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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偷走了青少年的睡眠？
最新《逗号》对120名学生进行
调查，找出年轻人长期熬夜的
四大原因。一些学生以“周末
狂补眠”的方式来补充睡眠，
这能解决问题吗？
　　据2016年的调查，本地有2
万多名不上学、不工作的年轻
“尼特族”（NEET）。尼特族
人数增加会给社会带来什么问
题？本期“新闻消化室”剖析
这个令人担忧的现象。
　　最新一期的《小拇指》也
已推出，适合小一到小三学生

阅读。这期的精彩故事将带学
生了解本地独特的美食文化。
　 　 学 生 报 数 码 版 “ 早 报 校
园 ” （ Z B S c h o o l s . s g ） 包 含
《逗号》《大拇指》和《小拇
指》内容，欢迎中小学订阅。
有意订购者可电邮cirschool@
sph.com.sg询问，或上网www.
sphsubscription.com.sg/eshop订
阅。
　　三份学生报也在全岛指定
buzz售报亭售卖。欲知buzz售
报亭地点，可浏览http://bit.ly/
studentpub_2019。

本期《逗号》解析“尼特族”现象

演出

Kurios
（星期二至五：20时／星期六：
16时30分、20时／星期六：13时
30分、17时，至8月18日，Big Top
（滨海湾金沙旁），门票：95元
至320元）
太阳马戏团（Cirque du Soleil）呈
献，讲述一名荒诞的科学家相信
在世界以外存在另一个超越想象
的平行时空，并打破了时间与空
间的维度，与一群超越时空界限
的奇特人物，颠覆现实世界，展
开各种奇思妙想。
售票处：SISTIC（63485555）

讲座

陪你看报纸
（10时—11时，每周三，德教太
和观乐龄服务中心，塔景路（Tah 
Ching Rd）第337座，免费）
《联合早报》《联合晚报》联
办，向年长者讲解过去一周的新
闻。

展览

村上隆：从超扁平到气泡膜
（星期日至五：10时—19时（星
期日17时结束）／星期六：9时－
18时，至9月14日，泰勒版画院
（STPI），罗拔申码头41号，门
票：8元）
展出日本当代艺术家村上隆的70
多幅版画，展示日本战后到上世
纪90年代，经济泡沫至今的社会
艺术现象。
电话：63363663

新加坡第一代与 
第二代名画家杰作展
（12时—18时，至22日，海卉艺
苑，东陵购物中心3楼33号，免
费）
展出朱庆光、郑文彬、潘再雄等
16位画家的作品。
电话：81189816

ReUnion
（10时—19时，至11月10日，国
家博物馆，2楼Glass Atrium，史
丹福路，免费）
全国职工总会主办，展览的一大
重点，是当年的现代化研讨将如
何影响我国的工运发展。其中一
个看点，是许多为我国工运做出
贡献者的遗物。
电话：63323659

林光霖摄影个展 
“家的肖像” 
（星期二至日：12时—19时（星
期 日 1 6 时 结 束 ） ， 至 2 8 日 ，
Chapel Gallery，Objectifs，密驼路
155号，免费） 

展出70张作品，每一张黑白照片
都有故事要说，诉说一个国家社
群建设家园过程中的得与失，以
及一个家庭的成长繁衍。 
电话：63362957

今日触点

联系方式
电邮：zblocal@sph.com.sg
传送照片：9720-1182
网站：www.zaobao.sg
面簿：
�facebook.com/�
zaobaosg

用微信应用 
扫描QR码 
关注就是不一样 
的鱼尾文

（根据zaobao.sg
　昨晚6时单日排行）

数码

zaobao.sg
最新微信公众号
“新加坡鱼尾文”上线

一个主打新闻、生活和文艺
的微信公众号，带你了解新
加坡原汁原味的风土人情，
领略小岛深处那些鲜为人知
的文化魅力。

五大热门新闻

■ 美使馆证实 
义安城坠楼男子是美国公民

■ 义安城坠楼案： 
黑影突划过　洋汉掉面前

■ 文礼通道一组屋单位失火 
六人受伤

■ 女子登报征富男友 
遭讽“以为是林志玲”

■ 拍醉酒女郎放上网 
德士司机合约遭终止

街访街坊

　　略看黄向洋（47岁）的履
历，就职的公司或机构名字或
许不同，但自1997年从南洋理
工大学商学院毕业至今，他的
工作离不开销售和营销。
　　黄向洋目前在新跃社科大
学商学院担任高级讲师，在他
把多年的社会历练传授给学生
之前，他总是会先聆听。
　　他说：“过去的销售经验
让我学会了聆听，这很重要。
很多人想说、想让人听到自己
的想法，所以销售员须具备的
重要技能就是聆听。”
　　“这和教书一样，老师在
上课时应该聆听学生的看法，
才能针对学生的情况编排更合
适的课纲。”

　　在加入跃大之前，黄向洋
曾在澳大利亚执教。
　　他认为，学生最大的问题
是不懂得分析，往往以为复杂
的问题要用深奥冗长的答案作
答才能获得高分，以致考试时
文不对题。
　　掌握了分析能力，也能应
用在工作上。黄向洋举例，业
绩不佳、广告没有带来收益、
无法收集到顾客反馈，这些在
营销或销售工作中会面对的实
际情况涉及许多因素，需要准
确的分析能力才能找出问题根
源。
　　他说：“学会分析就能用
最少的资源解决问题，避免浪
费时间、精力和金钱。”

（受访者提供）

心“聆”讲师

黄向洋目前在新跃社科大学商学院担任高级讲师。过去从事销售

工作的经验，让他领悟到聆听的重要，因此每当他在教导学生之

前，都会先听听学生的看法，以便针对学生的情况编排适合的课

钢。

卓彦薇　报道
tohyw@sph.com.sg

郭培贤　报道
phkerr@sph.com.sg

　　涉及失信23名客户近4100万
元的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余庞
桂，星期二被判坐牢25年又10个
月。他有意上诉。
　　高庭法官陈成安下判时指他
至今未归还2400万元，原本应该
判他坐牢28年至29年，但余庞桂
已经65岁，再判他入狱接近30年
几乎就是终身监禁，而控方并没
有要求余庞桂终身监禁，因此下
调了刑罚。

　　法官说：“若他能够获得假
释，我认为他还有机会在去世之
前出狱，希望他能利用人生所剩
的时间改过，反思自己到底对信
任他的人造成多大的伤害。”
　　特许公共会计师余庞桂（译
音）共面对693项控状，包括严
重失信、伪造文件、欺骗、向宣
誓官做虚假声明和转移赃款等罪
行。
　　控方以50项严重失信罪提
控，余庞桂经审讯后被判罪成，
法官星期一早上针对刑罚做出裁

决。
　　余庞桂在2002年2月至2012年
7月间，为23家公司提供清盘、接
管和管理财务等专业服务时，以
专业代理人的身份失信客户巨额
款项，达4062万新元和14万7000
美元（约20万2529新元）。

染赌瘾欠债无法偿还 
被告开始失信客户
　　审讯早前揭露，余庞桂是因
为染上赌瘾，赌债越积越多，曾
卖房套现抵债，但仍无法填补无
底洞，于是开始失信客户款项。
　　控辩双方日前针对刑罚陈
词，主控官呼吁法官判余庞桂坐
牢30年，而辩方律师希望法官判
他坐牢介于12年至18年即可。
　　法官在判词中表示，虽然余
庞桂面对的控状非常多，但法庭

必须先为每项控状的刑罚一一裁
决后，才能考虑多少项控状的刑
罚该同时进行，以及决定整体刑
罚的长短。
　　根据刑事法典409条文严重失
信罪，触犯者每项控状可判坐牢
最长20年，或终身监禁，可能被
罚款。
　　法官指出，提控余庞桂的50
项控状之中，涉案金额介于5000
元以及852万元。他参照前例中每
项控状的涉案金额及刑罚，并且
斟酌了加重以及减轻刑罚的因素
之后，认为各项控状中的刑罚应
该下调15%，判他为这些控状坐
牢五个月至156个月之间。
　　法官阐述了案件中应加重刑
罚的因素，指余庞桂的赌瘾除了
使20多名受害者遭殃，罪行也严
重影响了我国经济体系的声誉。

　　另外，法官认为能够减轻刑
罚的因素也不少，包括余庞桂在
调查过程中，以及在审讯过程
中，都非常配合警方以及控方，
提供他们各所需要的资料，而且
他归还了约1700万元。
　　至于多少控状的刑罚该同时
进行，法官再次参照判例中的
总涉案金额以及整体刑罚。他
认为，余庞桂虽然失信近4100万
元，但是造成的实际伤害只有约
2400万元，因此他应该被判坐牢
28年至29年之间。但是，他指余
庞桂已经65岁，再判他入狱接近
30年几乎就是终身监禁。
　　法官指出，既然控方并没有
要求判余庞桂终身监禁，而他也
并不认为余庞桂应该判终身监
禁，因此判他坐牢310个月（25年
10个月）。

律师： 
不应在严重失信罪下定罪
　　余庞桂表示有意上诉。辩方
律师指出，他们认为余庞桂并不
是“代理人”，不应该在严重失
信罪下被定罪，他们也认为刑罚
并不妥当。
　　律师表示希望法官能够下令
暂缓执行刑罚，指余庞桂患有糖
尿病，日前不小心扯断了脚趾
甲，需要就医观察伤口。
　　法官并没有批准律师的申
请，指狱中有妥善的医疗设施照
顾余庞桂，下令他立刻入狱服
刑。

失信客户4100万元
六旬会计师监25年又10个月
被告余庞桂面对693项包括严重失信、伪造文件等罪
行。高庭法官陈成安下判时指出，原本应判他坐牢28年
至29年之间，但被告已65岁，再判他入狱接近30年几乎
就是终身监禁，因此下调刑罚，希望他有机会出狱，用
余生反省改过。被告表示有意上诉。

余庞桂在2002年2月至2012年7月
间，以专业代理人的身份失信客户
巨额款项。（档案照片）

　　你是不是担心退休存款不够
养老？或是想要卖屋套现，却舍
不得离开老街坊？
　　只要你手头上有一个组屋单
位，如有需要，就可在晚年通过
屋契回购计划，将组屋部分剩余
屋契卖回给建屋发展局，除了填
补公积金退休户头，还能获得现
金和花红。

　　欲知更多详情，千万别错过
来临星期六（20日）在大巴窑建
屋局中心广场举行的第一场“善
用组屋，安稳退休”讲解会。
　　现场不但有资深艺人林茹萍
和《联合早报》专线记者为你解
释屋契回购计划，以及其他使用
组屋套现的选择，建屋局人员也
会在场解答疑问，让公众了解哪

种选项更适合自己的晚年生活。
　　政府于2009年3月推出的屋
契回购计划，让年长屋主可选择
将组屋部分剩余屋契卖回给建屋
局，并依据最年轻屋主的年龄选
择要保留多少年屋契。卖屋契所
得会用来填补屋主的公积金退休
户头，为年长者每月提供固定入
息，还有一笔一次过发出的现金。

　　由《联合早报》主办的“善
用组屋，安稳退休”讲解会共有
四场，国家发展部和建屋发展局
协办，并获人民协会支持，入场
免费。

“善用组屋　安稳退休”
首场讲解会
日期：7月20日（星期六）
时间：下午2时至4时
地点：大巴窑建屋局中心广场

本报周六办“善用组屋安稳退休”讲解会

涂健强　报道
thorkk@sph.com.sg

　　文礼通道组屋一个两房式单
位前晚发生火患，女屋主尝试灭
火不果，一家六口仓促逃命，上
百居民也紧急疏散，六人因吸入
浓烟送院治疗。
　　民防部队证实，火患发生在
前晚约10时15分，地点是文礼通
道第191座组屋四楼的一个两房式
单位。
　　民防部队到场后，使用消防
水泵将火势扑灭。六人被送院医
治，他们大多是吸入过多浓烟的
年长居民。
　　失火单位女主人阿西拉（35
岁，家庭主妇）受访时说，当
晚大约10时，她突然听到婆婆叫
喊，指房里的床褥起火。
　　她说：“我尝试用水灭火，
但没一会儿火势突然变大，我们
只好赶快逃走。”
　　阿西拉的家婆因吸入太多浓
烟，跑下楼后被送到黄廷方综合
医院救治，而10岁的大女儿部分
头发被火烧焦，其余家人则没有

受伤。阿西拉的儿子说，当时看
到一个男子从走廊窗口，丢入类
似烟头或火柴之物进房间，进而
导致起火，但他说看不清对方样

貌。对此，警方和民防部队表示
失火原因还在调查中。
　　事发后，约100名居民被疏
散。西海岸集选区议员郑德源也

到场慰问居民。他表示，已安排
几个四楼单位的住户到文礼联络
所暂住，文礼商联会事后送上地
毯、枕头和被单。

文礼通道组屋火患　上百居民疏散六人送院

文礼通道第191座组屋的一个两房式单位前晚失火。（唐家鸿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