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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吉班让大厦

谎报儿险被掳 妇女被调查
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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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报假案

35岁妇女谎报孩子险些被人掳走，遭
警方调查。
根据警方文告，警方在本月13日接到
一名35岁妇女报案，称在武吉班让大厦
（Bukit Panjang Plaza）与5岁儿子购物
时，一名不知名男子企图将坐在婴儿车的
儿子，连人带车掳走。所幸她及时阻止，
男子失败后逃走。
裕廊警署调查人员经调查后发现，报
案妇女的口供多处自相矛盾，确认她提供
虚假资料，谎称孩子被人掳走。案件目前
仍在调查中。

将被严惩！
警方向公众强调，不应做
出虚假报案，浪费警方资
源，并将眼里看待虚报事
件，严厉惩罚违法者。任何
向公务员提供假信息的人，
一旦罪成，将被监禁长达一
年，或罚款高达5000元，或
两者兼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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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者林瑞隆目前仍在加护病房。（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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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岁退休阿叔，在碧山地铁站上电动扶梯
时，竟不慎跌倒，右脑受创陷昏迷，恐成植物人。
这起事件发生在上周六（12日）早上11时30
分左右，地点是环线碧山站。一名64岁阿叔林瑞
隆在上电动扶梯时，因不慎跌倒，结果至今昏迷了
三天。
阿叔儿子林家福（46岁，散工）告诉记者，
父亲当天搭地铁回家，在通往出口D的电动扶梯处
不幸发生意外。
“我妹妹接获警方电话，才发现父亲情况危
急，让家属尽快赶到医院。”
林家福表示，父亲右脑受重创，导致出现淤
血，医生必须开刀去除，虽已暂时脱离危险期，但
仍处于昏迷状态，需留在加护病房观察。
“父亲右手和身体偶尔有反应，但医生表示仍
有可能变成植物人。”
林家福事发后向SMRT了解情况，才被告知父
亲是在上电动扶梯时，因没踩稳而往后跌。过后，
父亲爬起来继续搭电动扶梯，一离开扶梯就昏倒。
“我们家人目前最希望的就是父亲能醒来，然
后尽快康复。”
警方受询时表示，当局接获通报后到场协助，
一名64岁男子在昏迷的状态下被送入陈笃生医
院。

▲事发地点是碧山地铁站出口D。

儿子：盼SMRT彻查！

25岁骑士撞上山猪受重伤，
目前在加护病房，家属感叹医药
费昂贵，担心他无法再自力更
生。
本报昨日报道，25岁电单车
骑士疑撞上突然冲出来的山猪，
结果受重伤送院抢救。罕见意外
发生在前天晚上7时许，地点是武
吉知马高速公路（BKE）往泛岛高
速公路（PIE）方向，过了牛乳场
路（Dairy Farm）后的路段。
记者走访医院时，伤者头
部、脸部和左手都被包扎起来，
躺在加护病房留医。八名家属昨
晚赶来医院，发现伤者昏迷不
醒，无不失声痛哭，母亲更是悲
恸不已，需家人搀扶。
伤者的大姐维玛拉（38岁，

多次的警告，但他仍继续高声叫喊，行为粗
暴。
最后，警员将他制服并带上警车，当朝
往裕廊警署时，被告竟伸出左脚，向前座警
员的左臂踢去。

客工监三周
魏宋淩 报道

joleneg@sph.com.sg

34岁中国籍客工对警方高声咆哮，还脚
踢警员左臂，被判监禁三周。
被告是34岁的朴鹏和（客工，译音），
他面对三项控状，包括行为失检及使用刑事
武力阻止警务人员执行职务的罪行。受害人
是当时执勤的两名警员。
案情显示，今年10月30日下午3时24分
左右，两名警员接获通报到位于克兰芝12号
的一间宿舍，查看一名醉酒的男子行为失控
的情况。
他们抵达后，现场有四名保安人员在试
图劝说被告，一名警员也警告被告冷静。
被告不听劝，随后握紧拳头，试图遭警
员方向走去，开始大声咆哮。即使警员给予

求情：当时喝多
被告求情时表示，自己当时喝多，希
望法官开恩。法
官说，公众都该
尊敬执法警员，
他无法想象用言
语辱骂，或是对
警员使用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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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架电梯全坏
有人得爬30楼!

出事前一天

同地铁站跌倒

阿叔前一天在同个地铁站跌倒，右手肘擦
伤，还戏称：幸亏没撞到头！
林家福表示，父亲出事前一天也在碧山地铁
站不慎跌倒，右手肘因此擦伤。
“他回家后还开玩笑说幸亏没撞到头，岂料
第二天就……”

保险经理）受访
时表示，弟弟维
聂士（25岁）
来自马国新山，
在新加坡一保安
公司任职保安主
管，几乎每天往
返新马两地。
“我们直到
昨天早上才接到
公司的通知，全
家立刻赶了下
来。”
维玛拉表
示，目前弟弟的
情况严重，脑部有淤血和肿胀，
但医生需要等弟弟醒来后，才能
确定具体的伤势：“医生还说，
弟弟有可能以后难以工作，我们
都感到很难过。”
除了担心弟弟的情况外，家

▲伤者维聂士重
创，躺在加护病
房。 （受访者
提供）
家属接到通知
立刻赶来医院，
显得非常焦急。
（受访者提供）

吴承沄 摄影
有居民申诉，珍珠坊
公寓电梯频频故障，三架
电梯一度全部故障，连累
居民爬30楼回家。大厦管
理层表示，已派人维修。
这起故障发生在前天
中午1时30分许，地点是
珍珠坊公寓。
记者走访时，住客娜
迪亚（21岁，行政员）
表示，她当天下午准备回
家，发现大厦的两架电梯已
故障，只剩一架电梯可使
用。等了许久，娜迪亚好不
容易搭上电梯，岂料电梯竟
在15楼时突然故障，门无法
关起。
“我和其他乘客等了两
分钟后，见电梯仍没任何反
应，只好爬14层楼梯回家。
到家时，我已气喘吁吁，难
以想象爬30楼回家的人是多
么的痛苦。”
她也表示，大厦电梯频
▼大堂内放置“业主”
和“租客”牌子。

频故障，每星期都会有一架
电梯无法运作，但三架一起
故障还是头一次发生。
居民陈先生（30岁，销
售员）则透露，他当天晚上
放工回家时，发现两架电梯
仍处于故障状态，电梯外大
排长龙。
“上下班高峰期，人潮
特别多，平时每架电梯都常
爆满。”
陈先生表示，他希望管
理层能更彻底的检查和维

修，以防问题再次发生。

大厦管理层：
已尽速派人维修
大厦管理层受询时表
示，电梯因老旧才常出问
题，但故障发生后，管理层
立刻派遣修理人员维修，一
架电梯很快恢复运作。此
外，当局也常对电梯进行定
期检查，并安排维修人员24
小时待命。

‘业主’
‘租客’搭不同电梯
疑租户太多引发不满，电梯大堂摆放两个
牌子，指定“业主”和“租客”各搭不同电
梯。
居民陈先生说，两个指示牌最近才摆放，
相信是有业主向管理层投诉租客太多，导致他
们挤不进电梯。
“我们这里的客工很多，也有很多二房东
把房间租出去给别人住，所以常出现挤不进电
梯的状况。”
不过，他认为指示牌效果不大：“人潮这
么多，又有谁能分辨得出谁是业主，谁是租客
呢？”
陈先生也指出，管理层早前也有放置同样
的指示牌，但因效果欠佳，很快就被移走。

竹脚医院新计划
让更多特殊儿童受益
江欣如 报道/摄影

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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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PIC计划

竹脚妇幼医院儿童发展部门以三年时
间，研究一项以家庭为中心的幼儿计划，
希望能将计划推广到更多的托儿所中心，
让更多特殊儿童受益，更好地融入社会。
由连氏基金、竹脚妇幼医院儿童发展
部门和太和观慈善机构共同领导的计划，
今早在记者会上分享他们三年计划的成
果。
名为儿童早期发展综合成果
（ECHO)，该计划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框架
来评估特殊儿需要，并采用针对性的测试
方法，让特殊需要的儿童能够真正学习日
常生活常识，更好融入社会。
资深导师兼资深顾问医生林淑美表
示：“该计划鼓励家庭参与的重要性，并
建立一个框架，提高有效性。我们希望通
过这个计划发挥特殊需要儿童的潜能，让
他们及其家庭可及时和有效地获得有效性

新私宅销量
人也感叹医药费昂贵，短短两天
的住院费已高达近1万1000元。
“目前公司说只能最高承担1万
5000元的费用，但似乎并太不合
理。”

（受访者提
供）

林礼颖 报道

已联系家属提供援助
SMRT企业资讯与通讯副总裁纳丹受询时
说，对于这起不幸事件表示遗憾，SMRT已联
系家属并提供援助。
纳丹也表示，事件目前仍在调查中。

▼两架电
梯故障，大
排长龙。

chloelin@sph.com.sg

SMRT表遗憾：

家属叹药费贵 忧无法自立
chloelin@sph.com.sg

飞腿踢臂

林家福告诉记者，父亲接连两天在地铁站
出事，因此产生疑虑，希望SMRT可以给个
交待。
“究竟父亲是因为电动扶梯速度太快
而跌倒，或是有其他原因造成，我们希望
SMRT可以通过站内电眼彻查，毕竟父亲真
的伤得很严重。”

骑士撞山猪重伤
林礼颖 报道

农历丙申年十月十六

对警咆哮

珍珠坊公寓

碧山地铁站

阿叔扶梯跌下
家人盼他醒来

星期二 Tuesday

至今500儿童获益
该计划于2015年一月在太和观的婴
儿与幼儿早期介入计划（EIPIC）中心实
行，至今已有500儿童受益。
太和观慈善集团主席李锦祥透露，
自去年至今，已有500名儿童从计划中受
益。
“这项计划着重于让家人一同参与，
让他们能更了解孩子的需求，并能够积极
地和孩子一起学习。”
家长蓝女士表示：“通过这项计划，
我能和这群专业人士一起为女儿设下目
标，并一起完成。从中，这也让我更了解
我女儿的日常生活。”

连续第二个月攀升

本地新私宅销量连续第二个月攀升，
10月的销量环比激增1.5倍至1252个单位，
比9月的509个单位多。
市区重建局今天中午发布的数据显示，
大众私宅上个月售出的新单位最多，有1043
个单位。

《早报网》报道，中档与高档私宅的销
量则分别为151个单位与58个单位。以上的
数据不包括执行共管公寓（EC）。执行共管
公寓上个月共售出288个新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