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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总理：
我国也需打造

‘能接受失败’
的社会
角色”，但不少学生也提到其他课题，
包括气候变化和外来人才的引入等。针
对有学生问及国人是否因害怕失败而不
敢创业或冒一些必要的风险，李总理回
应说，在新加坡，他不认为大家会给失
败过的人贴上标签，或觉得那是应当鄙
视的。
“打个比方，人民行动党招募新人
时，在面试中若有人
的履历上写着他曾尝 请今天就
试创业但最终失败， Like
ok
facebo
我并不会因此而淘汰
他，而是会根据能力
来衡量。创业本来就
是这样，不可能每开
一家公司都成独角
www.facebook.com/
兽。”

ShinMinDailyNewsXinMingRiBao

乌节路

姜泽良 报道

（Takashimaya）工作的叶彦
佑（27岁）说，跟其他吸烟区
相比，这个黄格子吸烟区的界
限确实不算清楚。
在这里工作的孙子乐（23
岁）透露，下午经常有稽查员
来突击检查，她此前就曾因为
在黄格子外吸烟而被罚款。
相信正因如此，记者现场
所见的烟客都规规矩矩地在黄
格子内吸烟。

▲蒂妮运用在全国民防学生团
所学，救了车祸女伤者一命。
（取自面簿）

记者观察 黄线清晰

MMS/Whatsapp传照片：91918727

▲网上流传的视频显示，这个特定
吸烟区被沙土模糊了界限。（取自
面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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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赚逾2万
被告在保释期间再次干案，靠妓女卖淫收入
为生，短短一个月内赚2万3900元。
被告落网被控上
法庭，他去年5月12
日获保释，在芽笼
18巷一带租了一间
单位住。
由于隔壁单位住
着被告旗下的妓女，
他叫妓女继续卖淫，
每次性服务收费50
元，被告从中收30
元，妓女收20元。
5名妓女接受被
礼券
告提议，在去年5月
至6月间继续提供卖
淫服务。她们一共将
2万3900元收入交给
了被告。
WhatsAp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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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当卖淫集团头目，设下规定旗下
5妓女开工首周须“白做”，为50名嫖客服务，
每天仅得10元当“零用钱”。
被告林祥庆（译音，34岁）面对24项包括
蓄意伤人、对他人动粗、以及触犯妇女宪章的控
状。昨天被判坐牢38个月，罚款2万元。
庭上揭露，被告早在2006年和2014年因涉
及卖淫活动而坐牢，没想到他没有吸取之前教
训，在2017年9月当卖淫集团头目。
案情显示，被告通过一名泰国籍中介，介绍
泰国籍女来本地卖淫。
虽然性服务收费为100元，但妓女工作的首
周，须“白做”服务50名嫖客，期间每天只有
10元“零用钱”，外加免费住宿。100元由被告
与中介六四分账。
妓女在服务第50名嫖客后，可从每小时100
元的性服务收费赚40元，剩余的60元入被告口
袋，自此妓女每天也要支付被告15元住宿费。
被告生意越做越大，在2017年6月至4月
间，聘请两名孟加拉籍和两名本地员工，当中3
人当龟公，在街头拉客，另一名员工则充当司
机，载送嫖客和妓女到酒店开房。
警方在去年5月8日凌晨时分展开突击行
动，逮捕了被告和妓女。
被告接受调查时称自己在被捕前经营娼寮约
9个月，赚取2万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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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复苏术。
经过几轮抢救后，女子终于恢复意
识，蒂妮则继续陪在她身旁，直到民防
部队救护人员抵达。
民防部队在贴文中表扬她，指她的
机智无私之举显示无论什么年龄都能救
人一命，网民也纷纷赞扬她。
蒂妮也说，很庆幸自己在现场能够
给予援助，也感激全国民防学生团所教
会她的技巧，让她能够在紧急情况发生
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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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劳却进他口袋

▲被告当卖淫集团头目，被判坐牢38个月，罚
款2万元。(档案示范照）

无业男当龟公
监5个月罚4千
一名无业男子替被告当“兼职龟
公”，3个月找到200名嫖客，净赚4000
元，判坐牢5个月，罚款4000元。
45岁的无业汉钟杰龙，因一直找不
到工作，去年2月经被告安排当起“兼职
龟公”，在芽笼18巷招客。每招到一名
客人，就能获得20元佣金。
钟杰龙在去年5月的扫荡行动中被
捕，而调查揭露他在3个月内共赚取了
4000元。
另一名男子梁顺杰（29岁），去年
4月底，经被告安排当司机，载送嫖客
和妓女到酒店开房，日薪为30元至50元
间。

8成年轻人避当‘夹心族’甚选至择不少结生婚孩
江欣如 报道
Wechat/WhatsApp传照片：91918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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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士涉撞伤女路人，15岁女中学生
发挥在全国民防学生团所学，为没了呼
吸脉搏的女路人进行急救，助她捡回一
条命。
民防部队在面簿贴文透露，这
名淡马锡中学女学生蒂妮（Diniy
Qurratuaini）今年7月15日搭巴士回家途
中，经过新樟宜路上段，巴士撞上了一
名女子，导致女子当场昏迷。
蒂妮立刻请路人召救护车，并且下
车查看女子的伤势，发现她已无呼吸脉
搏，但她临危不乱，开始为对方进行心

李耀文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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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妓女‘免费’
为50嫖客服务

一层沙土，但仍比视频中清晰。
记者走访时发现，黄线虽然盖了

指乌节路一特定吸烟区黄
格子被沙土模糊了界限，公众称
因“越界”而中罚单（俗称‘中3
万’），现场烟客称几乎天天都
有稽查员，大家都规规矩矩在黄
格子里抽烟。
乌节路公共场所今年1月
起被划定为禁烟区，4月1日
起正式开罚，那里因此设置超
过50个特定吸烟区。有烟客
申诉，特定吸烟区的黄线被掩
盖，若是出线被罚并不公平。
近日在网上流传的视频显
示，两名男子疑因站在黄格子
外抽烟，被稽查人员开罚，镜
头随后转向地面，画面显示黄
格子的界限被沙土掩盖，并不
是十分清晰。相关贴文并未注
明视频于何时拍摄。
本报记者找到这个位于
313＠索美塞商场旁的吸烟
区。据记者现场观察，黄格子
的界限虽然盖了一层沙土，但
比视频中清晰。
在 附 近 的 高 岛 屋

女子昏迷没了呼吸
15岁女生救她一命
Wechat/WhatsApp传照片：91918727

指吸烟格被沙遮
烟民‘中3万’喊冤

zeliangj@sph.com.sg

农历己亥年八月初七

●24小时新闻热线：1800-8227288/91918727

卖淫集团头目

李显龙总理说，我国在发展韧性和企
业家精神的同时，也需要打造一个能接受
失败的社会。。
李总理昨天下午出席新跃社科大学首
场部长论坛，与约500名学生展开对话。
与其他五所公立大学不同，跃大在2016
年升格为我国第六所公立大学后，保留了
其应用型大学教育的独特模式，部分课程
的学习对象锁定为成人，因此大学有许多
学生是已踏入职场者，一些也修读部分时
间课程。
李总理在回应学生的问题时，谈及新
加坡下来面对的最大教育挑战。他解释
说，若是面向一般未踏入职场的大学本科
生，本地大专教育体系已相当完善，但要
创造一个适合成人持续教育的体系却还需
要更多调整。
对话会的主题为“教育在新加坡的

星期四 Thursday

职总英康的调查显示，10名年轻人当
中，有8人相信自己将成为下一个“夹心
族”，因此选择少生孩子，甚至不结婚，避
免坠入“夹心族陷阱”。
所谓的“夹心族”（Sandwich
generation）指的是那些得养育年幼小孩，
又得照料年迈父母的“夹心族”。
职总英康（NTUC Income）于今年7月
至8月，委任市场调查公司Kantar向400人
收集意见，包括约200名介于35岁至55岁的
家长，以及约200名介于21岁至29岁的年轻
人。
根据职总英康的调查，有高达80%受访
的年轻人深信，自己会成为下一个“夹心
族”，主要原因是他们觉得自己有义务照顾
退休父母，他们认为，父母的预期寿命已延长，
但他们却没有足够的退休金。
调查也发现，年轻人为了能够在未来进行更
多投资，愿意做出个人牺牲，包括不结婚，选择
少生孩子，甚至不生孩子，避免日后坠入“夹心
族陷阱”。

有年轻人相信自己
将成为下一个“夹心
族”，宁愿选择不生或
少生孩子。（档案照）
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
副教授陈宝玲医生表示，
调查的结果与社会带来的
压力因素是一致的，而这
些因素包括更高的生活
费、工资低、更多人延迟
组织家庭、以及国人不积
极地为退休开始做准备。
“这项研究的调查结
果能更好地让大众了解如
何杜绝这种‘夹心族’现
象’。”
受访年轻公众看法不
一，有者自认已经属于“夹心族”，有的则认为，
只要提前做好准备，一切就能迎刃而解。
潘小姐（24岁，文员）认为，孩子可富着
养，也可穷着养，不需要太过担心。吴先生（29
岁，私召车司机）则认同调查结果，表示面对高生
活成本，即使想生孩子也会有许多顾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