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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润　报道
wangrun@sph.com.sg

　　“你讲我讲大家一起讲，敢敢
讲死，死都要讲！”
　　慈善机构连氏基金会（Lien 
F o u n d a t i o n ） 和 洪 振 茂 基 金 会
（ACM Foundation）联合推出“死
都要讲”运动，利用歌台做宣传，
鼓励华族年长者敢敢谈论善终相关
课题。
　　活动邀请歌台明星王雷和林茹
萍担任主持人，从这个星期天起举
办五场“死都要讲”歌台演出。首
场演出在牛车水广场，其他三场
分别位于淡滨尼地铁站旁（5月16
日，星期五）、兀兰第32街第336
座组屋旁（5月25日，星期天）和
永安路第367座组屋旁（6月4日，
星期三），第五场歌台地点有待确
定。每场歌台都在晚上7时开始。

　　两名主持人将以轻松幽默的方
式引导观众思考和谈论“人生大
四”：谈论善终，告诉家人想要的
身后事，有何心愿未了，如何立遗
嘱等；谈论临终关怀，告诉家人想
要怎样的医疗护理和疼痛管理，如
何改善临终病人的生活素质；谈论
留爱，学习宽恕与放下，向最亲的
人说对不起、谢谢你、请原谅和我
爱你；谈论善活，懂得珍惜眼前生
活，活得积极，活出精彩。
　　宣传运动也包括在歌台现场分
发印有“人生大四”的小册子，以
及播放由王雷和林茹萍特别录制的
“死都要讲”MV。这个视频也将
从明天起在社交媒体播放。
　　宣传运动也与志愿福利团体关
怀社区服务合作，推出华语热线，年
长者可拨打1800-3535-800与受训义
务辅导员谈论这些课题。这个热线
在宣传活动结束后也将继续开放。

　　连氏基金会上月初公布最新的
死亡态度调查显示，新加坡华族年
长者对临终护理的了解较其他种族
年长者低，但超过八成欢迎更多与
临终护理和善终相关的公共教育。

在轻松环境谈论严肃课题
　　连氏基金会总裁李宝华说，
“死都要讲”运动是对调查结果的
一种回应，歌台形式对年长者有很
强的“说服”功效，希望通过歌台
的黑色幽默、五光十色、笑声歌
声，让人们在轻松的环境中谈死亡
这个严肃课题。
　　他也用福建话给了四个号码
“0484”，说明人不会因谈死而
死，鼓励大家积极面对这个课题。
　　洪振茂基金会创办人，洪振茂
寿板店第四代负责人洪子谦根据自
己在殡葬业的经验说，很多人因害
怕而回避死亡课题，但最终因没有
交代永留遗憾。
　　他说：“谈论死亡不只是交代
身后事和遗嘱，也包括为人生画上
有意义的句点，与亲人建立有意义
的联系。”
　　王雷自称是非常迷信的人，从

来不会在歌台谈这么“不吉利”的
话题，但他最终被说服，承认善终
课题的重要性。他也因此召开家庭
会议，交代妻儿想要的后事形式、
钱放在哪等。
　　首场歌台刚好在母亲节，王雷
将用母亲的故事，告诉大家谈论善
终的必要。他说，母亲辛苦一辈
子，后来得了肺癌，全家人瞒着
她，把她40万元的积蓄用来治病，
最终也只活了两三年。
　　他说：“我们当初应该征询她的
意见，让她在最后两三年享受想要
的生活，不应让她在去世时都不知
道一辈子的积蓄都用在医病上。”
　　林茹萍也说：“人来到世上是
偶然，但走是必然。每个人都要经
历死亡，没什么可怕，最重要是要
有计划，有交代，不要最后出现
‘你在天堂，钱在银行，子孙在公
堂’的局面。”
　　年长者李文豪（67岁，保险公
司区域主管）认为宣传活动有意
义，但他认为，歌台形式有局限，
宣传也应以身为子女的年轻一代为
对象，因为很多父母还是信任子女
的意见和态度。

歌台明星王雷和林茹萍将担任“死都要讲”歌台主持人，以轻松幽默的方式引导观众思考和谈论“人生大四”。（陈渊庄摄）

慈善机构连氏基金会和洪振茂基金会联合推出“死
都要讲”运动，邀请歌台明星王雷和林茹萍担任主
持人，从这个星期天起举办五场“死都要讲”歌台
演出。

新民路发生致命车祸
一老妇丧命一青年重伤
苏文琪　报道
suwenqi@sph.com.sg

　　新 民 道 前 天 发 生
致 命 车 祸 ， 罗 厘 在 交
通 灯 前 撞 倒 一 名 七 旬
老 妇 和 一 名 青 年 。 老
妇 送 院 后 不 治 身 亡 ，
青 年 则 在 加 护 病 房 留
医，情况不乐观。
　　这起交通意外发生
在本月5日上午7时18分
左右，地点在新民道往
新民通道方向，靠近第
407座组屋的交通灯控
制人行道。
　　据了解，当时72岁死者邱泉景
（译音）和伤者田康帆（18岁，学
生）正在过马路，一辆罗厘不知何
故撞上他们。两人当场陷入昏迷，
被紧急送入陈笃生医院抢救。
　　邱泉景过后因伤重不治，她的
亲友昨早到殓尸房办理认领手续
时，神情凝重，不愿受访。
　　伤者田康帆是义安理工学院学
生，今年刚入学，在家里三兄弟中
排行老二。
　　田康帆的母亲是一名摊贩。她
昨天在医院告诉《新明日报》，儿
子是在上学途中出事的。她说，儿
子平常从住家步行到新民路的巴士
站，搭乘巴士到学校。

　　她哭着说：“我并
不责怪罗厘司机，只要
儿子好起来。”警方受
询时说，55岁华族罗厘
司机正在协助调查，并
吁请目击者联系警方，
提供线索。
　　另外，田康帆的
亲友都到网上留言，
希望他能安然度过这
次难关。伤者表哥就
在面簿上透露，表弟
的头部受重创，伤况
一直未见起色。
　　他说，医生告诉
家人，表弟很可能脑

死，所以昨天安排进行两次脑部扫
描，以便确定诊断结果。据了解，
第一次扫描的结果并不乐观。
　　前天上午7时30分左右，武吉
知马高速公路朝兀兰方向的路段也
发生一起致命车祸。26岁马来男子
阿菲克骑电单车时，与载送工人的
私人巴士发生碰撞，当场身亡。
　　死者遗孀西蒂（29岁）双眼红
肿，昨天在殓尸房受访时说，丈夫
是在下班回家路上发生意外。
　　两人去年刚结婚，如今妻子怀
孕已五个月，丈夫却魂断公路。
　　巴士司机因疏忽驾驶导致他人
死亡遭警方逮捕，目前保释在外。
案件还在调查中。

　　本地一共有170所中学，据
《逗号》统计，每10所学校里，
必定有一所的校名会出现“德”
字，每11所会出现“圣”字，每
15所会出现“华”字。
　　为什么某些字在校名中那么
常见？古往今来的校名中，又能看
出哪些社会变迁？本期《逗号》探
讨校名背后的故事与意义。
　　母亲节要到了，还在为送妈
妈什么礼物而烦恼吗？亲自为妈
妈下厨，烹调一顿简单可口的晚
餐，就是一个不错的新鲜选择。
这次“潮流达人”来到Pala te 
Sensations烹饪学校，带领大家
学习如何为妈妈亲手准备一份爱
心餐。

《逗号》目前只接受学校订阅以
及在巴士转换站内的buzz pod售
报亭出售。有意订阅的学校，可
拨打63198533或电邮ccarmen@
sph.com.sg询问。

陈婧　报道
jingchen@sph.com.sg

　　“如果没有遇上刘老师，我的
人生将和现在完全不同。”
　　谈起刚刚去世的恩师，李碧珊
（34岁，钢琴老师）的眼泪不禁夺
眶而出。对她和其他许多人而言，
思励中学体育和课程辅助活动部主
任刘爱明就是一位改变他们一生的
良师兼益友。
　　46岁的刘爱明上个月20日在
家中爬梯视察厕所装修情况时失
足跌落，昏迷两周后于上星期天
（4日）宣告不治。自从得知老师
住院后，李碧珊天天都到医院探
望她，这几日更是每天造访三四
次灵堂，但她仍觉得这无法表达

自己的哀思。
　　李碧珊回忆，自己20多年前在
东景中学读书时是英式女篮队员，热
爱打球却疏于学业。身为球队负责
老师的刘爱明为了帮助她提高成绩，
在休息日还义务为她补课；就连远赴
英国进修期间，刘爱明也经常给李碧
珊写信，鼓励她要努力学习。
　　李碧珊说：“在那之后很长一
段时间，我都不停地翻看刘老师的
信，从她的话语中汲取勇气和力
量。”就在两个月前，李碧珊才第
一次介绍母亲和刘爱明见面，没想
到这一面竟成诀别。她说：“刘老
师的去世对我打击很大，我只能努
力成为像她一样的好老师，把她的
精神延续下去。”
　　刘爱明的丈夫郭锡鸿（56岁）

说，妻子住院两周以来，每天都有
许多学生来探病，还有很多人在她
的面簿留言，其中既有20多年前的
第一届学生，也有才教了四个多月
的学生。据了解，思励中学为了方
便学生前来悼念，还特别调整了期
中考试时间。
　　郭锡鸿望着摆满灵堂的花篮感
叹：“看到这么多花篮，别人还以
为我是有钱的生意人，哪里知道这
些都是学生和学校送的。”
　　在同是教育工作者的郭锡鸿眼
中，刘爱明既是认真负责的好老
师，更是无可取代的人生伴侣。他
说：“别人常说不要把工作带到生
活中，但我们经常在家里谈教育课
题，给彼此提建议，因为这是我们
共同的热爱。”

　　郭锡鸿透露，身为圣尼各拉校
友的刘爱明可以选择回校任教，但
她却一直坚守在邻里中学，“因为
她认为这些学校的学生更需要帮
助”。他说，刘爱明常常备课到深
夜，前不久学校举办越野赛跑时，
她还亲自制作了30页幻灯片，到每
间教室向学生们讲解注意事项。
　　郭锡鸿为妻子受学生爱戴感到
欣慰，并希望她的事迹能激励更多
老师努力教书育人。他说：“太太生
前曾说她没什么朋友，死后不要摆
灵堂，火化后把骨灰撒进大海就好。
但我看到这么多学生来探望她，就
知道她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所以
只有这一次，我不会听她的。”
　　刘爱明将在明天中午12时出殡
到万礼火化。

不少刘爱明的学生前往灵堂悼念恩师，师生们敬献的花篮摆满了灵堂。
（程友明摄）

好老师意外跌倒逝世　历届学生纷往悼念 

前天在新民道车祸中受
重伤的田康帆，在家人
眼中是个 体贴孝顺的
孩子。（家属提供）

魏瑜嶙　报道
elynh@sph.com.sg

　　一名男子运载漏税香烟时遭关
税局人员驾车围捕，他为了突围逃
走，不顾一切驾货车窜逃，结果货
车与一辆关税局人员驾驶的汽车迎
头猛撞起火，驾车关税局稽查员右
眼受创失明。
　　被告再尼（38岁，送货司机）
因运载漏税香烟和妨碍关税局人员
执法等，被控三项抵触关税法令的
罪名。此外，他在拒捕时毫不减速
地冲向关税局稽查员驾驶的汽车，
导致对方严重受伤，同时被控一项
行为鲁莽危害他人性命的罪名。
　　再尼昨天在法庭被判坐牢2年
半，吊销各级执照5年。
　　再尼自去年中开始为一名外号
叫“Bong”的男子载货。
　　去年8月3日晚上约10时，再尼
接获一名男子来电，对方自称是
Bong的朋友，要他到西海岸公园的
露天停车场取货车，驾驶到班丹路
去取货，再返回停车场。事成后可
获得80元酬劳。
　　隔日凌晨2时20分左右，再
尼驾货车抵达班丹路一个货仓，
几名男子出现，把多箱货物搬上
车。他下车查看，知道车上放的

是漏税香烟。
　　凌晨2时45分，再尼要驾货车
离开，没想到已落入关税局人员的
围捕圈套，其中两名驾车挡着货仓
大门，另外有两辆车尾随再尼的货
车。再尼见有十多个人冲出车来，
要他停车，心知事情不妙。
　　他不顾关税局人员挡着大门的
车子，驾驶货车快速右转，先撞上
一辆车，接着再猛撞上第二辆由关
税局稽查员哈菲兹（30岁）驾驶的
汽车。猛烈的冲击力导致汽车车头
起火燃烧，在场的其他人立即用灭
火器灭火。
　　几经挣扎，再尼和另外两名男
子当场被警察逮捕，有一名嫌犯逃
脱。但他们的一举一动已被闭路摄
像系统拍下。
　　哈菲兹眼部受创，右眼眶骨
裂，目前眼睛只剩下5％的视力。
他所驾驶的汽车报废，总财物损失
约六万元。
　　执法人员从货车上搜出约312
公斤的漏税香烟，逃税额近11万
元。这批私烟由一艘印度尼西亚拖
船拖运来本地。
　　控方指出，被告不顾所设的路
障，毫不减速地鲁莽驾驶导致受害
人严重受伤，加上涉及的私烟数量
不小，这些都是加重刑罚的因素。

第17期《逗号》　
校名以“德”为贵？

胡洁梅　报道
ohkm@sph.com.sg

　　受贿者如果不是在另一方诱使下收取贿
金，能否构成贪污罪？
　　控方就两起贪污案件裁决的法律问题向最
高法院上诉庭提出上诉，控方认为这两起由高
庭法官朱汉德裁决的案件，有涉及公共利益的
法律论述须理清。
　　其中一起是宜家特许经营商IKANO的前经
理龙家宝（52岁）所涉及的贪污案。他被指
在2003年1月与2009年7月之间，向食品供应商
林金成收取234万多元贿金，以协助公司AT35 
Services与Food Royale Trading取得宜家餐厅订单
的酬劳。
　　他在国家法院被判坐牢98周后，上诉要求
减刑，结果高庭法官朱汉德裁决他无罪，不必
坐牢。
　　涉案的还包括另一名商人郑福文，这名商
人与林金成被指共谋贿赂龙家宝，两人已被法
庭定罪。宜家也通过民事起诉这两人与龙家
宝，案件在高庭和解。
　　根据朱汉德去年9月发表的判词，龙家宝
未涉及贪污罪，龙家宝只是利用自己在公司的
职务，暗中牟利。他的行为是错误的，但那不
构成贪污罪行。涉案者必须是受另一方诱使收
贿，才能构成贪污罪。
　　龙家宝与林金成策划赚钱计划，而不是被
他人诱使犯案。龙家宝与林金成等人共享赚钱

计划的利润，这有别于一般贪污的付款安排。
　　副检察司陈建伟昨天代表控方上诉，针对
法官的上述论点提问。他指出，朱汉德的裁决
将受贿的定义局限于“被动”地收取贿金。
　　他以交通警察向犯案者收取贿金的例子说
明：“如果按照‘受贿者为被动一方”的论点
来看，那这名交警岂不是不能被定贪污罪，这
显然不对。”
　　另外，控方也表明，龙家宝与另两名涉案
者在赚钱计划中共享利润，不代表这笔利润不
构成“贿金”。
　　控方要求法庭针对这起贪污案所涉及的法
律问题表态，避免案件的裁决影响我国防止贪
污工作的有效性，同时确保高庭的裁决不会对

国家法院造成混淆。
　 　 在 另 一 起 贪 污 案 中 ， 希 捷 科 技 国 际
（Seagate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一名前高级
主管张楚夏（64岁）被指接受一家公司的股票
和57万多元贿金，原本被国家法院判坐牢六个
月。他向高庭提出上诉后，高庭法官朱汉德判
他贪污罪名不成立。
　　张楚夏在审讯答辩时承认持有Biforst股票以
及接收款项，但称没为此协助对方取得公司合
约。他指自己所收取的57万6225元是Biforst派发
的股息。
　　朱汉德法官在去年9月发表的判词中说，
张楚夏支付6000元购买股票，然后定期收取利
润，他称那是股息，而控方则指那是贿金。由
于控方证据不确凿，无法证明Biforst董事把股票
转到张楚夏名下，是为诱使他或作为协助Biforst
取得希捷公司合约的酬劳。因此，有关股票转
移的交易并未存在贪污意图。
　　周祥泰副检察司昨天针对裁决的法律问题
上诉时说，即使涉案者以一笔钱购买股票，这
不意味这项股票交易未存有贪污意图。在决定
一项交易是否构成贪污意图时，应考虑其他相
关因素如涉案者接受交易的动机等。
　　针对控方的上诉，分别代表龙家宝与张楚
夏的辩护律师SK古玛以及巴楚莫汉星（Bachoo 
Mohan Singh）皆指出，控方所提出的问题未
构成涉及公共利益的法律问题。
　　由上诉庭法官赵锡燊、潘文龙与郑永光组
成的三司择日做出裁决。（部分人名译音）

受贿者未受诱使等于无罪？
控方以涉及公共利益对两涉贪案提出上诉

原先被国家法院判贪污罪名成立的龙家宝（右）
与张楚夏（左）上诉得直，控方针对裁决涉及的
法律问题向最高法院上诉庭提出上诉。

（档案照片）

运漏税烟突围时撞伤人
男子判监2年半吊销各级驾照

鼓励年长者敢敢谈善终

歌台宣传“死都要讲”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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