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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dness begins today.

曾是过来人 康复助癌患
李熙爱

报道

贴心的他还主动设立手机
群组，让病人能随时发问。他
解释：“有些病人害羞不敢问
敏感问题，或是见医生时忘了
问，我们就尽量帮忙解答。”
与医生护士相比，病患有
时反而更听他们的话。“护士
怎么劝，有些病人还是不愿动
手术。我们以过来人身份分
享，他们比较听得进，结果一
下子就说服他们动手术了。”

leeheeai@sph.com.sg

刘庆成

每个人都能做好人、做好事，传递正
能量。我们周遭有许多好人，默默付出，
用他们的爱心，温暖和感动人心，他们的
好事等着我们去发掘，发扬人的真善美。
由松鹤香米与《联合晚报》联合推出
的《好人好事好米》第二系列，透过读者
分享的好事，让大家认识故事中的好人，
再捐出松鹤赞助的好米。
珠瑛说，李汶潭
高级临床护士王
。
能为病患带来欢乐

养老会获赠香米
瑞那拉耶拿教会

《好人好事好米》第二系列

2017年10月7日

摄影

经常在中央医院病房出
现的李汶潭（67岁，前商
人），曾是癌症病患，康复
后仍经常到医院鼓励其他病
患，是病患心目中的“太
阳”。
李汶潭在2008年发现患
上结肠直肠癌，动手术两年
后，再度复发。当时，他辛
苦难熬，幸好有病人大使到
病房鼓励他。
成功打败病魔后，
为了回馈社会，他在
2011年成为医院的
“病人大使”，探望
并关心医院的结肠直肠
病人。每周两次，他和
另一名病人大使结伴跟
不同病人分享自身的
抗癌经历，并解
答他们的
疑问。

抗癌很辛苦
尽份力鼓励

▲李汶潭曾是结肠
直肠癌病患，如今
成为病人大使。

个性爽朗的李汶潭表示：
“有些病患心情低落，神情哀
伤 ，我 就 走 过 去 跟 他 们 打 招
呼开玩笑，瞬间使对方放松心
情。”
除了中央医院外，他也到
黄廷方医院和新加坡防癌协
会，帮助更多病患。“抗癌过
程很辛苦，我知道不是每个人
都像我积极乐观，所以我希望
能尽一份力鼓励他人。”

常出新点子让病患开心
到卡拉OK唱歌、每周
带领病人步行、带病人出国
玩……这些都是李汶潭提出的
活动，让病患积极抗癌。
中央医院高级临床护士王
珠瑛（48岁）曾是李汶潭的护
士，如今却经常介绍病人给李
汶潭认识，让他给予病人劝导
和鼓励。
最令她佩服的是，李汶潭
会费尽心思，不断想出新点
子。“为了让病人保持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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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汶潭被表扬，松鹤将
以他的名义各捐出500公斤
的松鹤香米和60公升的芥
花籽油，给他指定的慈善机
构。他选择瑞那拉耶拿教
会养老会（Sree Narayana
Mission Home）。
瑞那拉耶拿教会养老
会，1948年创立，为残障
和乐龄人士提供日间看护，
也提供经济援助和助学金给
需要的人。

不要迟疑！看到令您感动的“好
人好事”，请电邮wanbao@sph.
com.sg，或者到《联合晚报》的面
簿留言，也可拨手机92288736通
过whatsapp留言。

愉快，他每周举办卡拉OK活
动。有些病人平常话不多，唱
歌时却乐得停不下来，暂时忘
却患病的烦恼。” 每个星期
天，他也会召集病患一起步
行，鼓励大家运动。李汶潭还
曾几次组团，带病患到马来西
亚和峇淡岛散散心。
王珠瑛说：“我非常感激
他每次主动想主意，并积极实
行计划帮助病患。他是大家眼
中的开心果，永远开心乐观。”

高级律师陈志明（中）的大儿子陈怀恩（右）及次子陈仰恩都触犯了国民服役征召
法令。长子昨天入狱服刑，次子目前则还押候判。（海峡时报）
▲鱼圆面摊主李昌妃表示，接受培训后学会如何帮助失智症患者。

患皮肤病学华文又吃力

摊主助手接受培训

失智友善咖啡店
本地首家在碧山
王康威

报道

hengkw@sph.com.sg

赖南达

摄影

咖啡店的桌上也粘贴宣
传贴纸，希望提高食客对失
智症的意识。
咖啡店所有餐桌上，都
贴有中英双语的宣传贴纸，
提醒国人失智症患者在咖啡
店所面对的困难。
其中就包括了把辣椒或
酱料倒入茶水里的行为、无
法分辨不同的硬币、或反复

购买同一份食物但都不吃。
熟客洪女士（60岁，退
休）说：“贴纸的设计很吸
引人，里面的内容也发人深
省，我自己也会更加注意身
边患有失智症的老人。”
此外，每个摊位前面也
摆放着清楚的告示，提醒摊
主和公众如果看到失智症患
者，应该如何去帮助他们。

灌醉2台女轮奸
狮城4男逃牢狱灾
（台北讯）4名新加
坡男子去年底将2名台湾
女子带回出租处，将两
女灌醉，一名女子被其
中三人轮流性侵5次，士
林地院昨判刘玮城、陈
俊颖、王琨骏和林炜轩
各1年8个月到1年11个月
不等徒刑，但都获得缓
刑，不必坐牢。
刘玮城、陈俊颖和
王琨骏轮流性侵其中一
名女子，她为保护友
人，意识模糊之际还用
英文说出“don’t hurt
my friend！”3人在调查

期间互相推衍责任，法
院将3人裁定拘押，但8
月31日皆已交保，限制
出境，并试图与被害女
子洽谈和解。
法官指出，4人均
已与两被害女子达成和
解，两女也愿意原谅4
人，因此都宣告缓刑，
不过仍维持限制出境，
由于缓刑期间交付保护
管束，4被告都得定期向
执行检察官报到，检方
可以视状况改以驱逐出
境取代保护管束。
起诉指出，刘玮城

连氏基金总裁：

咖啡店桌上
贴宣传贴纸

▲碧山的金山嶺是本地首家失智症友善咖啡店。
智症患者的家人压力很
大，特别出外用餐时要
面对公众异样的眼光，

希望计划能够提高公众
的意识和包容心。”

碧山培训
三千失智症之友

李宝华
希望公众能
以平常心对
待失智症患
者，目标是
在碧山培训
3000名“失智症之
友”，让病症得到
正视。
连氏基金总裁

李宝华表示，国人
对于失智症仍存在
诸多偏见，也缺乏
照顾失智症患者的
意识。
为此，“勿忘
我”计划目前积极
和银行、公共交通
业者、餐营业者合
作，在全国培训了

刘 玮 城（ 黄 衣
者）、 王 琨 骏（前
排 黑 衣）、 陈 俊
颖（前 排 白 衣 者）
等人和解获判缓
刑。（互联网）

是在台的新加坡交换学
生，在台北市大同区租
屋。去年底因3名新加
坡同学到台相聚，并在
台湾游玩，刘玮城去年
12月10日在夜店结识一
名女子，双方留下line联
系，刘隔日便致电邀约
女子至租屋处，女子邀
请另一女性友人共同前
往，并决定聊天后便返
家，他们在客厅内饮用
啤酒并玩骰子游戏。
隔日凌晨，王琨骏
见刘玮城从夜店认识的
女子已呈现意识不清、

近两万名“失智
症之友”，让他
们学习如何为失
智症患者服务。
金山岭美食
集团总裁洪鼎良
则说：“失智症
影响很多乐龄人
士，而咖啡店也
是他们经常光顾
的场所，因此
希望能够帮助他
们。”

高庭敏

报道

koetm@sph.com.sg
从小患皮肤病，学华文又吃力，高
级律师次子八岁移民加拿大，直至快23
岁才回返新加坡。他昨天承认逃兵役，
目前还押候判。
高级律师陈志明次子陈仰恩（25
岁）面对三项触犯国民服役征召法令的
控状，包括两项未持有效出国准证留在
国外，及一项没有按照规定办理国民服
役登记手续和接受医药检查。
控方以一项控状加以提控，其余两
项由法官下判时考虑在内。他昨天在国
家法院认罪，目前还押候判。
案情显示，陈仰恩在新加坡出生，
因从小患有异位性皮肤炎、难以忍受本
地湿热天气，加上和哥哥都觉得学华文
吃力，于是八岁那年和母亲、兄姐四人
移居加拿大。因外国的工作机会有限，
他的律师父亲陈志明长年留在本地工作
养家。
12岁半那年，陈仰恩获得加拿大国
籍，拥有新加坡和加拿大双重国籍。
因他未取消新加坡国籍，因此必
须遵守国民服役征召法令，包括在16
岁起若要出国或留在国外，就必须获
得有关当局发出的有效出国准证（exit
permit）。
16岁那年，中央人力局向他寄出服
役通知。但他在无出国准证的情况下，
继续住在加拿大。
当时，他的父亲通过律师，申请让
他延迟至21岁服役，主要原因是他打算

在21岁时放弃新加坡公民权。
申请被拒绝，当局要他尽快回国，
解决逃役的问题，但他始终没回国。父
亲过后再次申请让他延期服兵役，同样
被拒。
直到2015年10月，陈仰恩在逃兵6
年4个多月，才回新入伍，原定本月28
日完成服役。其间，因皮肤问题，军务
等级从起初的B二度降级至E。
案件展期至下个星期三（11日）下
判，保释在外的陈仰恩认罪后，昨天自
愿被还押等候判刑。

哥哥也因逃役被判监禁
他的哥哥陈怀恩（28岁）同样因为
逃役，今年2月被判监禁16个星期，他
上个月撤销上诉申请，也在昨天入狱服
刑。
代表律师指，被告移
居加拿大后，就再没回新
加坡，打算长期移居，不
是有意逃兵役。
高庭今年中为逃役罪
行设下判刑基准，逃役两
年至六年者，面对两个月
至四个月的监禁。控方以
此为依据，促请法官判陈
仰恩坐牢至少三个月。
代表律师求情时则
说，被告移居加拿大后，
在外国完成中小学和大学
教育，显示他是打算长期
移居，而不是为了逃兵，
才跑到国外。
代表律师要求法官轻判他坐牢五
个星期就已足够。

逾3000德士司机跳槽
康福车队跌至8年新低

台北

晕眩状态，便将她带到
房间内性侵得逞，王琨
骏因酒后呕吐离开房
间，刘玮城见状随后进
房性侵，刘玮城出房门
后，陈俊颖随后也进房
性侵。
待陈俊颖离开房间
后，王琨骏又回到房内
性侵女子，女子向王琨
骏称“希望不要伤害我
的朋友”等语，但王琨

还押候判

被告打算长期移居

碧山—大巴窑集选
区议员钟奇雄今早出席
推介仪式时说：“计划
是打造更包容社区的整
体规划的一部分，希望
失智症患者继续是社区
内重要一份子。”
据了解，本地超过
60岁的人口当中，预计
有10％患有失智症，而
碧山东—汤申区内就有
5％的居民年龄超过80
岁，比全国的平均数多
出一倍。
曾照顾患失智症母
亲的陈依玲（57岁，行
政人员）则表示：“失

▲咖啡店桌
上粘贴宣传
海报，熟客
洪女士表示
提高了她对
失智症的意
识。

代表律师求情：

碧山推出本地首个
失智症友善咖啡店，摊
主和摊位助手接受培
训，学习如何帮助失智
患者，打造失智友善的
社区。
这项倡议由碧山
东—汤申公民咨询委员
会和连式基金的“勿忘
我”计划共同推出，今
天开始于碧山13街第
511座组屋的金山嶺咖
啡店推展。

在倡议下，咖啡店
的10个摊位中，每个摊
位都将有最少一名摊主
或助手接受一个小时的
一对一培训。
培训中，他们学习
如何察觉顾客是否出现
失智症症状，以及应付
失智症患者的方式，包
括如何与他们沟通。
鱼圆面摊位的摊主
李昌妃（50岁）就说：
“我们过去面对失智症
老人会手足无措，接受
培训后我学会如何去理
解他们的需要，帮助他
们。”

高级律师次子逃兵役

骏不予理会，待王琨骏
出房门后，刘玮城又再
度进房性侵。林炜轩见
另一名女性友人独自在
客厅内睡觉，便将她带
到二楼房间性侵得逞。
两女清醒后报案，4
人刚好当天离境，警方
立即通知航警局发布境
管，4人准备返国之际被
逮捕。

被私召车业者Grab推出的租车折
扣优惠所吸引，3000名康福德士司机跳
槽。康福德高的车队数量近几个月下跌
到八年来的新低。
据《海峡时报》报道，Grab一名
发言人受询时回应说，截至昨天，超过
3000名康福德高的司机已经通过招募活
动加入Grab平台，其中大多数签约为私
召车司机。
另外，Grab为了吸引康福德高德士
司机，把车租折扣优惠延长多一天直至
今天，这是Grab在数周内第三次给予车
租折扣优惠。
《今日报》报道，Grab指招募司机
的活动在过去两周延长了两次之后，原
本应该在昨天结束，但公司决定延长到
今天。
康福德高（ComfortDelGro）是我
国规模最大的德士公司，也是本地唯
一一家尚未与Grab正式合作的主要德
士公司。媒体早前报道，康福德高正与
Grab的对手优步（Uber）进行独家会

谈，但商讨到什么阶段外界所知不多。
根据陆路交通管理局本周公布的最
新数据，康福德高在今年8月拥有1万
5127辆康福和城市德士，数量连续八个
月下降。
自今年以来，康福德高减少1368辆
德士，占其车队总数的8.3%。
Grab通过手机简讯向成千上万康福
德高德士司机传递公司推出的优惠，承
诺在租车折扣优惠下，一些司机的租车
费用将减半。
Grab提出，如果司机加入与它
合作的五家德士公司的任何一家：
得运（Trans-Cab）、百胜（Prime
Taxi）、SMRT Taxis、宝威（Premier
Taxis）和宏达同（HDT），他们每天可
获得50新元回扣，优惠长达半年。这等
于节省约9000新元。
如果德士司机通过Grab成为
GrabCar私家车司机，他们将享有更大
的折扣，估计半年可节省约1万零120新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