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兀兰

武吉班让

骑士高速蛇行 逆行 闯红灯

电动滑板车
‘玩命’
被拍

余思远 报道 eusiyuan@sph.com.sg
电动滑板车骑士完全不顾交
通规则，高速在车道中蛇行，多
次逆向骑车，还至少两次闯红
灯，违例行径被拍下！
有网民向Roads.sg面簿提供
了一段2分35秒长的行车记录器画
面。视频摄于日前一个傍晚，并
记录了在武吉班让一带，一名电
动滑板车骑士极为危险的骑车行
径。
根据视频，这名骑士穿着一
件外套和背着斜肩包，从车主的
轿车旁经过，骑士一开始就在逆
向车道骑滑板车。
骑士之后跨到逆向的另一条

电单车轿车相撞

19岁骑士抛飞送院

车道，再蛇行回到正
确的行驶车道，然后
高速往前，甚至超越
了前方的巴士。
轿车之后来到一
个交通路口，当时交
通灯呈红，骑士竟不
顾交通规则，直接右
转，场面惊险。
骑士被拍到违例在路
行车记录器在这
上行驶。（取自网络）
之后失去了骑士的踪
影，直到下一个交通
其他公路使用者造成威胁。网民
路口，骑士又被拍到两次闯红
Ivan更表示这是他见过行径最危
灯。
险的例子。网民Geeli更呼吁其他
这段视频上载后马上引起关
车主公开行车记录器画面，看有
注，网民纷纷炮轰这名骑士的危
没有人拍下骑士的正面，要把他
险行径，指他不只对自己，也对
人肉搜索出来。

陈利军 报道

电单车与轿车相撞，骑士当场
抛飞重摔，受伤送院。
这起车祸发生在周一（16
日）傍晚7时许，地点是在兀兰1
道和兀兰31街的交界处。
根据网民上载的行车记录器画
面，一辆电单车不知何故，与转弯
的银色轿车相撞，19岁骑士被撞
飞后倒在路中央。
视频上网后，引发网民热议，
有人指车主的疏忽，也有人说是骑
士的速度太快。其中，网民Jason
Teo表示，虽然转弯的轿车应负责，
但电单车骑士也应放慢速度，以避
免车祸的发生。

墨尔本市中心

汽车飙撞人群
现场传
至少3死20伤

儿童被拖百米
半裸司机被捕
事 件 发 生
后，救护人
员与警员围
在一名躺在
街 上 的 男
子。（路透
社）

枪声

墨尔本市中心今日有汽车冲上行人
道，造成至少3死20伤。有指现场曾
经传出多下枪声。（互联网）
警方表示
这不是一起恐
怖事件，但暂
时未透露更多
资料，只是说
仍然尝试了解
事件。
事发一带
路段经已封
锁，当局呼吁
公众远离现
场。警方也派
出全副武装的
警员在现场戒
备。
（路透社）
救护人员到场为伤者进行急救。

有在场人士指，当时场面混乱，大家
十分惊慌。她说：
“只听见‘砰’的一声，
然后大家开始逃跑。”
有目击者说：
“大家尝试阻止这个男
人，他开车不停转啊转，半个身悬在车厢
外。”
另有目击者表示，听见驾驶肇事前故
意踩刹车绕圈圈制造尖锐声。
此外，有一名在场的男子表示：
“婴
儿车上的儿童被汽车拖行100米。”他形
容该名儿童看来约3或4岁。
更 有人 形 容：“他（疑 犯）开红色
车及 大叫，有人尖叫，因为他看来像发
狂。”

警方：不是恐袭

（墨尔本讯）澳洲墨尔
本市中心今日有汽车撞向人
群，造成至少3死20伤，当中包括4
名小孩。当局经已拘捕一名男子，
当时他仅穿红色内裤。有报道指现
场曾经传出多下枪声。
事发在周五午饭繁忙时间，
一名男子开车撞向市中心伯克街
（Bourke Street）多名途人，伤者
当中部分人情况严重。
当时民众拍摄的影片可看出，
曾有警员挥舞警棍企图阻止这名
疯狂驾驶，但未能拦下车辆，而另
一段商店里的监视图像则显示，
路人惊慌逃进店内闪躲车子的冲
撞。
有目击者表示，有警车当时与
一辆红色私家车追逐，后者突然冲
向路旁一间商店，并把人群撞散。
当地目前正举行澳洲网球公
开赛，故挤满额外数以千计的游
客，赛事举办地点离现场不远。

tliching@sph.com.sg

民防部队发言人受询时证实，
民防部队接获通报后派遣一辆救护
车到现场，一名19岁男骑士被送院
治疗，意识清醒。
警方受询时证实这起事故，案
件在调查中。

▲车祸的
撞击力大，骑
士被撞飞后躺
在路上。（取
自网络视频）

探讨本地年长护理课题

女主持住疗养院
亲体验拍纪录片
林俐贤 报道
lixleng@sph.com.sg

女主持人亲身体验疗养
院生活摄制纪录片，反映本
地疗养院的现实，她认为长
者护理需更人性化。
连氏基金邀女主持人
安妮塔·卡普尔（Anita
Kapoor）参与关于本地疗
养院纪录片的拍摄，设定她
日常活动需要依赖他人照顾
并在去年10月，入住救世
军安乐之家疗养院两周。
45岁的卡普尔入住疗养
院六人共用的普通卧房，也
待在需长时间照料的依赖度
高长者卧房，起居饮食和个
人卫生都得依靠专人打点。
卡普尔透露，自己入住
疗养院后，就如心理医生为
她做的评估，感到无助而导
致自己变得消极。
“我在纪录片中所做的
评论，不是针对一家疗养院
而是整个体制，大众有必要
探讨本地疗养院及长者护理
的课题，整个制度需更人性
化，而不是单采用统一的方
法来对待和照料长者。”
连氏基金会总裁李宝华
表示，许多国人或许对本地
疗养院的运作不够了解、无
法设想长者居住的状况，及
没有想象这体制能进步的空
间。
“这部纪录片的主旨就
是让国人从使用者的视角，
了解疗养院的生活品质，希
望达到公共教育，能抛砖引
玉，引起公众提高对疗养院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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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主持人安妮塔·卡普尔体验疗养院生活时，每
晚睡前得被“绑住”，避免她晚上起身跌倒。
（图／截取自nursinghomes.sg）

列10改善原则
连氏基金邀公众提建议
连氏基金会项目经理林文祥表示，以我国多
达六家医院有列出“病人权益与责任”为例，基
金会列出10项针对疗养院的改善原则，希望业者
能积极参与采用，并邀公众给予建议。
这十项改善原则以保护长者隐私、自主能力、
尊重个人尊严及喜好，并鼓励反馈、审核、透明
化运作及个人责任感为准。
其中包括，已婚的长者有能选择同伴侣同
房、长者能自己做出护理及日常生活的决定，而
不是只由支付疗养院费用者决定。
救世军安乐之家疗养院执行理事长刘美兰则表
示，疗养院从去年底开始逐步改用新科技作为防
跌措施，例如有感应器的床褥、能降低至更接近
地面的床架。
“我们拨出50万元的款项来设置新措施，目
前有42名长者受惠，但也需各方的支持及拨款，
本地疗养院才能做出这些改善。”

感同深受 几度落泪
在长达70分钟的纪录片中，
卡普尔几度落泪，其中一次是
被指示穿上“防护手套”，每夜
睡觉时也得被“绑住”，她表
示感同深受长者的不自在。
护 理 人 员告 诉 她，如 果
长者不愿意穿，他们会一直劝
导，因为那 些 长 者 可能 会 拔
掉自己的进食管、或是抓伤皮
肤。

到了晚上8时的熄灯休息时
间，护理人员为卡普尔穿上防
跌 背 心，并 把 连背 心 两 侧 的
长绳，绑在床架两侧将她“束
缚”着。
卡普尔表示，她能明白院方
的出发点，但是整个衣料材质
和设计很不舒服，认为应该要
有更好的防跌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