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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包商向相熟的租车公司下
手，他暗地里复制租车公司的罗
厘车钥匙，趁租车公司打烊后将
罗厘开走。殊不知偷车过程被停
车场的电眼拍下，承包商被捕后
面对偷车和无保险开车的控状，
日前他认罪后被判监禁八个月，
吊销各级执照18个月以及罚款
800元。他不满刑罚，已提出上
诉。
　　根据国家法院判词，承包商
刘连新（57岁，译音）被指在今
年8月8日晚上7时04分，在大巴
窑4巷的三楼停车场，偷走一辆
价值3万元的罗厘，并在无保险
的情况下驾驶。
　　租车公司负责人林伟建（32
岁）昨早受访时绘述事发经过，
他说在事发当天晚上8时30分左
右，他到三楼停车场点算公司的
出租车辆。
　　“我发现有一辆罗厘不在停
车位，跟员工确认后，发现那辆
罗厘并没租出去，罗厘钥匙也还
在公司里。”
　　他觉得事有蹊跷，立即调阅
公司的电眼画面，发现一名男
子在晚上7时04分左右到过停车
场，把罗厘开走。
　　“我一眼就认得那个男子，
他是我们的常客，单是今年就跟

我们租了三次车。”

职员开车尾随被告
　　林伟建赶紧报警，同时发短
信动员职员追查车辆。“车上的
卫星定位系统显示，罗厘出现在
淡滨尼81街的新加坡创价学会总
部，一名在附近的员工立刻开车
到上述地点。”
　　员工抵达淡滨尼81街时，发
现罗厘停在停车场，决定按兵不
动，等偷车贼出现。一个多小时
后，承包商于晚上10时30分左右
出现，将罗厘一路开到勿洛北3
街第534座组屋。租车公司职员
则一路开车尾随，全程五公里左
右。
　　林伟建说：“员工知道承包
商是我们的常客，所以一直保持
一段距离，担心被对方认出来。
他通报警察后，警方约凌晨2时
30分左右到场逮捕人。”
　　被告代表律师在求情时说，
他的当事人曾数次和相关公司租
车，以载送工人及材料，但案发
前，公司职员说没有车辆能够出
租。当事人当时经过公司时，注
意到涉案罗厘还在停车场。由于
租车公司已打烊，当事人因急着
要用车，所以不假思索就将车开
走。
　　他表示当事人是因为工作需
求将车开走，事后也决定要将车
归还。

法官：被告预谋干案
　　法官在判词说中，被告早在
2018年底已预谋干案，在原告及
租车公司不知情下复制车钥匙。
　　针对偷车控状，主控官要求
法官判被告监禁七到八个月。至
于无保险开车控状，主控官要求

法官判被告罚款800元以及吊销
各级执照12月；法官同意主控官
的建议，判被告监禁八个月，吊
销各级执照18个月以及罚款800
元。
　　被告不满刑罚，已经提出上
诉，目前以5000元保释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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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是租车公司的常客，他被指在今年8月8日晚上7时
04分，在大巴窑4巷的三楼停车场，偷走一辆价值3万元
的罗厘，并在无保险的情况下驾驶。被告不满刑罚，已
提出上诉。

复制租车公司钥匙

承包商偷罗厘判监罚款吊照

　　象征720年前“狮子城”名
字由来的720头醒狮日前在滨海
湾浮动舞台上齐聚汇演，其中
600头代表新加坡的红白醒狮也
在场进行点睛仪式，同时创下
本地最多醒狮的表演和最多醒
狮点睛这两个纪录。
　　配合新加坡开埠200周年，
管理天富宫与其文化及福利服
务中心的非盈利机构道圆（Tao 
One Ltd）上星期六（21日）举
办“狮城天富”活动，旨在提
倡我国社会的种族与宗教和谐
精神。教育部长王乙康以主宾
身份出席活动。
　　王乙康指出，新加坡团结
一致面对逆境和挑战的特质，

是 维 护 我 国 和 平 与 繁 荣 的 关
键 ， 而 团 结 来 自 本 地 的 多 元
性。他说：“只要我们保有这
种新加坡精神，我们在下一个
1000年里将继续成功。”
　　相传将我国命名为“狮子
城”的苏门答腊巨港王子桑尼
拉乌他玛（Sang Nila Utama）
于1299年登陆新加坡，距今已
有720年，因此主办方选择以
720头舞狮创下纪录。
　 　 “ 狮 城 天 富 ” 活 动 邀
来本地艺人如Jack & Ra i和
StellaVee，并在现场展出以跨
宗教为主题的展览，新加坡宗
教联谊会的宗教代表也在场祈
祷。（陈来福摄）

720醒狮齐聚汇演创两纪录

租车公司职
员发现被告最
终将罗厘停在
勿洛北3街一座
组屋楼下的停
车场。

（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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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尿病患者长时间未能愈
合的表皮伤口以及心肌梗塞患
者受损的细胞或血管，未来或
许可以借助成体干细胞产生的
愈合因子进行治疗；但这些愈
合因子目前须在低氧环境、生
化制剂或基因工程的刺激下产
生，可能导致未知的副作用。
　　南洋理工大学的一组跨学
科研究人员最近发现，利用软
硬度接近人体脑组织的水凝胶
表面培养成体干细胞，能让它
在正常氧气量下自然产生愈合
因子。
　　研究人员在实验中将含有
愈合因子的分泌物植入八只小
鼠的皮肤伤口时，伤口五天内
平均闭合了71％，这比未植入
分泌物的伤口闭合率要高出11
个百分点。
　　在另一个实验中，植入分
泌物的鸡蛋胚胎三天内形成的
血管，比未植入的胚胎要多六
成。
　　南大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暨生物科学学院助理教授郑祖
仰，周一上午介绍跨学科团队
的研究成果时说，过去数十年
科学家总是在玻璃或者塑料等
较硬表面上培养细胞，这和细
胞真正生长的人体环境有显著
的不同。
　　他指出，在软表面培育的
细胞不像硬表面上的那样会分
散开来，也能够在没有刺激
的情况下分泌更多愈合因子，
“生物科技公司未来也能够用
这种培育方式量产这样的分泌
物。”
　　郑祖仰说，过去很多药物

在传统硬表面培养出来的细胞
上表现不俗，但到了动物实验
或者人类实验时却让人失望，
这让他猜想有可能是细胞在不
同表面呈现不同特性所致。
　　人体的许多组织、肌肉和
内脏含有感应到损伤时会分泌
愈合因子的细胞。郑祖仰说：
“我们希望能够在实验室中生
产和人体分泌相同的愈合因
子，再把这些分泌物制成血清
或组织贴布，以加速损伤后治
愈的过程。”

临床应用还言之过早
　　不过，他也指出这个研究
还需要进行五至10年，进入临
床应用还言之过早。
　　同属这个研究团队的南大
李光前医学院副教授陈源顺也
指出，利用不同软硬度表面培
育出的细胞进行实验，可以更
准确地模拟药物对癌症肿瘤的
治疗效果。
　　这个包括南大生物科学院
副教授施少群在内的研究小
组，接下来计划进一步研究在
软表面培养的细胞为什么会在
正常氧气量以及没有使用生化
制剂的情况下分泌愈合因子，
并计划把这些分泌物用在慢性
伤口和血管疾病的治疗上。

南大研究：水凝胶培养干细胞
可分泌自然愈合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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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和人体分泌相同的愈

合因子，再把这些分泌物

制成血清或组织贴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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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材料科学 
与工程学院暨生物科学学院

助理教授郑祖仰

▲刘连新到停
车场偷走罗厘
的过程被电眼
全程拍下。

（受访者提供）

　　明年的牛车水农历新年灯饰将在1月4
日亮灯，到时将有1388盏灯笼登场，其中
200个造型可爱的“粉红鼠”已率先在社交
媒体上亮相。
　　负责牛车水—金声基层事务的惹兰勿
刹集选区议员梁莉莉医生，上星期六（21
日）在面簿发表贴文说，明年新春灯饰将
在1月4日正式亮灯，她也上载日前探访灯
笼制造场地时所拍摄的数张照片，其中包
括粉红鼠造型灯笼。
　　梁莉莉在贴文中写道，工匠的灯笼制
作进度令人满意，她也呼呼公众明年积极
参与长达一个月的新春庆祝活动。
　　每年的牛车水农历新年庆祝会是本地
备受瞩目的新春亮点活动之一。梁莉莉写
道，明年除了有常年的新春倒数活动、新
年年货市场及每晚牛车水广场舞台的表演
项目，还有国际舞狮比赛以及牛车水妆艺
庆典等。（取自梁莉莉面簿）

牛车水农历新年灯饰
“粉红鼠”社媒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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