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新加坡

2015年10月15日

新加坡10月 15 日天气概况

吉隆坡
古晋
诗里巴加湾
雅加达
峇厘
曼谷
清迈
仰光
胡志明市
河内
马尼拉
宿务

气象署昨晚6点半的天气预测。

气温

26 33

东南亚

潮汐
1203am
2.9m

星期四

东北亚
25/33
24/33
24/32
26/35
24/30
24/32
20/27

北京
上海
成都
昆明
厦门
汕头
香港
台北
高雄
东京
大阪
首尔

10/25

街访街坊

17/26
16/28
10/23
22/29
23/29

（15时－16时，宏茂桥3道201座楼
下华助会中心，免费）
《联合早报》和《联合晚报》联
办，向年长者讲解过去一周天下大
事和小新闻。

（今明两天：19时30分／17日：14
时，至17日，滨海艺术中心音乐
室，门票：18元）
南洋艺术学院和拉萨艺术学院舞蹈
系学生呈献。
售票处：SISTIC（63485555）

玛雅舞蹈剧场
“CReations
choreographers”专场
（20时，至17日，月眠艺术中心黑
箱剧场，门票：30元）
展演本地和本区域五名年轻编舞人
的作品，包括新加坡的梁兼豪、
符韵颖、Peter Gn、印尼的Danang
Pamungkas、日本的Rianto，都将围
绕着“虚伪”的主题，用舞蹈艺术
反映社会现实，探讨现代人情愿或
不情愿的“虚伪”心态和行为。
网址：www.mayadancetheatre.org

摄影

网购物，因此决定报读理工学院的网络安全课程。

陪你看报纸

舞蹈节：
“下一代”专场

蔡婉婷

曾经因为皮肤过敏而辍学的林伟明，遭遇过信用卡被人盗用来上

讲座

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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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龄生升学不怕晚

19/27

空气污染指数
24/33
21/26
成长三角概况
PSI
24/33
21/27
马六甲
90-103
22/30
14/22
新山
26/31
14/23
迪沙鲁
24/30
12/23
峇淡岛
根据环境局昨天
下午4时的数据。
民丹岛
最新天气：65427788／www.nea.gov.sg

今日触点

李蕙心

身材微胖的林伟明（25岁，
理工学院生）脸上总是挂着温和
的笑容，让人倍感亲切。身为超
龄生，他在和小他六岁的同学们
沟通时没有隔阂，但却比他们多
了一份世故和沉稳。
他是淡马锡理工学院网络安
全和数码策略专业文凭课程三年
级学生。数年前，他也曾是另一
所理工学院的三年级生，当年他
修读海事工程课程，但因为经常
接触化学品而引发皮肤过敏，无
奈只好辍学，提前入伍。
尽管如此，他没有放弃继续

升学。“服完兵役后，我觉得高
等教育很重要，我想继续读书。
刚好我在拍卖网站的户头被人盗
用，对方还用我的信用卡资料上
网买了300元的东西，所以我决
定报读网络安全课程。”
可是报考过程并非一帆风
顺，他的入学申请遭拒绝，让他
深感失望。两天后，校方又突然
打电话通知他已被录取，让他喜
出望外。
由于家里经济条件不佳，他
下课后当侍应生赚取零用钱，学
费靠政府津贴支付，虽然辛苦但

他坚持了下来。“我很喜欢这
个课程，所学到的知识能真正帮
助人们应对网络罪犯，很有满足
感。”
再过几个月，林伟明就要毕
业了，他希望能顺利进入大学，

虽然经费仍是一大阻碍，但他一
点也不气馁。“我会尝试申请
奖学金或政府助学金，如果都失
败，我会先工作几年，存够钱后
才念大学。”

展览
《图与画的记忆——
我们和李光耀》巡回展
（10时－22时，至31日，狮城大厦
1楼（Plaza Singapura），免费）
由《联合晚报》举办，以本地四种
官方语文呈献的展览，展出新加坡
报业控股和自由摄影师在国丧期
间，以镜头捕捉的珍贵照片，反映
举国上下如何通过不同方式送别李
光耀。

法定缴交本
（Legal Deposit）
（10时－21时，至11月1日，国家
图书馆大厦1楼，维多利亚街，免
费）

展品的出版年份横跨近百年，最早
的展品出版年份可追溯到20世纪初
期。展览分工商行业、影视娱乐、服
装时尚、教育学校、纪念特刊、政府
机构和新加坡生活方式七大主题。
电话：63323255

陈无忌《回》作品展
（11时－21时，至11月1日，复
兴艺术馆（MAD Museum of Art
&Design），东陵路10号1楼01号，
免费）
展出最新的40余幅画作，还带来了
与张稻跨界联合推出的N块原创艺
术腕表，将顶尖科技和卓越艺术进
行了完美的结合。
电话：67345688

“创造空间：电力站25年”
文献展
（10时－21时，至11月16日，国家
图书馆7楼，维多利亚街，免费）
展出电力站文献资料包括照片、演
出展览册子、座谈会记录、传单、
录音带、摄影底片、录像带等。

总统青年艺术家展
（10时－19时（星期五21时结
束），至2016年3月27日，新加坡
美术馆8Q展览厅，奎因街（Queen
St），公民和永久居民免费）
展出五名青年艺术家：洪松明、罗子
涵、王建斌、易赞（EzzamRahman）
及班尼（Bani Haykal）的作品。
电话：65899580

《共创家国》特展
（10时－19时，至2016年9月，国
家博物馆1楼展厅，史丹福路，公
民和永久居民免费）
以115件珍贵历史文物、史料和照
片等，呈现新加坡独立后首10年的
历史，一窥第一代领导人，包括李
光耀、吴庆瑞、林金山、韩瑞生、
拉惹勒南、奥斯曼渥等如何建国。

“人在江湖……”
蒋才雄个展
（In a Cowboy Town...）
（星期二至日：12时－19时（星期
日18时结束），至25日，Michael
Janssen画廊，吉门营房（Gillman
Barracks）9号2楼21号，免费）
展出13件作品。
电话：67348948

其他
公共服务节（Public
Service Festival）
（10时－20时，至17日，新达新加
坡会议中心4楼403展厅，免费）
包括展览、工作坊和互动活动，让
公众了解过去50年新加坡公共服务
的转型。
活动消息可寄交“今日触点”
负责人或传真至 63198121
电邮：zblocal@sph.com.sg
本地新闻热线：1800-7418383
发行部热线：63883838
分类广告：1800-2898833
广告：1800-8226382

被高龄义工感动
卓顺发当场捐两万

总统志愿服务及慈善事业奖旨在表扬个人与机构回
馈社会的努力。主办方今年共接获104份提名，共
有六个个人与机构获得殊荣。
胡洁梅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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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岁的严崇渊（左一）是新加坡乐龄义工组织RSVP的活跃义工，今年获颁总统志愿服务及慈善事业奖。和严
崇渊同时获奖的卓顺发（左二）欣赏他献身社会的精神，捐献两万元给RSVP。RSVP第二副会长米诺（右二）
在组织办公处代表机构接过支票，在场的包括RSVP执行理事长宋先培（右一）。（梁麒麟摄）

销量No.1保健季刊
 

最新一期

出版了！

“年长者不一定是无助的一
群，年长者也可以继续服务社会。
在参与志愿工作的当儿，我能保持
活跃与身心健康，这对我与家人都
有益处。”
严崇渊（76岁）希望通过自己
的分享鼓励年长者为社区贡献，他
在十多年前退休后，就到新加坡乐
龄义工组织（RSVP）服务。他参
与培训义工与宣导工作，获颁今年
“总统志愿服务及慈善事业奖”乐
龄人士类别的个人奖。
这名前工程师献身社会的精
神感动了另一名得奖者卓顺发（55
岁），慈善家卓顺发在记者会听到
严崇渊的分享后，当场表示要捐献
两万元给RSVP。卓顺发是“总统
志愿服务及慈善事业奖”成年人类
别的个人奖得主，他昨天将捐款支
票递交给RSVP代表。

回教青年为母校设奖学金
由全国志愿服务与慈善中心颁
发的年度总统志愿服务及慈善事业
奖，旨在表扬个人与机构回馈社会
的努力。主办方今年共接获104份
提名，是去年的三倍。
今年的个人奖首次分为不同年
龄层，鼓励老中青皆献身社会。共
有六个个人与机构获得殊荣，他们
昨晚从陈庆炎总统手中接过奖座。
除了严崇渊与卓顺发，另一名
得主是获青年类别奖的莫哈默法伊

扎（35岁），这名美国哈佛法学院
校友为母校务德中学（Bedok View
Secondary）与淡滨尼初级学院设立
奖学金计划，并在回教社会发展理
事会俱乐部服务。
团体奖方面，凯德集团
（CapitaLand）、以外籍劳工为主
要服务对象的HealthServe，以及帮
助弱势群体的“让希望活下去”
（Keeping Hope Alive）分别在企
业、非营利机构与非正式团体的类
别获奖。
卓顺发受访时说，他很敬佩严
崇渊奉献社会的精神。即使步入高
龄，他依然积极地为RSVP筹款。
卓顺发很支持RSVP鼓励年长者走
入社区，因此捐款支持。
卓顺发曾经营罗敏娜家具控股
公司，几年前却在事业高峰时把生
意全盘出让，创立罗敏娜基金会。
自2002年起，他的个人与企业慈善
捐款额已超过500万元。他在2008
年接管面临关闭命运的善济医社，
如今这家医社拥有八个社区诊所及
两个保健中心，为民众提供收费低
廉的医疗服务。
身为善济医社主席的卓顺发
说：“我感恩出身在贫穷的家庭，
它让我学习到感恩与分享，造就今
天的我。慈善是一种充实生命的动
力，体现生命的价值。”
严崇渊也认为，他在参与志愿
工作的过程中学习到如何与各阶层
人士有效沟通，提升自身的不足之
处。他是RSVP社会企业ProGuide主
席，为客户提供咨询服务等，盈利

滥用顾客名字注册SIM卡















50专家汇集 为您守护健康
访传染病名医梁浩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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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店老板“盗用”顾客名字
注册预付SIM卡，然后把卡卖掉，
其中至少八张卡落入大耳窿手中，
被他们用来从事非发勾当。
被告陈锦（38岁）案发时是勿
洛北一家手机店Tan Mobile老板。
他日前承认20项抵触滥用电脑和网
络安全法令的控状，法官昨天判他
坐牢六个月。
被告自2006年经营手机店，可
以通过预付SIM卡器注册SIM卡。
在注册过程中，被告必须扫描顾客
身份证或护照。

用于支持RSVP项目。
除了出力，严崇渊也出钱支持
RSVP、新加坡儿童会等机构。他
是前高级公务员严崇涛与严崇滔的
兄弟。

凯德希望基金助弱势儿童
凯德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长林
明彦为集团获得肯定感到荣幸，希
望这能启发更多机构投入志愿与慈
善工作。
凯德希望基金自2005年设立以
来，已捐献超过2300万元帮助弱势
儿童。凯德集团也积极鼓励员工从
事义务工作，职员去年投入的义务
服务时间多达2万8000小时。
在2007年创办的“让希望活下
去”则每个周末安排义工到各社区
探访租赁组屋居民，协助有需要的
家庭。创办人潘迎芬（45岁）希望
能鼓励更多人加入志愿行列，在为
他人带来希望的同时，也“富裕自
己的心灵”。
陈庆炎总统在表扬得奖者时强
调，新加坡至今所取得的成就有赖
于一个具凝聚力与包容性的社会。
“只要人民继续守望相助，照顾弱
势群体，我有信心国家在未来的日
子里能继续前进。”

我感恩出身在贫穷的家庭，
它让我学习到感恩与分享，
造就今天的我。慈善是一种
充实生命的动力，体现生命
的价值。
——总统志愿服务及
慈善事业奖成年人类别
个人奖得主、
善济医社主席卓顺发

手机店主判监六个月

2013年初，被告开始“盗用”
顾客的名字注册SIM卡。每次有顾
客到手机店注册预付手机电话线，
被告便暗中用他们的身份证注册多
几张卡。
被告将卡卖给没有工作准证的
客工，因为这些人无法用自己的名
字注册。此外，被告也将卡卖给那
些不想用自己的名字注册的顾客。
从2013年4月到2014年2月间，
被告利用10个人的名字，向三家电
信公司注册20张SIM卡，其中一人
的名字被用来注册五张卡。
主控官桑吉副检察司说，当
局规定预付SIM卡必须注册，以防
SIM卡被用做非法用途。被告的行

为导致SIM卡被滥用。有证据显
示，至少八张卡被查出跟非法放贷
有关。此外，被告的行为可能对无
辜者造成不便。
朱时生律师为被告求情时说，
被告那么做是为了为了注册更多
SIM卡，以达到电信公司定下的销
售额。若能达到销售额，便能获
得免费海外旅游奖励。此外，他
每多卖出一张卡，就能赚2元8角。
不过，以20张卡来说，如果全部卖
掉，也只能赚56元，这个数额微不
足道。
律师指被告是初犯，并在第一
时间认罪，促请法官判处短期监
刑。（人名译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