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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伟曼　报道
ngwaimun@sph.com.sg

父亲蔡福顺几年前辞掉会计
工作，转投社会服务的抉择，没
有让总统奖学金得主蔡杰恩感到
特别惊讶。
　　看到父亲凌晨2时许出外做
夜间巡访，帮助无家可归的流浪
者找到归宿，反而推动蔡杰恩
（19岁）做出人生中一个重要的
决定：加入公共服务，和父亲一
样帮助有需要的人。
　　蔡杰恩的父亲是本地公益
机构新希望社区服务组织（New 
Hope Community Services）的营运
总监。该组织为流离失所的人安
排临时住所，并协助他们走出逆
境。

蔡杰恩说，父亲总是亲力亲
为走访社区，协助陷入困境的家
庭和无家可归的前囚犯等。
　　他说：“父亲分享所见所
闻，让我意识到社会上还有许多
潜伏着的问题急待我们解决。如
果真的要当政策制定者，就必须
去理解这些复杂问题的各个层
面。”

蔡杰恩将到美国哈佛大学修

读博雅教育课程。他希望未来有
机会在社会及家庭发展部或人力
部服务，像父亲一样，帮助社会
上一些弱势群体。

本届四名总统奖学金得主的
家庭背景相当多元。与蔡杰恩一
样，另三位奖学金得主在受访时
也都提到家人对他们的影响。

华日裔混血儿因身份多重 
感觉思维比较不同
　　维多利亚初级学院毕业生
萧甍晔（“甍”念méng，19岁）
的母亲是日本人，父亲是新加
坡华人。他名字中的“晔”字是
“日”字与“华”字的结合，象
征者父母亲这段跨国婚姻。

他指出，母亲筒井宏江来自
日本和歌山县一个小镇，每次与
母亲一同探访老家时，他都感受
到文化氛围的不同。他相信母亲
的背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
但也表示，像他这一代的新加坡
人，正因拥有多重身份，才显得
独特，思维也较不同。

今年唯一的总统奖学金女得
主陈诗敏（19岁）也获颁国防部
奖学金，父亲是马来西亚籍华

人，母亲是新加坡籍华印混血
儿。

她说：“新加坡的一个特色
是对多元性的包容。我们应该如
何定义一个真正的新加坡人？这
也许没有标准答案，更多是看一
个人是否愿意融入社会，与大家
一同推动新加坡前进。”

另一奖学金得主莫哈默扎法

尔（19岁）的父亲是教育部兼社
会及家庭发展部高级政务次长费
绍尔博士，因此许多人也许会把
焦点放在他父亲的身份上。但他
受访时提到，每当做义工遇到难
题，“军师”不是父亲，而是在
南洋艺术学院（NAFA）担任客
座讲师的母亲。

莫哈默扎法尔的外祖母在母

亲贺雅蒂12岁那年患癌去世，外
祖父是航海员，常年不在家，因
而母亲得住在不同亲戚的家里。
他说，母亲经历过必须靠社区资
源过日子的生活，能够体会弱势
家庭孩子的心情。

儿子帮较弱势学生补习 
费绍尔强调社区资源重要

莫 哈 默 扎 法 尔 自 2 0 1 7 年
起，每周在新加坡回教研究会
（Pertapis）帮助马来与回教社群
里较弱势的中小学生补习。

针对儿子获颁总统奖学金，
费绍尔博士接受《联合早报》访
问时强调社区资源的重要性。他
分享说，他们一家人生活非常简
单，儿子小时候，他都带他到盛
港组屋区的图书馆借书；儿子求
学时，他也鼓励儿子多参加自己
喜爱的课外活动，以这种方式培
养他的求知欲和好奇心。

莫哈默扎法尔将到美国斯坦
福大学修读博雅教育课程，萧甍
晔将赴伦敦帝国学院攻读机械工
程学位。陈诗敏会到英国修读国
际关系，毕业后加入新加坡海军
部队，成为正规军人。

黄佩玲　报道
ngplg@sph.com.sg

　　教唆其他男子强奸女友的辅
警减刑上诉得直，上诉庭三司认
为被告尚年轻且没有案底，原有
的23年11个月监刑过重，改判他
坐牢19年11个月，但24下鞭刑则
维持不变。

上诉庭法官朱迪柏拉卡斯昨
早代表三司发表口头裁决时指
出，被告所犯下的罪行严重，并
且违反了女友对他的信任，但他
选择认罪，也愿意当控方证人指
证同谋，这显示他对自己的罪行
有所悔意。

《联合早报》早前报道，为
满足观看女友与陌生男子性交的
变态欲望，现年28岁的辅警两次
带她上酒店开房时，以玩性虐游
戏为借口，为她蒙眼和捆绑双手
后，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指示

一名他在网上认识的男子，上床
强奸女友。
　　首次案发时，女友以为自己
是在和男友做爱，不过第二回她
感觉到有异样，除下眼罩惊见一
名陌生男子在房间中，这才意识
到男友竟然教唆他人强奸她。为
保护受害人，法庭谕令媒体不准
报道任何可泄露女友身份的资
料，包括被告的名字。

这名辅警被捕后在法庭面对
两项教唆强奸和一项教唆性侵
罪，他去年11月在高庭认罪后，
被判坐牢23年11个月加打鞭24
下。因觉得刑罚过重，被告提出
上诉要求减刑，最高法院上诉庭
昨早审理这起上诉案。

　迪瓦利（Ramesh Tiwary）律
师代表被告作上诉陈词时指出，
审案法官在决定刑罚的过程中做
了几个错误的判断，包括把被告

删除案发视频和他发给男网友的
手机短信，当作加重刑罚的考量
因素。

迪瓦利称，被告是在一时慌
张的情况下才删除短信，思绪混
乱的他并非蓄意删除犯案证据。
而且，即使已经知道警方极可能
到场捉人，被告仍拨电给男网
友，要求他回到案发现场。

第一时间认罪 
并当强奸案控方证人

辩方也指被告没有案底，而
且年纪还轻，他在案发后感到
非常后悔，所以决定第一时间认
罪，反观男网友则选择抗辩；被
告也愿意在男网友的审讯中当控
方证人，因为他想弥补对女友所
造成的伤害。男网友的案件料在
今年11月开审。

三司同意辩方所说的，被告

考虑本案的加重刑罚与求情因素
后，三司最后裁定让被告减刑四
年，即19年11个月的监刑是合适
的刑罚，鞭刑次数则维持不变。

根据案情，被告与大自己一
岁的女友于2014年9月在交友应用
上结识，两个月后开展恋情，拍
拖期间经常发生性关系，偶尔也
上酒店开房。

被告看了情色电影后，对性
虐游戏感兴趣。为讨被告欢心，原
本抗拒的女友答应尝试，包括准
许被告将自己捆绑和束缚。被告
也会把做爱过程拍摄下来。他至
少一次向女友提议，找第三个人
来玩3P性爱游戏，但被她拒绝。
　　2015年间，被告在网上结识
一名无业男子，即本案的同谋。
被告向男网友坦言，他一直有观
看女友与陌生男子做爱的性幻
想。为实现欲望，被告于是诱骗
女友与自己和男网友上床。

余忠达　报道
benzdoer@sph.com.sg　　

　　本地调查显示，听力和视
力受损的60岁年长者，平均寿
命比听力和视力都健全的同龄
者短四年。
　　另外，听力和视力同时受
损的年长者，剩余寿命的31%，
日 常 生 活 活 动 能 力 也 将 受 影
响。相比之下，听力和视力都
健全的年长者，剩余寿命里只
有16%的时间会有日常生活活动
能力受影响的情况。
　　根据杜克—新加坡国立大
学医学院（Duke-NUS）昨天发
表的文告，研究团队进行了长
达六年的调查，分析了3452名超
过60岁国人的健康调查结果，得
出以上结论。 
　　领导研究的杜克—国大医
学院助理教授马合达（Rahul 
Malhotra）在文告里指出，团
队研究听力和视力的损伤如何
影响年长者的预期寿命（li fe 
expectancy）和健康。

　　研究人员以一系列的测试
评估参与者的身体机能，包括
让他们步行200至于300公尺、双
手举过头顶等。视觉和听觉功
能则由参与者自行评估。
　　研究人员发现，60岁、70
岁和80岁的年长者，只要听力
或视力受损，身体机能就会受
限，日常生活的自理能力也受
影响。听力和视力都受损的年
长者，剩余寿命有62%的时间会
有身体机能受限的问题。反观
两种机能健全者，只有38%的剩
余寿命会面对身体机能受限的
问题。
　　年长者的听力和视力受损
后 ， 除 了 身 体 机 能 受 限 ， 也
可能面对抑郁症、认知能力下
降、与社会脱节、沟通困难等
问题。
　　杜克—新加坡国大医学院
研究高级副院长凯西（Patrick
Casey）指出，不少人将视力
和听力的退化视为年岁渐长时
不可避免的后果，因此疏于处
理。“这项调查显示，家人及
时发现并妥善处理年长者视力
和听力受损的问题，是提升年
长者生活品质的关键。”
　　研究团队目前计划将调查
结果与其他本地和国外使用客
观方法测量视力和听力损伤程
度的研究结果进行对比。

陈美谕　报道
tanmeiyu@sph.com.sg

　　新加坡中央医院目前是本地
唯一拥有烧伤科的医院。卫生部

计划重新发展其他医院如竹脚妇
幼医院的烧伤设施，提高医院治
疗其他病患，包括应对幼儿烧伤
的能力。
　　中央医院烧伤中心过去15个
月进行了大规模翻新，并在昨
天配合第12届亚太地区烧伤会议
（Asia Pacific Burn Congress）的举
行重新开幕。
　　交通部兼卫生部高级政务部
长蓝彬明医生为会议和中心主持
开幕仪式。他在致辞时透露，卫
生部将协助本地医院完善现有烧
伤治疗和护理设备。
　　中央医院烧伤中心是我国唯
一，也是东南亚唯一一家提供全
面设施、专门医治烧伤病人的医
疗机构。由于该中心主要医治成
年病患，卫生部有意先改善竹脚
妇幼医院的设施，以提供针对幼
年病患的烧伤治疗，但具体细节
有待公布。
　　除了硬件设施，卫生部也会
支持不同医疗机构的医护人员互
相学习，以及派他们到海外接受
培训，熟悉烧伤病情的治疗程
序。
　　院方说，过去五年来烧伤病
患人数明显增加，从每年平均150
人上升至220人。当中有近15％的

病患因全身烧伤面积超过30％而
须进行皮肤移植手术才能存活。

常有邻国病患来求诊 
重护病房可变加护病房
　　新加坡中央医院整形外科部
门主任兼高级顾问医生王毅翔副
教授说：“我们发现最近有越来
越多因个人代步工具在家中着火
而烧伤的案例。除了治疗本地病
患，我们也时常接诊来自邻近国
家的病患，尤其是当有意外，如
坠机事故发生时。”
　　中央医院烧伤中心原本有一
间手术室和六间重护病房（high 
dependency ward），经过翻新后
如今有两间手术室、10间重护病
房和四间加护病房。
　　新手术室也具备改善烧伤手
术的设施，包括室内空气温湿度
控制系统，可确保空气湿度保持
在45％以下，从而避免病人伤口
细菌滋生。温度也维持在26至28
摄氏度之间，以防止病人出现失
温症（hypothermia）。
　　在必要时，中心的重护病房
也可转换成加护病房，降低病人
感染的风险。
　　此外，手术室里也安装了摄
像器材，让其他医护人员能在另

一个房间观看手术的现场直播，
既不妨碍手术进行，又可累积经
验。
　　两年一度的第12届亚太地区
烧伤会议昨天在本地拉开帷幕。
为期三天的会议共有500多名医护
人员和领域专家参与，与会者来
自中国、印度、日本和韩国等22
个国家。

亚太区“皮肤组织库”
指导原则今天公布
　　此次会议重点之一是亚太地
区烧伤协会在今天公布的“皮肤
组织库”指导原则。
　　会议联合主席郑希捷医生受
访时说：“之前只有美国和欧洲
有类似的原则。但协会意识到远
水救不了近火，我们不能只依靠
那些西方国家。万一发生重大事
故须要大量皮肤，亚太区域国家
应该要有能力互相帮忙。”

“因此，协会超过11个成员
国花了两年时间商讨和拟定这套
原则。这项合作致力于提高皮肤
捐赠程序的安全性，确保各国之
间相互提供的皮肤符合安全标
准。我们也希望接下来能与成员
国签署合作协议，进一步巩固彼
此的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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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每年平均有220人烧伤，五年来人数明显增加。竹
脚妇幼医院等医疗机构将重新发展烧伤设施和护理设
备，而在不同医疗机构服务的医护人员也可互相学习，
或派到海外培训。

教育部兼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高级政务次长费绍尔博士（左四）的儿子莫
哈默扎法尔（左一）是总统奖学金得主之一。他们与哈莉玛总统（左
二）和夫婿穆罕默德（左三）在总统府颁奖礼后交流。（谢智扬摄）

AsiaOne网站
一年流量增一倍

调查：年过60者
听力视力若受损寿命短四年

中央医院烧伤中心的陈惠敏医生示范如何做植皮手术。图中的手术室是在翻新时所建，设有室内气温与湿度控
制系统，确保手术能在适当的湿度与气温中进行，降低病人感染细菌的风险。（梁伟康摄）

中央医院烧伤中心翻新完成

本地各医院将提升烧伤治疗能力

陈劲禾　报道
jinhet@sph.com.sg

　　南洋理工大学的学术研究成
就更上一层楼，在“世界大学学
术排名”中晋升至第73名，达到
历来最高名次。
　　根据南大昨天发布的文告，
南大今年在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中
晋升23个名次至第73，是它在该
排行榜自2003年开始以来达到的
最高名次。

　　这也是南大过去三年来取得
的最大进步。
　　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由咨询公
司上海软科（ShanghaiRanking）
整理，一年发布一次。它是按研
究产出与高度被引用研究员人数
等研究相关条件来决定一所大学
的排名。
　　该排行榜每年评估1200多所
大学，并只刊登首1000所大学的
名次。南大是在去年首次进入前

100名。

纳米能源等三学科冠全球
　　除了学术研究排名有所进
步，南大有两个学科刚于今年6月
在上海软科的“全球学科排名”
中连续第三年获得全球第一。它
们是纳米科学与纳米技术，以及
能源科学与工程。
　　此外，南大还有三个学科排
在全球前10名。电信工程以及仪

器科学与科技两者都排名第六，
材料科学则排名第10。
　　南大说，其研究专长的广度
显示它将继续利用集体的能力与
发现，应付全球最迫切的挑战，
如能源需求、水供不足、食物安
全需求的增加，以及气候变化。
　 　 南大 去年 推出的“校长 博
士后研究员”（Presidential Post-
doctoral Fellowship）计划，从全球
顶尖学府收到近900多名年轻学者
的申请，角逐12个名额，是南大历
来竞争最激烈的人才招聘计划。

南大学术研究排名升至全球第73位　历来最高

这项调查显示，家人及时发

现并妥善处理年长者视力

和听力受损的问题，是提升

年长者生活品质的关键。

——杜克—新加坡国立大学
医学院研究高级副院长凯西

本地娱乐与生活资讯网站
AsiaOne过去一年取得令人鼓舞的
成绩，网站访客数量增加超过一
倍，在本地资讯网站中排名第四。
　　mm2全亚影视娱乐与新加坡
报业控股去年7月宣布联合经营
AsiaOne，为这个已有20多年历
史的网站注入更多生活与娱乐内
容，把它发展为亚洲顶尖的生活
与新闻网站。
　　AsiaOne昨天发布文告说，根
据统计，去年6月至今年6月间，
网站的独立访客人数取得108％
的增长，让网站晋升为新加坡第
四受欢迎的新闻资讯网站。截至
今年6月，AsiaOne每月的点击到
访率达120万次。“随着我们的
内容性质的改变，我们也进军
YouTube、面簿和推特等社交网
络平台，让我们可触及的读者及
观众达到原来的四倍。”

mm2全亚总裁章能容在文告
中说：“AsiaOne一年多来取得很
好地增长，接下来一年会致力于
推出更精彩的内容，继续迎合读
者及观众群的口味与需求。网站不
仅将提供资讯，也会转型成商业
与娱乐资讯的中心平台，为读者及
广告商家带来创新方案和契机。”

四总统奖学金得主家庭背景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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