁叫
被告载他到新加坡，并说他会
与林福顺见面。
两人在下午抵达新加坡，
并在当晚于后港10道一间组屋
单位过夜。
隔天，陈楚仁到实龙岗4道
第223座组屋，连开6枪击毙林
福顺。
陈楚仁之后找被告，要被
告载他回马国。
被告后来告诉陈楚仁他没
钱，对方便给了被告500元马币
（约166新元）。

被告何岳强今早认罪。（档案照）

两人成通缉犯后
改变主意分道扬镳
被告开车载“独眼龙”
到槟城跑路，结果发现两人
成通缉犯后，改变主意分道
扬镳。
被告在开车到兀兰关卡
途中，听到陈楚仁在电话
中提到自己已“干掉牛奶
猪”。
被告向陈楚仁确认此
事。陈楚仁表示自己真杀了
林福顺，并将手枪丢进河
里。

陈楚仁告诉被告，既然
被告已知道内情，最好是
跟着他一起跑路。被告答应
后，打包行李，开着宝马载
陈楚仁逃到槟城。
但两人抵达槟城后，才
看到新闻报道，知道两人变
成通缉犯。
陈楚仁这时改变主意，
叫被告载他到柔佛麻坡
（Muar）后，两人就分道
扬镳。

与过去一些政府报告不同，陈振声在今早指出，
刚出炉的“新加坡未来”报告重点不在勾勒出“政府
接下来要做什么”，而是点出了国人参与对话后自发
组织和实行的许多新计划。
陈振声说，没有人会仅仅只是领取或者接受东西
而对国家有种归属感，如果人人参与共创我国的未
来，那么人人都将有归属感。
他指出，要达到这样的成果，各政府单位在与民
沟通的程序与结构上都得有所演变，必须有“DNA
上的转化”。

傅海燕：
更深入了解国家课题
傅海燕则说，国人更加积极的
参与，将可以更加深入了解国家课
题。
总结来说，参与交流会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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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多达1300人成为非盈利组织
的活跃义工。他们一同构思了480
项计划或点子，其中有60项成功实
施。

海中游泳取乐
民防人员派
出搜救艇将
父子安全带
回 岸 上 。
（档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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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岸公园一带，洋人父子海中游泳，14岁
儿子忽然游向200米海面后不知所踪，父亲出海
寻找，两人却游不回来，在海上漂浮至少15分
钟，最终由警察海岸卫队人员出海解救。
这起惊险的事件发生在昨天傍晚5时许，地
点是东海岸公园休闲娱乐区Marine Cove附近。
在海上一度不知所踪的是一对分别50岁及14
岁的父子，两人是来自英国的本地永久居民。
据了解，两名父子当时在靠近岸边的海中游
泳，玩闹间14岁的儿子忽然向海面更远处游去，
同时由于海浪汹涌也将儿子越推越远，父亲久久
等不到儿子回来，在心急下亲自游出海寻找。
但是，两人却不知何故无法游回来，在海
上漂浮至少15分钟，后由警察海岸卫队人员
（Police Coast Guard）解救，再由民防人员将
父子送回岸上。
据《海峡时报网》报道，从傍晚6时警方开
始拉起封锁线，到晚上7时10分左右，海岸边仍
聚集大批民众，关心事件的进展。
在约晚上7时25分，五名民防人员乘着一个
红色搜救艇出海，在离岸边约200米外与海上两
名警察海岸卫队人员会合，将父子接回岸上。

民防人员在晚上7时40分左右将父子两人安
全送回岸上，他们也随后给予毛巾裹身，并带上
救护车。

2人情况稳定

拒绝入院

民防人员受询时表示，两名男子被救起时神
智清醒，情况稳定并拒绝入院。
警方受询时说，他们接获通报表示有两名男
子在海上遇到困难，他们立即为警察海岸卫队人
员提供支援，将两名男子救上岸。

疑因停车起纠纷罗厘司机被打
庄惠晴 报道
疑因停车起纠纷，罗厘司
机工地被打，全程被拍下。
这起事故发生在上周五
（5日）傍晚6时左右，地点在
东陵路一带，查理士太子弯附
近工地。
被袭击的罗厘司机哈山向
STOMP表示，当时他把车子停
在工地前出口处。
据视频，一名身穿蓝色上
衣，相信是保安的男子向哈山
大喊。

哈山过后下车，结果被赏
了一记耳光，过后又被推到一
旁，遭人一拳击中后脑，有
人甚至手持电单车头盔装势要
打，所幸有人劝架。
根据视频，有人不断破口
大骂，哈山赶快回到罗厘上后
关门。
哈山解释，基于罗厘较大
型又不想阻碍交通，所以停泊
在该处，被打了10下左右。
他补充，公司已经就此事件报
警。

新设日间看护中心 将借鉴日本自立模式
罗厘司机声称疑因乱停车被
打。（STOMP照片）

人协办‘新加坡万民同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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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失踪 父寻找
父子漂浮15分钟获救

潜逃10年被捕
被告曾打电话给陈楚仁，表示有意自首，但陈楚仁却称
自己在做安排，叫被告先别自首。
被告在与陈楚仁各分东西的几天后，打电话给对方，表
示有意自首。不过陈楚仁称自己在做安排，叫被告不要轻举
妄动，被告因此打消念头。
不料，被告几天后得知，陈楚仁已被逮捕。他潜逃多
年，因企图从马国逃到峇淡岛而被当局逮捕，并在去年7月
13日被押回新加坡受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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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美玲摄影
73岁阿嬤将率领三代
同堂家庭成员，参加人协
在明早举行的“新加坡万
民同心走”步行活动。
家庭主妇黄秋花老
当益壮，勤练气功长达8
年，她在新加坡气功十八
式协会气功老师的鼓励
下，参加这次步行活动，
获得全家人的支持。
来自新加坡气功十八
式协会的51个三代同堂家 73岁家庭主妇黄秋花（前排右二）将率
庭，人数共350人，连同 领三代同堂家庭成员，参加“新加坡万
500位居民，将参加由宏茂 民同心走”步行活动。
桥－后港基层组织在榜鹅南
参加这次活动感到兴奋。
公园举办的“新加坡万民同心
人民协会今年国庆庆祝活
走”步行活动。
动，要传达的信息是“多元种
参加这次步行活动的三代同
族，万众一心” 。
堂家庭中，黄秋花的三代同堂家
人协将在国庆日早上在全岛
庭人数最多，共13人。
70个地点，同时举办“新加坡万
她说，她的家庭成员总共15
民同心走”步行活动。
人，其中内外孙共7人。“我们
这是人协举办的步行活动
一家人的凝聚力强，不时全家人
中，历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一起用餐，家庭和乐。”
主办单位鼓励居民穿着红白
黄秋花的孙女刘苾萱（22
色衣服，挥舞小国旗，表达万众
岁）在国大修读社工课程，对于
一心的精神。

本地三家慈善机构将携手
设立全新的日间看护中心，采
用新颖的看护模式，让年长者
自立自主，预计在2018年落
成。
由连氏基金会、Khoo
Chwee Neo基金会和救世军安
乐疗养院联手设立的新日间看
护中心，可容纳超过100名年长
者。中心将借鉴日本的看护模
式，让年长者自行选择与安排
日程，也鼓励他们自立，减少
对看护人员的依赖。
救世军安乐之家疗养院执
行董事刘美兰指出，本地日间
看护中心的活动日程一般由中
心设定，看护人员会协助年长
者行走和送上餐饮。中心一般
也采用无障碍设计，以降低年
长者跌倒的风险。

连氏基金会上月底前往位
于日本东京的梦之湖（译音）
日间看护中心实地考察。
这里的年长者可从中心的
150项活动中自行挑选并安排日
程，中心共2层楼高，处处布有
阶梯和障碍物，目的是让年长
者习惯在一般街道上行走的感
觉，从而培养自信。
中心看护人员齐须政志解
释：“中心希望维持年长者剩
余的能力，若年长者还能行
走，看护人员不会搀扶，我们
只会在必要时相助。”
中心也设有特别的奖励系
统，年长者可通过运动、复
健或做些简单工作赚取模拟
钱币，用它来参加各类休闲活
动，如看电影、上烹饪课和使
用按摩器材等。

首个民众设施综合站 11月淡滨尼启用
来临11月，淡滨尼居民将
能在同一个地点处理公务、享
用美食和参加文化体育活动。
淡滨尼民众设施综合站
（Our Tampines Hub）第一阶
段工程已大致完成。即将率先
投入服务的包括一站式公共服
务中心、托儿所、诊疗所、小
贩中心和体育场等社区设施。
综合站面积相当于七个足
球场，第二和第三阶段工程将
在明年3月及6月完工。
环境及水源部长、同时也
是淡滨尼集选区议员的马善
高，联同区内三名议员马炎
庆、朱倍庆和钟丽慧，昨天与
近3000名居民，首次在综合
站参与国庆和百盛艺术节等活
动。

马善高指出，综合站把各
类社区设施集中在同个屋檐
下，将有助加强区内的社区凝
聚力。
“我们提供的不光是便利
的设施，也希望借此推出专
属淡滨尼区的行善运动，让大
家发挥守望相助、睦邻友好的
社区精神，打造一种行善文
化。”
马善高以归还碗碟计划为
例指出，“我们一直都没有主
动归还碗碟的文化，但我们能
尝试推行它，鼓励大家一起来
保持环境清洁。淡滨尼可作为
一个试验场地去推行这类行善
运动，若见成效，就能把这种
文化继续推广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