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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都不欠你

星期二 Tuesday

农历丙申年四月廿五

开示

教导孩子学会负责、懂得
感恩很重要。因为懂得感恩
的人，才是一个会要求健全自己的
人。

“父母能帮孩子的，其实很有限…”
朱志伟／整理
星云大师说：
分享故事：小林把
自己15岁的儿子
送到了乡下朋友小
星云
大师
2371 李 的 家 ， 主 要 是 想
让在城市长大的儿
子，感受一些乡村
的生活。小李一看到小朋友，就对他说：“你
爸爸托我照顾你，但我要对你说的是，我对你
的生活并不负有责任，因为我不欠你爸爸，他
也不欠我，我们之间是平等的。你已经15岁
了，基本生活能力都有了，所以你要自己按时
系列

慧
点智

起床，你要自己做早餐吃，吃完后你得自己清
洗碗盘。另外，你得自己搞清楚乡下的路线，
你要去哪里玩都可以，但要让我知道你几时回
来。总之，你要尽量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
15岁的少年开始觉得这个小李叔叔有些无
礼，但后来也同意了和他的约法三章。一个多
月后，少年回到城市的家。家人惊讶地发现，
少年变了，变得什么都会做，他会管理自己的
一切，而且处理得井井有条。小林很好奇地问
小李到底施了什么法术？小李只是神秘地说：
“这个世界上，谁也不欠谁的，自己的事自己
负责。”

父母能帮的有限
世间事都要自己负责、承担，现代社会
很多父母太溺爱孩子，只要自己有的，全都
给了他们。自己没有的，也总想要把世上最
好的一切提供，这不仅忽视了孩子的能力和
选择，也让孩子从小建立起一个错误的人生
价值观。
父母能帮孩子的，其实很有限，举例说
明，孩子的忧悲苦恼、生老病死，因果业
报，父母就帮不上忙，所以，父母应该做
的，是让孩子明白“为自己负责，做自己的
贵人”的道理。而要做自己的贵人，须要有
道德，有人格，把自己变得更好。自己健全
了，不仅是自己的贵人，也是别人的贵人。
在这个过程中，父母可以协助孩子，不断地

改正缺点，让他们能自我健全。

再分享故事
一天，苏东坡见到一幅观音图，见观音
手上也持佛珠，有点纳闷。他问佛印（北宋
高僧）：观音拿佛珠，干什么？佛印答：念
圣号呀！苏东坡问：念谁？佛印答：念观音
菩萨。
苏东坡不解：怎么观音菩萨念观音菩
萨？佛印开示道：求人不如求己呀！
有人帮你，是你的幸运；无人帮你，是
公正的命运。没有人该为你做什么，因为生
命是你自己的，你得为自己负责。我们的命
运由自己创造，自己才是自己的主人。

觉
（书法图版出自《星云
大师一笔字书法》，
感谢新加坡佛光山授
权。）

（生活上遇到问题想不通？可打佛光山热线电话：6686-6116。时间：星期二至星期五，下午1点到5
点。）

榜鹅组屋区

男童遭野猪追伤
农粮局：已展开行动
姜泽良 林佳敏 报道
zeliangj@sph.com.sg
●24小时新闻热线：
1800-8227288/91918727
MMS/Whatsapp传照片：
91916194

▲野猪跃上人行道，随后窜入组屋区。（STOMP)
野猪跑得飞快，全程网民被拍下。（STOMP)
榜鹅一带，野猪乱窜，男童遭追
赶受伤。农粮局表示，已展开行动。
这起事故发生在前天下午2
时15分，地点是榜鹅埃奇菲尔坪
（Edgefield Plains）第184座组屋附
近。
根据《新报》报道，一名男童因
被野猪追赶受伤，之后被送院治疗。
记者联系上男童父亲，他不愿受
访，仅表示孩子已回家，已慢慢在恢
复。
民防部队发言人受询时表示，男
童事发后由救护车送往竹脚妇幼医院
治疗。
另外，网友Ferlyn在STOMP上载
了野猪乱窜的视频，指野猪在路上奔
驰，速度非常快。
长达半分钟的视频显示，路上没
有其它车辆和行人，野猪迅速奔跑，
随后跑上人行道，最后纵身一跃跨过
草坪，闯入组屋区，不见踪影。
农粮及兽医局发言人受询时表
示，针对野猪出没的事件，当局已
在榜鹅地区展开行动。发言人劝请公
众，若遇上山猪应保持冷静，不要与
山猪有任何的接触。

调查
显示
李雨 报道

野猪或迷路
野猪误闯组屋区或是
迷路。
关爱动物研究教育协
会（ACRES）野生动物抢
救中心主任安卜受询时指
出，野猪可能来自附近的
罗弄哈鲁士湿地（Lorong
Halus Wetland），或是
榜鹅17巷附近的森林。
安卜表示，随着城市
发展，野猪的栖息地日渐

被分隔开来，因此只能冒
险穿越人类的生活区域。
安卜认为野猪误闯组屋区
应是暂时迷路，最终它还
是会回到森林中去。
安卜也提醒公众如果
遇到野猪，应避免接近，
或是喂食给它们。公众如
需协助，可拨打ACRES的
24小时热线97837782。

liyu@sph.com.sg

过去三个月，野猪频频出没。
根据报道，过去三个月内，这已是第三起野猪离开丛林
的事件。
●4月21日，有野猪冲出实里达高速公路，电单车骑士闪
避不及当场撞上，结果野猪惨死，骑士送院。
●3月21日，裕廊路口交通灯惊现被车撞毙的野猪。
●3月11日，有公众亲睹野猪在武吉班让一带的巴士站乱
冲乱撞，拍下视频放上网。

一项最新调查显示，仅三分
之一国人认为我国对特殊需要儿
童算是包容性的社会。
这项调查由连氏基金会委托
商业与公共政策研究公司黑箱研
究（Blackbox Research），在今
年四月开展，调查了超过1000名
国人，询问他们对特殊需要儿童
的态度和社会对他们包容程度的
看法。
调查显示，尽管大多数国人
在观念上支持对特殊需要儿童更
包容，但实际行动却有很大的落
差。
例如78％受访者认为应保
护特殊需要儿童受义务教育的权
利，且有71％支持特殊需要儿童
和一般儿童一起受教育，但只有

半数家长真正愿意让自
家孩子坐在特殊需要儿
童旁边。
此 外 ， 过 半
（64％）受访者认为国
人虽不介意与特殊需要
儿童共享公共空间，但
却不愿与他们互动。
国立教育学院早期
儿童及特殊需求教育系
副教授潘健龙认为，普
通国人与特殊需要儿童
接触机会过少，是造成这个情况
的主要原因。
调查显示，超过三分之一的
受访者表示与特殊需要儿童并无
接触。仅26％受访家长说自家孩
子的朋友中有特殊需要儿童。
潘教授表示，更多的接触往
往能使对特殊需要儿童的态度更

新人昨重拍婚纱照
赖凌杉 报道
lails@sph.com.sg

曾将拍坏
的婚纱照放上
网引起轩然大
波，新人昨天
重新拍摄新婚
照。
本报上个
月报道，新娘
邢洁颖（25岁）在面簿上载了自己一系列看
似“乱了套”的婚纱照，包括新娘翻白眼、
新人宣读誓词时看不到正脸、宾客表情狰狞
等“NG”镜头。
当时，消息引起各大媒体报道，网民议
论纷纷，婚纱店及摄影师随后也跳出来解
释。
记者发现，事隔一个多月，新娘邢洁颖
与丈夫重拍婚纱照，以弥补当时的遗憾。
一名化妆师在面簿上载邢洁颖夫妇与自
己的合照，指已准备好替两人拍摄照片。
从照片可见，两人衣着轻便，与化妆师
及美发师合照，精神非常好。
贴文在昨午4时许上网，两人已聘请新的
摄影公司重拍婚纱照。邢洁颖化好妆，与之
前婚纱照中的样子判若两人，有网民就大赞
这对新人更好看，夫妇俩看起来更年轻。

新人曾将拍坏的婚纱照放上网引起轩然大
波。新人（中间二人）已重新拍摄婚纱
照。（取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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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硕茂：

3个月内3起

半数国人介意
孩子与特需儿童同班

丑婚照风波

调查发现
仅半数家长愿
意，让孩子坐在
特殊需要孩童的
旁边一起上课。
（档案照）

竞选秘书长 不是一种挑战
竞选秘书长是正常民主程序，陈硕茂不认为这是
一种挑战。
工人党前天举行干部大会，担任秘书长15年的刘
程强（59岁）首次面对竞争，最终以61票对陈硕茂
（54岁）45票的优势，成功保住秘书长职位。
工人党15年来首次出现秘书长一职争夺战，被学
者和干部认为这党内分裂的迹象。
陈硕茂昨晚在阿裕尼集选区接见选民活动前，对
媒体使用“挑战”一词表示不认同。
他说：“这是参加竞选，是正常的民主程序。一
直硬说我是出来捣蛋的，其实不是。程强在选举过后
的演讲就有答案。他说，这是我们正常的民主程序。
我们走完了，他也谢谢大家，谢谢我个人，说让我们
大家有这么一个机会（行使民主权利）。我们是这么
看这件事的，其实这应该是家常的事，就像我们每五
年有一个（全国）大选。”
▲工人党阿裕尼集选区议员陈硕
陈硕茂说，对于有干部提名他竞选秘书长表示感
茂昨晚接见选民前，强调竞选秘书长 激。他说：“就如我在干部大会上所说的，这让我们
是正常的民主程序，不是一种挑战。 有行使民主权利的一次机会，选择工人党下来两年要
（《联合早报》）
如何自理。”

今日天气

积极，接触过少则会滋长偏见。
徐氏乐园创办人徐碧琪表
示，融合教育应从学前阶段开
始，并希望能有新的立法更好地
保障特殊需要儿童的权益。
据了解，连氏基金会也向750
位特殊需要儿童的家长发放类似
调查问卷，调查结果将在6月公
布。

天气
预报

炎热，午后在
北部和西部有雷
阵雨。最高温35
摄氏度，最低25
度。吹东南风，
每小时10到20公
里。截至早上8
明日天气
时，24小时空气
炎热，早上较迟和午后较早会有
污染指数是45点
到56点，3小时空 雷阵雨。最高温34摄氏度，最低25
气 污 染 指 数 是 5 5 度。吹东南风，风速10到20公里。
（资料来源：环境局网站）
点。

汇率 看板

货币

令吉
人民币
澳元
美元
日元
印尼盾
泰币

银行间汇率

兑换商兑换

2.978
4.766
1.008
0.725
80.40
9877
25.90

2.941
4.739
0.996
0.721
78.37
9662
25.58

（截止5月31日上午10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