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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国光：要消除业者担心因食物中毒被控疑虑

餐饮企业捐良好食物应豁免法律追责
委员会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若捐赠者遵守食品安全和
卫生法律、行事诚实，而且食物在捐赠时还可安全食
用，超过 80 ％的受访者同意，捐赠者无须在出现食品质
量问题后承担民事法及刑事法律责任。
李庚洧

报道

义顺集选区议员黄国光将向
国会提呈个别议员法案（Private
Member's Bill），要求政府考虑立
法，保护那些把卖剩食物捐给慈
善团体的餐饮企业，若捐赠时食
物质量良好，就可豁免民事或刑
事法律责任。他希望这能够鼓励
更多餐饮业者捐赠剩余食物，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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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餐饮业者乐意将卖剩的
食物捐给慈善团体，减少食物浪
费的同时也能行善，但却因为担
心若捐赠的食物导致食物中毒会
被民事或刑事法律追责，宁愿丢
掉可食用的食物也不敢捐出去。

少食物浪费并且帮助有需者。

委员会希望明年
能把法案提呈给国会
黄国光去年9月组织一个立法
检讨委员会，由非政府组织、社
会企业、基层领袖，以及国会议
员，三巴旺集选区议员傅丽珊、
马西岭—油池集选区议员苏慧敏
和荷兰—武吉知马集选区议员谢
秉辉组成。
去年10月至今年2月，委员
会与多名利益相关者针对这个课
题展开咨询，其中包括餐馆、酒

店、社会企业、食品制造商、分
销商、批发商、物流公司、超
市、食品商、面包店和非政府组
织。
委员会在今年7月30日至9月
12日展开线上公共咨询，334名公
众完成调查问卷。
委员会昨天公布的调查结果
显示，若捐赠者遵守食品安全和
卫生法律、行事诚实，而且食物
在捐赠时还可安全食用，超过
80％的受访者同意，捐赠者无须
在出现食品质量问题后承担民事
法及刑事法律责任。

黄国光昨天在线上记者会上
透露，委员会与政府机构的磋商
还在进行，委员会也计划进行第
二轮公众咨询，希望能在明年把
法案提呈给国会。

提议为餐饮业者
设立认证机制
黄国光指出，一些餐饮业者
也提议为处理食品捐赠的慈善机
构设立认证机制，在免除民事或
刑事法律责任的同时，希望慈善
机构清楚如何处理商家捐赠的食
物，确保食物在转发给受益人前

不会被污染。他说，这能够为捐
赠食物的餐饮业者提供一些额外
的保障。
不过，调查结果发现，只有
50％的受访者同意处理食品捐赠
的慈善机构应得认证。
对此，黄国光说：“我们
接下来将会与处理食物捐赠的
慈善机构合作沟通，了解他们
的担忧。他们也许认为认证太过
规范，获得认证可能会困难。其
他问题包括，处理食物的志愿者
是否须参加课程、课程该多长
等。”

“琵琶仔”何桂棉遗产分捐三机构
刘钰铃

报道

lyuling@sph.com.sg

年仅18岁就从香港卖身来新
加坡当“琵琶仔”，何桂棉从未
因自己曾是青楼女子的身份而自
怨自艾，而是热心服务社会。晚
年时，她仍省吃俭用，只为能在
过世后将所有积蓄全数捐献给社
会服务机构，继续为社会作出贡
献。
艺名月小燕的何桂棉在86岁
时立下遗嘱，将毕生积蓄均分为
三份，捐献给广惠肇留医院、新
加坡创价学会和新加坡儿童会。
她于2017年离世，享年96岁。
 何桂棉的孙女卫淑萍（右二）
将祖母捐献的善款交给新加坡创价
学会管委会义务财政朱翠云（左
起）、新加坡儿童会社联与伙伴关
系部门企业通讯高级总监邓女韦玲和
广惠肇留医院副主席兼募捐委员会
主席梁善源。（何炳耀摄）

●韩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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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里，除去每晚睡觉的
时间，很多人大概跟我
一样，在家里待着的时间总长，大概
超过之前三年的总和。
家不再只是个休息的地方，家是
居家办公的办公室；万一病倒，家还
成了居家养病的病房。
每天居家，人们对居住环境和
房子也更在意。家具和装修行业在
经济低迷期间依然红火，过去一年房
价不断上升，今年每个季度的组屋转
售价一再创新高，到了第三季，整体
转售价已经比2013年的历史高峰高出
0.7%。这说明疫情虽然给经济带来不
确定性，但是许多新加坡人手头依然
宽裕。
因为疫情关系，建筑工人短缺，
预购组屋项目工程不断延迟竣工，两
家建筑公司因为财务困难停工清盘，
影响五个预购组屋工程，进一步加剧
组屋供应问题。一些年轻人等不到新
家钥匙，又不想支付高昂的二手房
价，只好延迟成家。
需要等房子才能成家的年轻夫妻
大概会羡慕凯凯和嘉嘉。
这对大熊猫在2021年终于有了小

宝宝。大熊猫宝宝成长的每个细节在
网上发布后，都吸引无数点赞。有了
第二代的大熊猫，正式成为一个家
族，而且堪称新加坡最受欢迎的家
族。
家，也是人们最深的牵挂。各种
旅游限制让许多在外的游子回不了
家，在心里留下许多遗憾。疫苗接种
者旅游走廊逐渐开通，特别是新马航
空和陆路VTL开通，总算在2021年结束
前盼到回家的机会。
中文字经常一字多义，“家”也
用来冠在某方面有成就的人头上，比
如“作家”原本特指在文学创作上有
盛名或成就的人。但因为现在中英
互译太随意，英文中Writer准确来说
是“写作人”，如今已经升级为“作
家”。
于是，出过一本书的歌台红星王
雷受邀到“作家节”当嘉宾，激起了
本地文坛千层浪，褒贬不一。
风波平息，如果大家因此注意到
本地有许多笔耕不辍的真正作家，那
也算是一件正面的事。

何桂棉的遗产超过29万5000
元，因此各机构将获得逾9万8000
元的善款。
捐赠仪式昨天在广惠肇留医
院举行，出席者包括三家受益机
构的代表、何桂棉的遗产执行人
以及她生前的挚友。
认识何桂棉10多年的陈贤慧
（55岁，会计师）说，何桂棉一
直保有赤子之心，可谓是女中豪
杰。
“她经历了风风雨雨，却保
持高尚的情操，很早就安排好身
后事和遗产的分配，她的精神是
我们学习的榜样。”
担任何桂棉遗产执行人的冯
璧慧（63岁）忆述，何桂棉是一
名非常有智慧的女性，不仅善于
理财，还积极帮助弱势群体。
“将遗产捐给慈善机构是她最大
的愿望，这个捐赠仪式是一种抛
砖引玉的做法，希望鼓励大家
将多余的钱财或遗产与社会分

享。”
冯璧慧透露，何桂棉从年轻
时就开始为广惠肇留医院募款，
还曾在1940年代，连续两年获得
医院赠送的募捐筹款第一奖金
牌。何桂棉在过世前把奖牌回赠
给医院，院方已将奖牌保存于医
院内的文物馆，供公众参观。
广惠肇留医院主席李国基
说，何桂棉是首名将答谢奖牌回
赠给医院的得奖者。她对医院的
付出和贡献跨越80年的岁月，即
使到了晚年她也始终惦记着医
院，还在生前叮嘱院方务必帮助
更多有需要的人。
“何女士带给我们非常正面
的影响。在上世纪40年代，她不
辞劳苦为医院奔波，带动很多人
捐款给医院。过后，她把奖牌回
赠给我们，赋予奖牌新的使命，
让我们有所启发。这个捐款仪式
也象征她乐善好施精神的一种传
承。”

家，不再只是个休息之处，去年成了办
公室，今年还成了养病的病房。家，也
是人们最深的牵挂，各种旅游限制让许
多在外的游子回不了家，随着疫苗接种
者旅游走廊逐渐开通，他们总算盼到回
家的机会。
ji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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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汉字投选

（英）：

姓名（中）：
电话：

电邮：

地址：

投选活动将于12月12日截止。年度汉字会在12月15日傍晚6时通过网络节目揭
晓。本届“字述一年”汉字投选活动，由《联合早报》和凯德集团联合呈献。
参与投选活动将有机会赢取以下奖品：
●Ascott Star Rewards 积分，可兑换
全球多个服务公寓住宿（价值1500
元、1000元和500元各一份）
●华硕（ASUS）Vivobook 13 Slate
OLED（T3300）笔记本电脑（价值
1000元，一份）
●Epitex 酒店系列 1200TC 100% 埃
及棉床品四件套 Queen Size（价值

659元，共五份）
●eCapitaVoucher电子礼券（价值100
元，共15份）
●新加坡海底捞餐券（价值50元，共40份）
●大众书局礼券（价值150元，共10份）
●拳器道电子礼券（价值100元，共10份）
●Epitex 950g Ultracel系列枕头（价值
59.90元，共10份）

两种投选方式
①扫描QR码
阅览2021年
字述一年专网
并参加投选

②剪下投选表格，填妥后贴在信封背
面邮寄至：《联合早报》字述一年
Lianhe Zaobao Word Of The Year，
1000 Toa Payoh North,
News Centre Singapore 318994

联合呈献

居家康复计划实施后，不少冠病病患待在家养病，人们对居住
环境更在意，带动了家具与装修行业的生意。（档案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