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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新闻

12.03.2016

一家3口遭毒蚊叮

德士司机
上诉

蒙巴登列黄色警戒区
蒙巴登一代私人住宅区，一家三口先后被毒蚊叮中。
蒙巴登一代的私人住宅区白兰森路（Branksome
Road）、普落力路（Broadrick Road）和威京逊路（Wilkinson
Road）分别有几起骨痛热症病例，已被列入黄色警戒区。
居民蓝先生（75岁，退休人士）受访时表示，自己的儿
子、女儿和女佣最近也先后患上骨痛热症，所幸已康复。蓝先
生说女佣是家中第一个患上骨痛热症的人，然后儿子（38岁）
和女儿（43岁）也先后患病。
他怀疑家前的排水沟砖盖的缝隙使水流入排水沟，造成积
水并且导致伊蚊的滋生。他表示，如果掀开排水沟砖盖可能够
看到里面的积水。
蓝先生建议环境局多在这一区进行检查排水沟，把砖盖掀
起检查水是否滋生蚊虫。
据了解，有关当局得知这一代骨痛热症比例上升便已立即
采取灭蚊行动。
“我现在每隔几天就会叫女佣屋里屋外喷蚊油。”

▲蒙巴登私人住宅区已列入骨痛热症黄色
警戒区。

leeyw@sph.com.sg

控方庭上表示，他们确实对被告说过这样
的话，但这是在控方还未发现被告之前有触犯
其他交通法令的控状。
控方指出，被告除三次超速外，两次与
德士相撞。据案情显示，被告在2014年6月29
日，在义顺中与义顺61街交界处闯红灯，结果
撞上一辆德士，导致被撞德士的两名后座乘客
受伤。
控方说，被告虽多次触法，但不反对让他
减轻控状。
司法委员后来批准被告申请，以较轻控状
将他治罪，被告最后总刑罚为罚款2800元，各
级驾照吊销5个月。

一名德士司机屡次触犯交通法令被判
罚款吊牌，不过他昨天到高庭上诉，指控
方曾答应过，若他认罪就以较轻控状提
控，但控方没有这么做，因此要求控方要
“说话算话”。司法委员后来批准被告申
请。
被告桑吉（译音）因触犯5项交通法
令，包括超速、粗心和危险驾驶等罪状，
结果在去年10月28日被判罚款3800元，
外加各级驾照吊销7个月。
被告指控方先前在审前会议阶段，答
应他说，如果他愿意认罪，就将其中一
项危险驾驶罪，减成不顾及他人驾驶
罪。不过他在判刑后，发现控方根本没
有减轻控状，因此到高庭提出刑事复核
MMSS
（Criminal Revision），要求控方“兑
传照片到 91916194 whatapp
SMS
现承诺”。

今年第3起死亡病例
一名居住在勿洛北的63岁马来族妇女前
天因感染骨痛热症逝世。这是今年以来本地
第三起骨痛热症死亡病例。
卫生部和国家环境局昨天发出联合文告
透露，这名妇女生前住在勿洛北3街，她从
本月9日起在樟宜综合医院留医，前天（10
日）病情恶化过世。
妇女居住的地区不属于骨痛热症警戒级
别区。
骨痛热症病例近几周持续递减，本月
6日至10日共出现236起新病例，比前一个
星期（2月28日至本月5日）的412起减少了
176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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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观众昨晚挤爆义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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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控方未履行‘轻判承诺’
司法委员另从轻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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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西道惊险一幕！

‘勿忘我歌台’ 2人疑黑夜飙车
轻松宣导失智症 1车撞灯柱大树
李毅思

萧佳慧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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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小时新闻热线：18008227288/91918727
MMS/Whatsapp传照片：
91916194

刘启成 摄影

刘启成 摄影
“勿忘我歌台”轻松
宣导失智症，2500观众
挤爆义顺，观众通过歌
台，更了解失智症。
连氏基金会（Lien
Foundation）和邱德拔医
院联合主办“勿忘我”计
划，要在义顺打造失智症
友善社区，昨晚在义顺中
民众联络所前空地举行第
一场歌台，吸引2500名
观众挤爆现场，本报负责
为活动宣传。
继两年前登台到全岛
各地讨论死亡课题之后，
王雷以及林茹萍再次携
手，在丽星娱乐制作承办
的这场歌台上探讨失智症
课题。
两名司仪不仅在台上
分享亲戚朋友和街坊邻居
的失智症经历，也跟观众
们分享如何辨别失智症病
患，呼吁大家若在社区里
遇见可能患有失智症的年
长者，应该如何应对。
两人也跟观众们分享
如何制定持久授权书，在
心智能力正常时决定日后
倘若失智，要让谁来代理
自己的事务。
昨晚的歌台请来“小
邓丽君”袁瑾、“小翁立
友”谢温、”小调歌后”
黎川、佩莎、“小明珠”
朱莉莉、“大马唱片红
星”陈俐绢和“台湾超级
红人榜冠军”孟言到场助
阵。

▲2500观众挤爆“勿忘我歌台”。

引发观众关心

遗忘未必痛苦

公 众 林 女 士 （ 55岁 ， 行 政 人
员）坦言，以前从没留意失智症的
讯息，看了昨晚的歌台，反而会想
要多了解，因为家里也有年迈的8
旬母亲和家婆，都是可能患上失智
症的高风险群。
连氏基金也在现场招募公众成
为 “ 失 智 症 之 友 ” ， 吸 引 大 约 35
人报名，也有不少年长居民上前询
问，想要知道怎么帮忙。

马国歌星孟言表
示，失智家婆开心生
活，对失智症改观。
来自马国的孟言
（32岁）也在台上分
享，家婆也是失智症患
者，有时甚至记不起她
是谁，但她认为失智症
对家婆生活上的影响其
实没有那么大，家人只
需要多加照料而已。
她受访时说：“以
前我也不了解失智症，
认为患者一定很痛苦，
我反而觉得家婆虽忘记
了一些事情，但却活得
非常开心。”

旁人须有耐心
▲教育部兼社会及家庭发展部政务次长费
绍尔博士昨晚也到场。

第二场“勿忘我歌台”

● 日期 ：3 月2 0日 （星 期天 ）
● 时间 ：晚 上7 时- 10 时

● 地点 ：义 顺8 1街 第8 38 座组 屋

前篮 球场

收留大舅子却被砍
谢超男 报道

报道

chaonanx@sph.com.sg

好心收留大舅子，却被他
在发酒疯后砍伤，伤者左脸至
今仍有伤痕，事隔近半年还要
复诊，但所幸已能复工。
本报昨日报道，53岁无业
汉林清宝去年年9月22日晚上
10时15分许，在巴西立21街第
273座组屋的住家，砍伤妹夫李
家胜（50岁），昨早被判监禁3
年6个月。
李家胜当时脸部和颈项多
处被砍伤，左耳轮到耳垂也被
砍了一刀，差点被割断，手指

已迈入花甲之年
的黎川坦言，身边有
些朋友开始出现失智
症症状。
“他们可能会一
直问一样的问题，我
就一直回答，因为我
知道他们不是有意要
一直问的。其他人都
问我，为什么这么有
耐心回答。”

德士司机脸留疤
林清宝被判坐牢3年6个
月。（图/警方提供）

和手臂都被砍伤。
李家胜告诉自己，大舅子
原本一个人住，事发一年多前
搬到他们家同住。
案情显示，被告案发前与
朋友到樟宜村喝酒，回到家后
开始发酒疯，妹妹到房间问他
为什么大喊大叫，他说他醉
了，叫妹妹别管他。
忽然火冒三丈的被告这时
冲进厨房，抓起刀锋20公分长
的菜刀冲到妹妹的房间里，毫
无理由乱砍准备睡觉的妹夫。

庭上
也揭露，
李家胜上
个月的医
药报告显
示，他的
脸部和手
臂的疤痕
是永久性
的。换言之，他将终生毁容。
不过，如今谈起这段往
事，李家胜显得相当淡然，没
有责怪大舅子恩将仇报。
原本驾德士的他透露，目
前已重返工作岗位。

联邦西道惊险一幕，两汽
车疑在黑夜中“飙车”，不料
其中一辆不知何故失控撞倒灯
柱、大树、电箱更翻得“四轮
朝天”，方向盘更飞出到中央
分界堤，幸好司机乘客逃过一
劫！
事发后，经过的公众联手
将两受困车内的青年救出，双
双送院急救。
这起事件发生在昨晚9时10
分许，地点是联邦西道朝文礼
大道方向，靠近新加坡理工学
院。
一名德士司机透露，当时
在杜佛地铁站的德士站等客，
突见两辆汽车飞驰而过，怀疑
是在飙车。
“飞驰的汽车当时时速相
信很高，我后来在行驶途中，
竟发现其中一辆车酿车祸。”
据了解，白色的本田思域与
另一辆深色汽车高速行驶，本
田思域不知何故，失控撞击翻
覆。
猛烈的冲撞力，更导致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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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轮朝天

向盘飞越三条车道，“卡”在
中央分界堤。汽车零件洒落在
两条车道、马路旁的有盖走
廊，附近草地也有断掉的手
表、两摊血泊，电箱盖上也有
血迹。
据悉，其中一名伤势较严
重的伤者头部受伤、多处骨折
与擦伤，另一人则头部流血和
多处擦伤。民防部队受询时表
示，发现一辆汽车翻覆，两名
伤者在民防人员抵达前被路人
拉出脱困，之后送入医院。
警方受询时证实这起车
祸，35岁男司机和25岁男乘
客在清醒的情况下送入国大医
院，警方在调查。

▲白色本田思域疑失控
“四轮朝天”，撞毁成废铁。

鲁莽驾驶者增加
根据去年交警数据，涉及
鲁莽和危险驾驶的公路使用者
有上升趋势，从前年38起增加
至去年57起，这些违例行为
包括违法赛车和鲁莽的切换车
道。
据报道，交通警局局长郑
忠辉助理警察总监当时说：
“我们会每天设路障目标锁定
醉酒驾车司机、违法赛车和鲁
莽行驶者。那些在公路上违例
的人将被取缔。”

又一起涉及巴士

61岁妇骑脚车遭撞 昏迷不醒

又一起涉及巴士的车祸，
61岁女脚车骑士昨不和何故在
兀兰被巴士撞，目前在加护病房
昏迷不醒，家人急寻目击者。
本报昨日报道，29岁印尼
华侨杨镇忆疑要过马路，前天在
道德路遭转弯的巴士撞上，命丧
公路，让本地过去短短10天内
发生5起致命车祸。
昨早9时许，兀兰2道与5道
的交界处又发生一起涉及巴士的
车祸，61岁女脚车骑士不知何

故被SMRT962号巴士撞倒，倒
卧马路上。
女骑士的儿子吴章伟（36
岁）告诉本报，母亲住在兀兰一
带，向来骑脚车代步。
“现在母亲仍在加护病房昏
迷不醒，医生在仔细观察母亲的
情况。”
吴章伟也吁请公众拨打交警
热线65470000提供资料。
警方受询是证实这起车祸，
案件在调查中。

SMRT：尽力协助伤者家属
SMRT企业资讯与通讯副
总裁纳丹表示，已联系上受伤
女骑士的家人，并会尽可能给

予协助。
SMRT与警方正在调查事
故。

61岁女脚
车骑士脸部流血
倒在马路上。
（STOMP）

上届政府四个财政年

为国库贡献40亿元盈余
上届政府执政的四个财政年，总
共为国库贡献了40亿元的盈余。但 我国上届政府四年收支情况 (亿元)
根据经济师的估算，实际盈余总额
基本盈余
整体盈余
很可能超过40亿元，甚至高达100亿
123.0
元。
68.1 58.2
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在过去
52.9 50.0
40.2
41.5
四个财年，2012和2013财年政府取
得了整体盈余（overall surplus），
-1.3
2014和2015财年整体赤字分别为1亿
2500万元和67亿元。
-39.5
不过，67亿元赤字是预算数
-66.7
总计
2013财年
2014财年*
2015财年**
2012财年
字，实际赤字可能较少，经济师对此
*修正后 **预算
的估算差异相当大，低则七亿元，高 来源：财政部
则65亿元。
低。
《早报》报道，这预计是我国连续第12个
根据这个数字计算，上届政府为国库贡献
财年收支情况优于预算。
了100亿元。这不包括政府售地的收入，后者直
大华银行经济师陈达德根据2015财年前
接进入储备金。
三季的实际数据估算，全年的赤字可能为七亿
2006年大选的该届政府五个财政年共累积
元，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0.2％，主要是
了121亿元的盈余。
因为总开支估计为630亿元，比预算的680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