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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儿童会副会长何乃殷

为受虐待儿童筑避风港

有国才有家，家和万事兴
善与国同在，济与民同心

热线：67441891
地址：610 Geylang Road S389549
网址：www.sianchay.org.sg

文／潘靖颖

能走出伤痛的孩童则令何乃
殷心疼，他透露曾有一名遭受
父母虐待的孩童，自小住进儿
童之家，性格乖巧。
中学毕业后，他们判断对
方能慢慢回到原生家庭，怎料
却接到其寻短见的噩耗。何乃
殷说很多时候，有的孩子表面
看似无恙，但心内创伤从未愈
合。
他们意识到解决问题，
需对症下药，加强孩童及家长
的教育，预防出现更多受虐孩
童，陆续推动教育课程。

尚穆根昨天在忠邦
如果公众不信任媒体，势必会连
民
众
俱
乐部接受媒体访
带影响他们对政府和政治领导的信
问，表达对新加坡报业控
任，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指
股集团宣布重组媒体业务
出，一旦走到丢失互信的地步，那
的看法。（李健玮摄）
“大家都完了”。
《联合早报》报道，尚穆根昨天在
忠邦民众俱乐部出席社区活动后接受
媒体访问时，针对新加坡报业控股集团
（SPH）星期四（6日）宣布重组媒体业
务的消息表达看法。
报业控股拟议把媒体业务转入一
家担保有限公司，以非营利模式经
营，消除作为上市集团的财务压力。
一旦获得股东支持，重组提案最快
可在今年第四季完成。到时，新成
立的“SPH媒体控股私人有限公司”
（SPH Media）可获取公共和私人的
资助。
由于通讯及新闻部事后表态愿意
拨款支持，引发一些公众质疑报业控
股的媒体未来是否还能保持独立新闻
作业。谈到媒体赢得公众信任的重要
性，尚穆根认为，这关系到新加坡的
生死存亡。
对于报业控股的重组决定，尚穆根指出，其实集团出
“这是极为重要的，不单是媒
版的报刊在吸引读者方面表现出色。
体，政府和各个机构都须要取得人们
的信任。在新加坡，政府费很大的力
他指出，在小小的新加坡，《海峡时报》、《联合早
气来保存和维持人民的信任，因为没
报》，以及其他报刊的总读者人数超过百万，但业绩却下
了信任我们就无法好好治理国家，不
滑，广告收益锐减。这是因为固有的经营模式行不通了。
能推行长期措施。”
“在广告收益崩塌这方面，《海峡》《早报》和报业
他以国际咨询公司爱德曼及民调
控股其他报刊与其他海外媒体面对一样的压力和逆风。许
机构YouGov的调查结果佐证说，相
较于欧美国家出现民众对媒体、政府
多国家的政府，如法国、北欧国家、澳大利亚，都在资助
和政治领袖的信任危机，本地媒体仍
当地媒体。若想拥有优质的新闻业，你别无选择。”
获得人们高度信任。
就报业控股重组一事，明天通讯
及新闻部长易华仁将在国会发表部长
们的新闻独立性。”
声明。
尚穆根觉得，伍逸松的反应与回答方式“非常不
在周四报业控股召开的记者会上，新传媒亚洲新
合适”，虽然他能以更强烈的措辞来形容伍逸松的冲
闻台数码记者提问有关SPH媒体资金来源和新闻工作
动反应，但是因为报业控股是一家上市公司，所以他
者专业操守是否会屈服于广告商的问题，引起报业控
在评价此事时须保持谨慎。
股集团执行总裁伍逸松强烈反应，事件过去几天在社
伍逸松昨天在答复媒体询问关于社交媒体上对他
交媒体上引起广泛讨论。
的措辞的反应时做了道歉。
尚穆根说：“提问的记者和她的总编辑费尔南德
他说：“我当时是在维护报业控股媒体长期以来
斯都知道，拿广告商的钱不代表媒体就不再 独立。如
十分重视的新闻操守，我往后还会继续那么做。我是
果真是这样，全世界多数的报章都 不算是独立的，因
个说话直率，不拐弯抹角的人，若有任何冒犯之处，
为事实上多数报章完全依 赖广告收入。不过，那名记
我为此道歉。很遗憾这件事分散了人们的注意，而非
者问了恰当和合理的问题。新闻工作者当然会关心他
专注在重组提案的好处。”

总读者人数逾百万

业绩却下滑

住宅大使 假消息！
入屋检查？
刘丽敏 报道

sanliew@sph.com.sg

女子穿着印有住宅大使
（Estate Ambassador）
字眼的上衣，正在组 屋
区行走。
义顺市镇会昨天在面簿上
贴文澄清，简信是假消息，并
强调，当局的住宅大使是不会
进行冠病住家检查（COVID
house checks）。
贴文指出，住宅大使是到
义顺一带，检查卫生与维修问
题，确保为居民提供安全清洁
的环境。

●24小时新闻热线：1800-8227288/91918727

Wechat/WhatsApp传照片：91918727

假消息指开斋节将至，当
局工作人员会到住家检查，义
顺市镇会澄清，是检查卫生与
维修问题，并非入屋执行冠病
安全管理措施。
Whatsapp近日有一则简信
流传开来，内容写道：“至 所有
的朋友，开斋节将至，请小心这
些人，他们会入 屋检查”，除了
简信，还有一张照片，照片中的

▲义顺市镇会贴文澄清，当局住宅大使不
会进行冠病住家检查。（取自义顺市镇会面簿）

为配 合 国家 政
策，感谢建国一代对
国家建设的付出，感
恩回馈他们。善济医社设立建国
一代医疗基金。建国一代年长者
到善济医社12间分社看诊、拿药、
推拿、针灸完全免费。

感恩他们

全部
建国一代年长者 免费

●60岁以上的年长者，
拿药每天只需1元5角。
●60岁以下的居民，
拿药每天只需3元。

文／庄秀慧

固有经营模式已行不通

他国政府也在
资助当地媒体

善济医社12分社

问 诊 免 费

尚穆根:

何乃殷 指出，孩
童所蒙受的伤害可分
为肢体和心理方面，
随着时代 的改变，孩
童面对的问题也有所
不同，如网络霸凌。
目前他们在教导
学前教育儿童如何分
辨 性侵 犯，何乃殷表
示教导孩子辨认触碰
是否令人不适，可让孩
童在问 题出现 时，及
时向父母反应。
他 表 示 许 多父母反
对，认为没必要过早让孩
子接触性教育，但他认为
出发点是为了保护孩子，
只 能 一 步 步 来 ，逐 渐 改
善。

随时代改变

目睹受虐儿童多次出入医院却
感到无能为力，新加坡儿童会副会
长何乃殷留学返新，为受虐及被忽
视的儿童打造避风港，忆起无法走
出伤痛而自寻短见的孩童，他感叹
心疼不已。
涉足儿科领域逾45年，竹脚妇
幼医院儿童发展部门资深顾问医生
何乃殷教授（72岁）身兼多职，除了
在中央医院新生儿与发展医学部担
任荣誉顾问医生，也是新加坡儿童
会副会长。
选择儿科绝非偶然，何乃殷透
露，最初是追随了对他影响深远的

孩童问题

5 价值观：宽容 大爱 慈悲 感恩 祝福

教授步伐，在儿科实习六个月也触
及妇产科，逐渐习惯和小孩打交
慈善和民
道。
间团体要克服的，不
即便 到其他医科部门实 单是公共教育问题、
习，若有孩童或青少年病患，
法律的保障，更多是
都由他负责，因此选择儿科也
在社区内推动计
算顺理成章的事。
他透露，学生时期接触虐童 划……
的案例，到后期在医院看见许多受
虐的孩童进出医院，却无能为力。
的组织，包括新加坡儿童会。
“当时我们虽然知道问题真实存
“慈善和民间团体要克
在，但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这个问题
服的，不单是公共教育问题、
太大了。”
法律的保障，更多是在社区内
直 到何乃殷 到加 拿大多伦多的
推动计划。”
Sickkids病痛医院接受训练，看见急诊
为此他们设立晨曦儿童
室设立特殊部门，协助疑似遭虐待或
之家，组织如其名，为受虐和
被忽视的儿童，保障孩子的权益，才有
被忽视孩童打造庇护所，让他
了具体方向。
们的生活能重见阳光，多数也
当他 返 回 新 加 坡，恰 逢 参 与了
慢慢走出伤痛，在步入社会、
1985年的受虐 及被忽视孩童检讨工
组 织家庭 后，时不时回来探
作，首次针对相关课题进行资料搜集，
望，也带儿童之家的儿童出外
并于1987年正式提呈报告，与政府合
游玩。
作推动多项计划，协助这些孩童。协助
虽有成功案例，但那些未

农历辛丑年三月廿八
影。（受访者提供）
家年末派对，和参与的青少年合
何乃殷2009年参加晨曦之

大爱行

星期日 Sunday

何乃殷教授。（档案照）

新善

09.05.2021

每天进行30分钟中等程度的运动，如健走、游泳或骑
脚踏车，对健康有好处，但不少人也对运动时心脏

出现问题而感到担忧。若运动时心脏出现问题，会有什
么迹象？本报《活得好》请心脏专科医生解析。

天天健康

运动时怎知是

心脏拉警报？

运动时若呼吸
不顺、胸口疼痛，
就应提高警惕。
（档案照）

在身体状况允许，适
当运动对健康确实有帮
助，鹰阁医院哈雷街心脏
和血管中心心脏专科高级
顾问医生Rohit Khurana
说，研究显示，80岁以
下的人群，若有长期运
动的习惯，患心脏病的
风险较低。
虽然运动的风险很
小，但若之前曾心脏病发作
或有心脏疾病风险因素（年
纪、家族史、高血压、高胆

固醇、吸烟史等），就应提
高警惕。若有任何疑问，建
议寻求医生的意见。
运动时需留意的迹象，
包括：
■胸口不适。
■呼吸急促、伴有（或
无）胸部不适
■头晕。
■心律异常。
■身体其他部位有不适
感，如手臂、背部、颈部或
下巴等疼痛。

为下车辱骂鸣笛司机

武吉班让

德士叔车停 路中央

李妙楠 报道

miaonanl@sph.com.sg
●24小时新闻热线：
1800-8227288/91918727
Wechat/WhatsApp传照片：
91918727

德士叔不满被鸣
笛，下车辱骂后方司
机。
这起纠纷发生在
前天（7日），地点
是靠近武吉班让小贩
德士叔还向后方司机比中指。（取自面簿）
中心的武吉班让路。
事发经过被后方
德士叔十分不满地停车，开了窗向后
司机的行车记录器拍下，之后被上载至SG
方司机比中指，接着行驶了一段路后再次
Road Vigilante面簿，引起热议。
停车，直接在马路中间下车，走到后方司
从视频中可见，两辆车原本并列行
机车辆开骂。
驶在武吉班让环路（Bukit Panjang Ring
视频引起网民热议，纷纷谴责德士
Road），后在路口处转左驶入武吉班让路
叔，“他以为马路是他家的”，还有网民
时，德士叔突然更换车道，险些与后面=方
表示德士叔不该在马路中间突然停车，应
司机发生碰撞，司机当下鸣笛，相信因此
该被举报这种行为。
激怒德士叔。

前夫不断骚扰

法律
信箱

难道我天天报警？

求救者问：
小 妹申 请 的 离 婚，1 0月11日
法 庭 已 批 准 ，也 发 了“ I n t e r i m
Judgment”。3个月后应该可以申
请到“Final Judgment”。请问我
是否已算离婚？因为我的前夫到现
在还是到处声明我还是他老婆。在
此请问：
1）什么是“Interim Judgment”？
2）“Final Judgment”又是什么？
3）这两者之间的3个月期间，我是什
么身份？还是他老婆吗？
4）前夫是否还可用丈夫的身份，对
我步步跟踪，和控制我？
5）什么是（PPO）？有什么作用？为
什么我申请了，就因为当天他没出
庭，我的PPO也没申请到。他到我工
作与住家闹事，警察抓了他，第2天
他保释后，又到我家来吵。我问法庭
的职员，他们说会安排我们一个月后
才再上法庭，并说有事可随时再报
警，可我总不能天天报警吧？

许海强大律师答：
你所提出的问题，简复如下：
1）“Interim Judgment”是“法庭的临时判决”。
2）“Final Judgment”是“法庭的最终判决”。
3）两道法令之间的3个月期限，主要是让任何
一方因为其他与婚姻有关的事项，对法庭的临
时判决提出异议。在这期间，技术上来说，双
方尚未正式离婚，名义上仍是夫妻。
4）家事法中，不允许丈夫或前夫，步步跟踪太
太或前妻，或对后者造成骚扰，忧虑或苦恼。
受害者可向法庭申请“个人保护令”（Personal
Protection Order，简称PPO）。依我看，你没
有成功申请，并不是因为他没有出庭，而是你
没提供充足的证据（例如医药报告）证明他对
你施加“家庭暴力”，即身心灵的伤害、蓄意
以及持续性的骚扰或非法禁锢等。
5）他虽然被担保在外,不过每次来骚扰，你都
可以报警。如果屡劝不改，法庭会重罚他。
2014年，国会通过《防止骚扰行为法令》
PROTECTION FROM HARASSMENT ACT
(CHAPTER 256A)。犯法者可能面对5000元罚
款或是6个月到一年的监禁，或两者兼施。详细
的条文将会在下星期的专栏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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