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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亚　报道
wangxy@sph.com.sg

　　三度赴约旦当义工，南洋理
工大学女毕业生，盼继续为中东
难民争取福利做出贡献。
　　刚从南大黄金辉传播与信
息学院毕业的王伊娜（24岁）在
2014年结束A水准会考后便只身
前往约旦，到一家为叙利亚和伊
拉克难民提供服务的非政府组织
担任全职义工，上门为打算移居
西方国家的难民家庭教授英文。
　　即便在约旦待了足足七个
月，王伊娜仍觉得不够。进入大
学之后，学院教授的摄影知识，
让她从新闻视角出发，拍摄出更
好的作品，也由此促成了她第二
次返回约旦的契机。
　　“我将自己拍摄的照片以21
岁成年生日礼物之名挂上网拍
卖，于2016年学校假期时用所筹
集的善款再次回到约旦，将装有
大米和食用油等材料的食品盒分
发给叙利亚难民家庭。”
　　大学最后一年，王伊娜再次
向学校申请，到联合国难民署约
旦办事处实习。她的主要工作是

负责摄影和制作视频，通过突出
各国大使馆主办的各种活动和项
目，提高人们对难民的认知。
　　“除了同情，难民们更需要
的其实是工作机会。”
　　她在2014年交到一个来自苏
丹的好朋友。朋友是一名孤儿，
却有着当医生的梦想。

　　“我的叔叔得知后便花费
1500新元资助他在约旦首都安曼
学医。他目前已经成功在加拿大
定居并完成大学学业。”
　　王伊娜下月起将以管理培训
生的身份到新加坡企业发展局
（Enterprise Singapore）就任，她
的梦想是有朝一日帮助新加坡与

中东建立起友谊的桥梁。
　　南大今年有9400名毕业生，
其中超过6000人为本科毕业，
3000人则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
从昨天（7月23日）起，将连续八
天举办共20场毕业典礼。南大名
誉校长哈莉玛总统是首场毕业典
礼的主宾。

　　此外，南大今年也颁发两个
名誉博士学位给已故本地银行
家连瀛洲博士的妻子，慈善家陈
文贤及剑桥大学企业中心主席基
思·奥尼昂斯爵士。前者于2013
年为南大捐款，资助设立陈文贤
良才软实力成就中心（Margaret 
L i en  Cen t r e  f o r  P ro f e s s i ona l 
Success）。
　　该中心提供的就业培训、职
业发展等课程培养学生个人技能
的同时，也帮助他们建立良好的
道德观，目前已有超过3万3000名
南大学生从中心课程中获益。
　　基思·奥尼昂斯爵士则于
2011年至2018年担任南大董事会
成员，并对南大和伦敦帝国学院
（Imperial College London）达成合
作，建立李光前医学院方面做出
巨大贡献。

导师亲手为博士生戴兜帽
　　南大校长苏布拉·苏雷什教
授在首场毕业礼致辞时除了表彰
学校进步及恭贺毕业学生外，还
提到要将导师亲手为自己的博士
毕业生佩戴学士服兜帽的仪式视
作新毕业礼传统。
　　“为了表现学校对每一名博
士毕业生的认可，南大昨天（22
日）提前在礼堂为博士们举办了
一场专属于他们的仪式，让导师
亲自为学生佩戴学士服兜帽。”
　　毕业于电机与电子工程学院
的博士生林滨受访时表示，戴
帽仪式是学校承认他们完成博士
学位并非易事，并持续肩负着责
任。“当我的导师颜允圣教授亲
自给我戴上兜帽时，毕业一事变
得更加意义非凡，深刻地触动了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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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女毕业生三赴约旦为难民谋福利
刚从南大黄金辉传播与信
息学院毕业的王伊娜下月
起将以管理培训生的身份
到新加坡企业发展局就
任，她的梦想是有朝一日
帮助新加坡与中东建立起
友谊的桥梁。

余忠达　报道
benzdoer@sph.com.sg

　　“城市小贩美食奖”今年增
设“最佳国际小贩美食奖”，肯
定售卖国际美食的小贩多年来的
努力。
　 　 “ 城 市 小 贩 美 食 奖 ” 由
《新明日报》与城市燃气（City 
Gas）联办，主办方昨天在勿洛
南第16座的熟食中心举行启动仪
式。
　　今年将设三个组别的奖项，
除了“最佳本地小贩美食奖”和
“最佳较健康小贩美食奖”两大
奖项，主办方今年也增设了“最
佳国际小贩美食奖”。
　　《新明日报》总编辑朱志伟
受访时说，近年来，不少摊贩选
择售卖韩日式、麻辣香锅等源自
国外的美食，小贩美食越来越多
元。主办方为了肯定小贩的努力
而增设新奖项。
　　下来几周，主办方会到大巴
窑1巷第127座熟食中心、文礼坊
熟食中心等地方宣传，并准备了
3000套环保餐具，送给参与活动
的公众。
　　朱志伟说，在邻里熟食中心
举办活动，是希望将环保意识带
入邻里。
　　“很多国人可能常听到要再
循环、减少浪费等，却不知道怎
么去做。把环保餐具送给公众，
是希望能让环保意识在邻里传开
来。”
　　活动今年迈入第12个年头，

不少公众到场支持，小贩也对活
动抱有期待。连秀珍（68岁）和
丈夫陈能武（72岁）昨天到场参
加提名活动，两人退休前以售卖
虾面为生。连秀珍说：“我们了
解小贩的辛苦，所以特地过来支
持。”
　　唐大量（57岁）在勿洛南第
16座熟食中心售卖日式料理已有
18年，他说：“以前卖国际料理
的人比较少，我在这里算是前几
个卖日式料理的小贩，如果能得
奖会是一种肯定。”
　 　 公 众 可 上 网 w w w .

cityhawkerfoodhunt.com提名心仪
的小贩摊位，活动9月15日截
止。公众也可在城市燃气官方网
站查询领取环保餐具的具体地点
与时间。
　　主办方将在三个组别中，
各选出获得最多提名的10个小贩
摊。每个组别中票数最高的两个
小贩摊将登荣誉榜，小贩们还各
可获得1000元现金。
　　参加投票提名的公众有机
会赢取新加坡柏伟诗酒店（Park 
Regis Singapore）的两天一夜住
宿。

王伊娜说，除了同情，难民们更需要的其实是工作机会。（受访者提供）

城市小贩美食奖增设“最佳国际小贩美食”奖项

《新明日报》与城市燃气昨天在勿洛南第16座的熟食中心举行“城市
小贩美食奖”启动仪式，公众可上网提名心仪的小贩摊位，活动9月15
日截止。（新明日报）

李思敏　报道
leesimin@sph.com.sg

　　本地过去两周出现17起麻疹
病例，卫生部指出，目前没有迹
象显示麻疹在社区传播开来，不
过当局已经采取预防措施防止病
毒进一步扩散。

根 据 卫 生 部 2 3 日 （ 星 期
二）发出的文告，位于后港的
MINDSville@Napiri出现14起麻疹
病例，位于实里达北连路的S11
榜鹅客工宿舍则有三起。
　　MINDSville的第一名病患在
6月29日出现症状，并在本月1日
和5日接受门诊治疗，随后在9日
确诊入院。
　　随后有另外11名住户和两名
员工确诊，所有病患都立即被隔
离接受治疗。共有六名住户住
院，包括第一名病患，其中一人
已出院，其余五人情况稳定。
　　目前没有资料显示麻疹在社

区传播开来，不过卫生部已经采
取措施，包括观察曾接触病患的
人，并为没有接种疫苗的人注射
疫苗。
　　卫生部则在本月15日接获通
报，指S11客工宿舍一名客工感
染麻疹。另外两名客工则分别在
16日和19日确诊。三人都已经出
院。
　　这三人来自不同公司，也不
住在同一座宿舍。三起病例之间
目前没有发现任何关系，调查正
在进行中。
　　截至22日，卫生部已为50名
近距离接触这三名客工的人注射
疫苗，并请公司密切观察他们的
情况。

卫生部之前宣布，回利阁
（Toh Guan Dormitory）和双溪
登加客工宿舍（Sungei Tengah 
Lodge）上个月分别出现两起和
六起麻疹病例。

　　卫生部已经为所有近距离接
触这些病患的人注射疫苗，这两
个客工宿舍目前也没有新病例。

吁公众保持良好卫生习惯
　　截至22日，卫生部今年已接
获116起麻疹病例。其中88起源
自本地，28起则源自孟加拉、迪
拜、马来西亚、新西兰、菲律
宾、泰国，以及越南。
　　卫生部指出，麻疹在未接受
疫苗者之间具高度传染性，最佳
预防措施就是注射疫苗。
　　本地法律规定，所有居住在
新加坡的儿童都必须注射麻疹疫
苗，而全国成人免疫计划也建
议未接种疫苗的成年人应注射疫
苗。
　　卫生部还呼吁公众保持良好
卫生习惯，包括勤洗手、在咳嗽
或打喷嚏时用纸巾遮挡嘴巴，以
及在感到不适时立即求医。

后港榜鹅过去两周出现17起麻疹病例
没迹象显示在社区传播开来

黄佩玲　报道
ngplg@sph.com.sg

　　民防服役人员坠井案续审，
把死者推入泵井的民防人员供
称，事发时一级准尉法立说了一
句“推他”，自己才出手推人，
岂料酿成悲剧。但辩方驳斥，
“始作俑者”不愿独自承担责
任，撒谎把其他同僚，包括法立
拉下水。
　　《联合早报》早前报道，去
年5月13日晚上，22岁郭俨进中士
在大士景消防局庆祝即将结束国
民服役时，被同僚推入用来进行
训练的泵井，当场不幸溺毙。

五名民防部队人员事后被
控，包括本周在国家法院受审的
一级准尉法立（35岁）。他面对
一项控状，指他在案发时唆使上
士长努尔法特瓦（34岁）做出鲁
莽行为，把郭俨进推入井里，导
致后者丧命。
　　法特瓦已承认鲁莽行为导致
他人死亡的罪行，去年10月被判
监12个月又四周。他本月13日服
刑完毕，昨午以控方证人的身份
出庭供证。
　　法特瓦供称，案发当晚众人
在守卫室内为郭俨进举行庆祝活
动，他当时起哄说要让郭俨进跳
入井里，作为郭俨进结束国民服
役的庆祝仪式。接着，同僚们将
郭俨进抬至泵井，后者也脱去上
衣、袜子和靴子。
　　法特瓦记得自己当时问郭俨
进，他想自行跳下去或让别人推
他一把，但没有结论。众人围绕

在泵井一会儿后，郭俨进仍然没
有入井。
　　法特瓦声称，站在身旁的被
告低声叫了他的名字，然后说：
“推他。”法特瓦告诉法官：
“我以为他（被告）希望赶紧让
郭俨进下水，因此我就把郭俨进
推下去……”
　　案发后，大士景消防局时任
局长黄伟康少校赶抵现场，向下
属了解事发经过。法特瓦当场承
认是自己把郭俨进推入井里，他
也称是被告唆使他这么做的。当
时也在场的被告默不作声，没有
反驳。
　　但辩方律师昨早盘问另一名

控方证人张志豪上士长（27岁）
时指出，被告当时听到法特瓦做
出虚假指控后，大吃一惊并且难
以置信地摇头。

法特瓦事后也质问同僚：
“你们要陪我一起还是让我独自
送死？”张志豪同意，法特瓦确
实说过这样的话，但没有人回应
他。
　　辩方的立场是，法特瓦做错
了事却不愿独自承担责任，想拉
其他人下水。案发时，被告只想
着赶紧去吃晚餐，于是在井边催
促同僚们停止捉弄郭俨进，但他
没有叫同僚推人。案件今天续
审。（部分人名译音）

民防服役员坠井案续审
证人指准尉唆使推人　辩方反指对方要拉同僚“下水”

本周在国家法院受审的一级准尉法
立面对一项控状，指他案发时唆使
他人做出鲁莽行为，把郭俨进推入
井里，导致后者丧命。（海峡时报）

上士长努尔法特瓦早前承认鲁莽行
为导致他人死亡的罪行，已服刑完
毕，昨午以控方证人的身份出庭供
证。（海峡时报）

哈莉玛总统（站立者右起）将今年的南洋理工大学荣誉博士学位颁发给慈善家陈文贤。南大校长苏布拉·苏雷
什教授在旁见证。（萧紫薇摄）

李锦松　报道
leegs@sph.com.sg　　　　

　　共和理工学院的常年户外音
乐会正进行着，就在现场2000多
名观众陶醉其中时，四名持枪
歹徒闯入乱枪扫射，多人无辜受
害。共和理工的保安部门在第一
时间报警并启动紧急应对机制，
得以让警方尽快赶到现场制伏恐
怖分子，把情况控制下来。
　　所幸，上述情境是新加坡警
察部队、民防部队，以及共和
理工昨晚举行的“心跳演习”
（Exercise Heartbeat）模拟实境。
演习是“全国保家安民计划”
（SGSecure）的一部分，目的是
加强社区在发生恐袭事件时的韧
性以及应对能力。
　 　 共 和 理 工 本 周 末 正 好 举
行第12次常年大型户外音乐会
“IGNITE！”，学院学务与毕

业事务处处长加尼什（Ganesh
Kalyanam）受访时说，恐怖分子
闯入大型音乐会滥杀无辜的事件
在过去几年时有所闻，学院往年
也同警方及民防部队合作，确保
并提升校方举办这类活动时的场
内安全，同时也为学生灌输保安
意识。

为学生领袖提供培训
“我们尽量为学院的800多名

学生领袖提供培训，教导他们发
现任何可疑物件或人物时第一时
间举报，若发生恐袭有伤亡情况
应如何应对，在安全的情况下协
助伤患等，透过他们传播这类知
识，提升整体安全意识。”

共和理工资讯通信系学生
雷宝诒（18岁）说，根据她的培
训，若遇到恐袭，得第一时间采
取行动逃跑并呼吁现场人群这么

做，到一个较安全的躲避处，
才通知警方和他人有关事件的发
生，也劝请别人躲避案发现场。
　　“我们这样做就能尽快疏散
人群，将灾害情况降至最低，我
的同学们不是每一个都曾受训，
但透过我们的分享，他们很快就
能掌握相关知识，在状况发生时
发挥作用。”
　　到场观察演习的内政部兼卫
生部高级政务次长安宁·阿敏指
出，这是当局同高等学府首次特
别针对大型音乐会而举办恐袭演
习，目的是确保各个单位在这类
事件发生时，所有应对措施及机
制到位。他说：“据我观察，
当校方启动紧急应对机制时，除
了在校保安单位、警方，以及民
防部队，临近的巴士转换站也会
接到通知，安排巴士避开案发现
场，这有助更好地控制情况。”

“枪手”闯入校园　心跳演习首次针对大型音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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