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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上流传，当被蚊虫咬后，把牙膏
涂在伤口上，牙膏里的薄荷油能帮

说话

新闻眼

助止痒，减轻疼痛。这么做可行吗？

天天健康

可缓解 痕痒？

蚊虫叮咬涂牙膏

百汇珊顿医
疗集团家庭医生何宛
欣表示，把牙膏涂抹
在蚊虫叮咬处，并不
是处理蚊虫叮咬的最
佳方法。
“虽然牙膏里的
薄荷成分会让人暂时
感觉冰凉，达到止痒
的效果，但牙膏里的 何宛欣医生。
其它化学物质可能会
产生一些不良效果，而弄巧成拙。”
她进一步指出，如果用的是使用过
的牙膏，牙膏可能已被口腔中的细菌污
染，如果把它涂抹在伤口上，或许会受
到细菌侵略，造成伤口发炎，导致皮肤
受到感染。
她也指出， 皮肤性质较敏感或患
有湿疹的病患，更容易对牙膏里的多样
化学物质，如：烷基硫酸钠（Sodium
lauryl sulfate 或Sodium laureth sulfate，
简称SLS）、氟化钠（sodium fluoride）
等普遍常见刺激皮肤的化学物质，产生
过敏性反应，造成接触性皮肤炎。
此外，一些牙膏也以微膠珠（micro
beads) 作为磨擦剂，这些微膠珠若不慎
渗入皮肤，有可能引起局部过敏、细菌
感染，甚至导致皮肤产生异体反应。

被蚊虫叮咬后的红肿，一般在几天
内就会自然减退。

5建议
何宛欣医生建议，被蚊虫咬时，可采取
以下措施：
●如果被咬处很明显看见刺尾，可使用
消毒液冲洗，过后轻轻地用指甲或卡的边缘
将刺刮出。千万不要自行用手指或镊子把毒
液挤进伤口。若刺尾看似深入，还是请医生
处理为妙，以免把外在的刺尾弄断，提高除
刺的难度。
●若局部反应不严重，可涂抹或
卢甘石油（Calamine Lotion）或松霜
（hydrocortisone cream，可在药房买到）
来帮助缓解消肿以及止痒。
●可将苏打粉（baking soda)与水调成
糊状，敷在伤口处，直到肿块消除为止。
●使用冰袋冷敷，帮助消肿，以及暂时
让伤口麻痹，达到止痒的功效。
●叮咬处若强烈发痒，可服用抗组胺
药（antihistamines）， 如：cetirizine、
fexofenadine、loratidine 等。
被蚊虫叮咬后的红肿，一般在几天内就
会自然减退。

实龙岗

持刀锁屋闹跳楼
男子与警对峙5小时

男子被推上救护车，身上多处有伤痕。
rmwu@sph.com.sg
●24小时新闻热线：
1800-8227288/91918727
MMS/Whatsapp传照片：91916194

陈思源 摄影
42岁已婚男子大闹组
屋，发狂闹跳楼，又持刀反
锁屋内，挥刀自残，与警对
峙5小时后被逮捕。
这起事件发生在实龙岗
北4道第540座组屋9楼的一个
单位，一名42岁已婚男子昨
天下午1时许开始，在相信是
他住家的组屋单位扬言要跳
楼自杀。
据了解，男子当时情绪
很不稳定，妻子情急拨电报
警。警方到场后，在妻子的
协助进入该单位，但男子却
持刀将自己反锁在房间里。
记者接获线索后赶到现
场，只见警员不断的进出事
发单位和邻居家里，而屋内

曾数度传出类似破门的撞击
声，门外也一直有警员守
候，气氛相当紧张。记者也
发现，单位外面也摆放了一
堆利器，其中包括剪刀和好
几把长短不一的刀子相信是
从屋内拿出来的。
男子与警方对峙了大约5
小时，直到晚上7时30分，才
被带出单位，随即由救护车
送院。据观察，他当时上身
半裸，身上包括脸部、颈部
和肩膀多数有伤痕和血迹。
到场的警员包括隶属
警察部队特别行动指挥
处（Special Operations
Command, 简称SOC）的特
警，他们携带盾牌，一度试
图进入单位里将男子救出。
与此同时，民防部队也在事
发房间的窗外设了一层保护
网，并在楼下安置救生气
垫，以防万一。组屋楼下聚
集数十人围观。

前一晚传吵架声
9楼同一个单位在事发前一晚曾
传出吵架声，还惊动警员到场。
据了解，42岁的佘姓男子与妻
子、两名子女同住在事发单位，前
天晚上（4月26日）8时许多，有
居民曾听见单位内传出争吵声，随
后更看见警员到场。警方受询时也
证实了本周二晚曾接报前往该座组
屋，处理一起纠纷。

脸与身多处伤痕
男子落网后送院，脸上
有血迹，被救护人员用担架
抬上救护车。
男子躺在担架车上，
由灾难拯救队（Disaster
Assistance and Rescue
Team）从电梯推出来时，
双目紧闭，脸上和身体多处

有伤痕。警方发言人表示，
警方在企图
自杀罪名下
逮捕该名男
送 $50
礼券
子，他随后
MMSS
被送至陈笃
生医院接受
传照片到 91916194 (whatapp/SMS)
治疗。
shinmin@sph.com.sg

爆料
爆

多云

（资料来源：
环境局网站）
4月28日傍晚6时至
4月29日早上6时

今日天气
下午时分，北部、
西部和中部有雷阵雨。
最高温34摄氏度，最低
25度，吹西南偏南风，
每小时风速10到20公
里。截至早上10时，24
小时PSI是56点到70点，
3小时PSI是63点。属于
适中水平。

天气
预报
明日天气
下午时分有雷阵
雨。最高温34摄氏
度，最低25度。吹南
风，每小时风速10到
20公里。

连氏基金赞助

同”，让补选效应可能发酵再度浮上台面，
加上他一改激进抗辩风格呈现温和理性的一
面，多少也造成一定程度的挑战。
掀起口水战在所难免，产生的效应也不
容小觑，在不触及地雷的情况下“过招”所
碰撞出的火花，或挑起选民激昂的情绪左右
选情，但同时也为充满变数的政治竞选注入
精彩，带来高潮，紧捉选民眼球，绝对是取
决一场竞选是否会升温的元素。
无可否认，语言让人与人之间产生沟
通、搭建起互动的桥梁，若运用得宜，如虎
添翼，做人做事事半功倍，但反过来，意思
过了火还是被听者扭曲，那或会引发不堪设
想的后果。
曾听过这么一句话，说话的艺术在于，
说得刚刚好，不多也不少，实为一针见血。
打个比方，你告诉一个人：“都几点了，你
还不回家？”和“你人在哪里呢？赶紧回来
休息吧。工作辛苦了。”，遣词用句带来截
然不同的效果，足见一句话，可影响深远。
说透了，选举是一场结合语言、斗智斗
谋的赛事。所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候选人卯足全力争取票数，在言语上展开一
来一往的攻防战，就得看选民要如何自行去
判断、斟酌。当然，候选人在“心有所属”
和“举棋不定”的选民间，努力争取每张票
数的当儿，以怎样的话语适时地“对症下
药”，争取民心，就且看接下来八天两人如
何发挥功力。

学前教育管理课

培训150中途转业校长
邓伟坚 报道／摄影
tangwk@sph.com.sg

▼多名警员和民防部队人员在屋外戒备。

吴睿明 报道

武吉巴督区补选随着昨天提名日一过，
正式拉开帷幕，一如坊间之前所料，是行动
党穆仁理和民主党徐顺全之间的双雄对垒。
武吉巴督单选区原议员王金发（54岁）
因涉婚外情闪辞国会议员职务和行动党党
籍，议席悬空一个多月后，超过2万选民将
在下周六投票决定为他们谋求福祉的新代议
士。我国独立后的首次补选在1966年举行，
50年来为30个选区举行了12次补选。人民行
动党共获胜9次，而反对党则在补选中获胜3
次，包括1981年安顺单选区、2012年后港单
选区及2013年榜鹅东单选区。
补选虽属地方性质，而这一次行动党和
民主党也在选举令发布前，早就宣布准候选
人，坊间因此少了猜测与热议，相较显得
“平静”。但毕竟，这个向来被视为行动党
的堡垒，是否能顶着去年大选执政党取得压
倒性胜利之势，巩固下去，还是会让反对党
攻破插旗，仍不失为一个有看头的焦点。
两参选人在这场硬仗中对于较劲的对手
都不敢掉以轻心，竞选开跑之前，朝野政党
人马已马不停蹄地积极在区内走访，接触民
众，通过不同管道将其理念、政纲传达给选
民。两人都大打亲民牌，要通过社区计划改
善民众生活，穆仁理之前深耕武吉巴督基
层，居民对他不陌生，加上有副总理尚达
曼、部长傅海燕为他加持，有一定的优势。
不过，徐顺全公开提出国会已有多个行动
党议员，多一个穆仁理“不会带来实质不

▲警员在
屋内取出
一把刀。

《海峡时报》及《我报》网

广告会动！

《海峡时报》及《我
报》网开始提供会动的广
告，表示报业控股在新闻
网使用新科技的一个开
端。
这两个新闻网的读者
可在会动的广告上，向广
告商发送讯息、拨打电话
或直接进入他们的网页。
读者也可通过电邮、电话
传讯及社交媒体分享这些
广告，或储存在流动器材
的图片库中。
此外，读者也能用简
单的关键词，搜索到当天
刊登在报纸上的广告。目
前，苹果iOS的用户都能

看到动画广告，安卓用户
很快也能看到。
新加坡报业控股市场
部表示，有了这项新的功
能，广告商可让更多人看
到广告，广告效益也会更
好。
新功能去年起在分类
流动程序上试用并取得良
好的成绩。数千名使用者
每月都使用它直接打电话
或传信给广告商。每天阅
读《海峡时报》的读者目
前共有120万人，《海峡
时报》网的则每天有15万
人。每天则有22万7000人
阅读《我报》的广告。

150名中途转业的学前教育
校长，将免费参加训练课程，学
习领导及管理学前教育的正确方
法。
这150名校长占全体学前教
育校长总数的10％，而受训所
需的1万6000元学费，全数由连
氏基金赞助。学前教育泛指幼儿
园、豆豆班和托儿所等。
连氏基金总裁李宝华说，托
儿所的数量五年来增加了40％，
单是去年就有130所新托儿所，
平均每个星期就有两所。
参与训练的校长将在六个月
内完成一些单元，并到美国波士
顿观摩教育中心参加为期12天的
课程。
李宝华说，许多幼儿园校长
都像是在攀登山峰，但缺乏氧
气，这个训练计划就是为他们提
供氧气。
这个领袖发展计划能帮校长
“从心出发”，好让他们管理的
幼儿园能有所转变。

惠洛克学院执行董事贝思费德丽克（左起）、连氏基金总
裁李宝华、新苗师范学院学术总监何燕芳及光辉合益集团
顾问陈凯玲，在记者会上分享幼儿班校长课程的详情。

可向世界级专家取经
校长在培训计划中，有机会向世界级专家学习。
研究显示，学前教育中心能办得多好，主要看校长的
领导能力。现有的一些训练，在很大的程度上专注于技术
与知识，结果，应付多种与日俱增的需求，让校长感到乏
力。
加上现在社交媒体发达，幼儿园里发生的事立刻在网
上发酵，更让校长穷于应付。
因此，这项计划能让校长向50名学前教育专家学功
夫。课程内容由新苗师范学院（SEED Institute）、惠洛克
学院（Wheelock College）、环球管理咨询公司光辉合益
集团（Korn Ferry Hay Group）及新跃大学联合推出。

17岁放荡女 与多人胡搞
青年因她未成年
林礼颖

报道

chloelin@sph.com.sg

17岁放荡女自揭有多名性伴侣，其中一
名比她大14岁的青年，因在她未成年时和她
胡搞惹祸，昨被法官判坐牢1年。
本报之前报道，这名17岁女生自揭有多
名性伴侣，昨午又有一名和她胡搞的男子萨
扎里（31岁，制作舞台监督）面对一项和未
成年少女发生关系的控状，触犯了刑事法典
第376条文。
根据案情，这名被告案发时28岁，他通
过社交媒体认识了当时年仅14岁的女学生，
两人之后用WhatsApp手机通讯软件继续聊天
了几个星期，决定见面。
事发当天，被告驾着电单车去女生的住
家附近接她，两人聊了一会儿天后，被告把
车停在蔡厝港的一个多层停车场，两人步行
到附近一座组屋。
两人在楼梯口坐下后，被告开始亲吻女

判监1年
生，还告诉对方他很“性”奋，想要和她发
生性关系。
女生说她也很喜欢被告，因此同意了他
的请求。
两人随后各自回家，之后也多次碰面，
却没再发生肉体关系。
女生最终在去年7月报案，表示她在16
岁前和几名男子发生性关系，被告是其中一
人。
控方指出，被告和女生当时并不是情
侣，两人的年龄甚至相距14岁，被告也没有
戴安全套保护女生。
被告求情时说，他的母亲最近不幸患上
癌症，父亲也欠了几千元的债务，希望法官
轻判，让他能够尽快履行照顾父母的职责。
法官最终判他坐牢1年。另一名男子理曼
（27岁，技师）面对四项和该未成年少女发
生关系的控状，早前被判入狱9个月。

盗用顾客资料 卖阿窿预付卡
手机店主管监20周
李耀文 报道

leeyw@sph.com.sg

手机店主管为了冲业绩，竟与两名下属
共谋，偷偷用顾客的资料，去注册多张手机
预付卡，然后再将这些卡转卖给阿窿，结果
昨天被判坐牢20周。
被告何春明（35岁）面对4项控状，指
她在前年5月至12月间，与下属吴爱玲（37
岁）和陈锐新（35岁）共谋，在未经授权
的情况下，更改电脑系统里的资料，并利
用他人姓名登记手机预付卡，触犯滥用电
脑和网络安全法令（Computer Misuse And
Cybersecurity Act）。
被告在认罪后，昨天被判坐牢20周。
案情显示，被告身为主管，需要与下属
在路展活动（Roadshow）售卖手机产品。
不过由于条例改变，每名顾客只能登记三张

手机预付卡，比之前的十张少，以致被告无
法达业绩。
陈锐新后来建议，偷偷用顾客资料，注
册手机预付卡，然后再将这些预付卡转卖出
去。
吴爱玲会将顾客资料，登记在电信公司
电脑系统上，而陈锐新就会将这些预付卡卖
给阿窿。
被告有时也会一起跟吴爱玲与阿窿见面
交易，然后与同谋平分所得。（人名译音）
律师代被告求情时说，被告被诊断
患有格林—巴利综合征（Guillain-Barre
Syndrome），去年11月才被送院治疗。
律师透露，被告因为病情，导致脸簿肌
肉疲弱，口齿些许不清，腿部直觉减弱，右
手和右脚疼痛，因此希望法官开恩，看在被
告的病情上，判她坐牢6周就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