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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空军部队的中将军阶
（Lieutenant General）肩章，在网
购平台上以220元售买。卖家声称
这是他很久以前从一个收藏家手
中买来的珍品，但国防部发言人

回复《联合早报》询问时表示，
军阶肩章属受管制物品，只有拥
有相应军阶的军人可购买，这名
卖家在Carousell上售卖的中将军
阶肩章已证实是仿造品。
　　根据国防部网站的军阶肩章
介绍，中将是我国海、陆、空三

军里最高的军阶。我国至今只有
两名空军出身的中将，分别是全
国职工总会秘书长黄志明和新加
坡航空公司前高级执行副总裁马
士强。国防部发言人说，国防部
和新加坡武装部队严肃看待未经
授权售卖军服和徽章等的行为。
当局也提醒服役人员，如果需要
个人装备，可到军用品零售处购
买。
　　不愿具名的邓姓本报读者
（49岁，家庭主妇）日前浏览网
购平台Carousell时，无意间发现
有人以220元的价格出售新加坡空
军部队的中将军阶肩章，这让她
觉得不妥。
　　她说：“肩章若是真的，这
对国防部的将领来说是一种贬
低，而且很不尊重；若是假的，
220元的价格会让人误以为是真
品，这是欺骗行为！”

　　记者到Carousel l查看时发
现，公开售卖中将肩章的卖家是
该平台的五星评级卖家，拥有29
个物件待售，其中大多是装饰用
途的军队勋章，售价都不超过30
元，唯独此三星肩章价格高达220
元，而照片中的肩章看似相当精
致，让人不容易分辨真假。

卖家声称 
早年向收藏家买来肩章
　　记者起初以买家身份试问卖
家，卖家解释说该中将军阶肩章
是很久以前从一个收藏家手中买
来的珍品，但记者表明身份后，
卖家就再也没有回应。
　　在美芝路经营军用品商店的
女老板（50岁）透露，曾有客人要
求她缝制中将肩章，但被她拒绝。
“制作肩章的成本高又费时，这里
不会有人接这样的单子。”

宋慧纯　报道
hcsong@sph.com.sg

　　站在巴耶利峇空军基地跑道
上、离地30公尺高的瞭望台，宛
如从机上俯瞰巴耶利峇周遭美
景。访客漫步“空中”思考现在
与未来方向的同时，还可回望巴
耶利峇航空史留下的发展足迹。
　　这个瞭望台兼纪念步道是本
地设计团队为重新发展巴耶利峇
空军基地跑道提出的构想。
　　设计凭着大胆创新的风格，
为跑道构建出与众不同的空间维
度，也因此获得新加坡巴耶利
峇 空 军 基 地 重 建 创 意 大 赛 ——
“Runway for Your Imagination”，
“改造跑道”项目的公开组首
奖。
　　由Formwerkz Architects建
筑设计师崔耀洋（27岁）、ID 

Architects助理建筑师沈以哲（28
岁）及AWP Architects副建筑师邓
保宝（27岁）组成的团队为设计
取名“The Horizon”（意指地平
线）。
　　根据设计，整个瞭望台兼纪
念步道以钢格（steel lattice）结构
撑起，沿着全长3.8公里、宽75公
尺的原有跑道而建。
　　从地面层至瞭望台最高处有
多个螺旋梯、电梯、斜坡道等不
同垂直结构衔接，而各楼层可用
来建商场、展演空间、剧场、空
中花园、背包客旅店、办市集
等。
　　崔耀洋代表团队受访时指
出，团队选用钢格结构是看中细
长的钢格几乎可“隐身”周遭的
青葱绿意中，同时稳固撑起整个
建筑的多用途社区空间。

　　钢格结构较轻，且有许多空
间可供人们主办活动，无需进一
步施工挖掘另劈空间。如此一
来，具历史意义的机场跑道就可
以获得保留。
　　崔耀洋说：“我们也希望借
此模拟航班上下、起飞降落的感
觉，借此告知访客这区的航空
史。
　　当周遭天际线逐渐消失在夜
空中时，横向钢格结构上将闪烁
着光芒，看上去类似真的机场跑
道，为访客指引进出口方向。”
　　新加坡巴耶利峇空军基地重
建创意大赛是由市区重建局、新
加坡建筑师学会和新加坡规划师
学会合作主办，以“概念发展总
蓝图”“改造跑道”和“让巴耶
利峇机场更具活力”三大主题，
邀各界为巴耶利峇空军基地和周
边地区的未来发展提出点子。
　　主办方最终收到104份参赛作
品，并于日前公布获奖的14个，
上载市建局网站供浏览。
　　2030年起，巴耶利峇空军基
地将迁至樟宜东空军基地。迁移
完毕后，巴耶利峇地段可腾出约
800公顷土地。
　　这个于1981年转换为军事用
地的设施是我国四个空军基地中

规模最大的，原为商用机场。
　　空军基地搬迁后，巴耶利峇
和周边地段的建筑高度限制将随
之解除，这包括大巴窑、后港、
盛港、榜鹅、勿洛和淡滨尼等，
为多个市镇的发展开拓新的可
能。

“概念发展总蓝图” 
港大团队获大专组首奖
　　除了本地团队，这次的比赛
也吸引不少海外团队报名。由香
港大学建筑系硕士生黄子豪（23

岁）和蔡子轩（23岁）组成的团
队就获得“概念发展总蓝图”大
专组首奖。
　　团队建议将巴耶利峇划分成
11个各具特色的区块，突显多元
经济发展机遇、活力社区、永续
生活、良好交通衔接、面向未来
生活和地区认同等六大规划理
念。
　　各区块包含的设施包括促进
经济发展的商业区、住宅、绿色
长廊、完善交通网络等，机库、
跑道等承载该区历史意义的空间

则会保留下来，发展成具活力的
公共设施。
　　黄子豪受访时说，考虑到巴
耶利峇过去曾是沼泽地，作为空
军基地的地段也与周围社区分隔
开来，所以团队特别花心思，希
望透过规划中的交通网络与区域
绿色长廊将区内各处环境与文化
“缝合”起来。
　　至于空军基地的跑道，他们
建议规划为巴耶利峇最具独特色
的市区空间，让在周边社区生活
和工作的人都能到此参与活动。

　　顶部直径可达26公分的
巨型蘑菇阔别80年再现武吉
知马自然保护区。
　　国家发展部长李智陞在
面簿发文透露，国家公园局
最近在武吉知马自然保护区
发现了巨型蘑菇刻鳞鹅膏菌
（Amanita sculpta）。他指
出，这个伞形大蘑菇最早是
在1962年的收藏中被发现，
当时以为只在新加坡生长，
但后来也在马来西亚、中国
南部和日本发现。
　　曾担任植物园助理署长
的 本 地 植 物 学 家 科 纳 教 授
（EJH Corner）在1940年7
月9日于武吉知马自然保护区找到它。但此后80年至今，本地再
未出现刻鳞鹅膏菌的踪影。“但公园局同事最近再次发现它，可
能是在科纳首次收集到它的同一个角落。”
　　李智陞说，这项重新发现有助于提高武吉知马自然保护区的
科学价值，也反映继续保护本地自然遗产的必要。（李智陞面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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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岁妇女误信骗子电脑技术
员，以为自己的电脑遭黑客侵
入，担心银行户头被盗用，妇女
根据对方的指示交出银行资料
后，户头里3万5000元存款被转到
另一名陌生男子的户头。
　　警方在接获妇女报案后，成
功助她取回被转账的款项。据警
方今年8月公布的最新数据，这类

“技术支援骗案”，从去年上半
年的30起，增加到今年上半年的
317起。涉及的款项也从去年上半
年的34万元，激增至今年上半年
的1500万元。
　　卷入骗案的是60岁妇女丽雅
娜（化名，教育职员），她是在
今年5月28日晚间上网时受骗。
丽雅娜昨天受访时说：“我的电
脑荧幕当时出现一则弹出式（pop 
up）广告信息，提醒我更新防火

墙。”
　　点击后，丽雅娜的电脑荧幕
出现另一则信息，说她电脑可能
已经被病毒入侵。“我看了非常
紧张，信息底下有个电话号码，
我就打过去询问。”接电话的男
子向丽雅娜解释，她的电脑防火墙
已经失效，男子称要检查丽雅娜的
电脑，要她下载一个可让他远程操
控她电脑的TeamViewer软件。
　　之后，男子花了两小时说服

丽雅娜，她的电脑已经被黑客入
侵，银行户头有被盗用的危险。
“他说只要交出银行户头资料，
他就可以帮我防止户头被盗用，
我就照办了。”丽雅娜隔天接到
银行通知，说她的户头有3万5000
元被转到一名陌生男子的户头，
丽雅娜立刻报警备案。
　　商业事务局高级调查员薛贵
伟助理警监（47岁）是负责这起
案件的调查员。他前天受访时

说，警方接到丽雅娜的通报后立
即联系银行。“我们发现，骗子
从她的户头转出3万5000元到另一
男子的户头。”

警方：别向陌生人 
透露银行户头资料
　　警方后来索取该男子的资
料，在他住家找到3万3000元的赃
款。“这名男子是售卖医用器材
的商人，骗子联系他后，以买手
套为由，答应付3万5000元的定
金，骗子之后从丽雅娜的户头转
钱到他户头。商人后来提出3万

3000元，准备向供应商买手套。”
商人惊觉遭人利用，于是配合调
查，把钱归还给受害人，警方后来
也为她取回剩下的2000元。
　　对于骗子的行为，薛贵伟解
释，对方或许是借由第一次转账
来试探是否会躲过警方耳目。
“他们当时已经掌握了受害人的
户头，假设受害人没察觉，或许
他们就会把更大笔的款项转入自
己的户头。”
　　薛贵伟提醒公众，切勿下载
不明软件，也千万别给陌生人银
行户头资料。

王晓亚　报道
wangxy@sph.com.sg

　　提高青少年心理健康意识，
为业内培养更多辅导人才，新跃
社科大学携手新加坡心理健康协
会，组织社区服务项目，以导师
培训方式让学生掌握心理健康知
识，以及如何与有心理障碍的人
沟通等技巧。
　　新项目今年4月正式启动，
共分为两个计划。第一个名为涟
漪辅导计划（RIPPLES Mentoring 
Programme @ North West），邀请
跃大学生报名为学员，跟着心理

健康协会的义工导师学习心理健
康知识以及如何辅导心理障碍患
者。
　　心理健康协会创意服务活动
策划专员吴金红介绍，在为期九
个月的计划中，学生会先学习心
理知识理论，接着自主设计一个
辅导项目，接着在协会的帮助下
联系相关机构，执行项目。“比
如，有学生设计了为听障人士进
行心理健康宣传的计划，我们要
找到受益人，并在之后的实践
中指导和帮助学生顺利完成项
目。”

　　吴金红说，心理健康协会拥
有丰富的心理健康辅导知识，而
跃大能为社区服务培养人才，并
设计不同的服务项目。
　　两者合作不仅能在学生中传
播青年人心理健康的重要概念，
还能为心理健康辅导领域培养更
多领袖。
　　新跃社科大学体验式教育中
心专员（服务学习与社区参与办
公室）李秀玲（45岁）受访时指
出，项目还在试验阶段，虽然欢
迎全校任何科系的学生参与，但
首批参与的七名学生都是对心理

健康话题有兴趣或具备相关经验
的。“我们希望这个计划就像一
块石头，能激起涟漪，从而逐渐
在社区建立一个支持青年心理健
康的体系，吸引更多社区伙伴加
入。”
　　作为涟漪辅导计划的导师，
已有四年社区服务经验的黄琬涵
（25岁）透露，自己曾成功开导
过身边有自杀念头的朋友。她
说，很多人对心理问题还是存在
偏见，不会第一时间去看医生。
“提升大家这方面的意识不仅可
以让个人正确看待心理障碍问

题，也能在需要的时候给予身边
人支持。”
　　以学员身份加入计划的大二
学生陈欣慧（21岁）说，来认识
心理健康知识的人并不一定要有
心理问题。“一般人也可以了解
如何缓解工作压力等。”

用纪录片形式 
推广心理健康意识
　　合作项目中的另一个计划，
被称为视频社区交友（Project 
Video Befriender）。学生需在一
个学年内，学习视频制作技巧和

心理健康知识，并与受益人深入
交流，最终用纪录片的形式推广
心理健康意识。
　　参与计划的大二学生廖励杰
（23岁）说，视频制作一直是自
己的兴趣，加上他曾在国民服役
时接触过许多为各种生活琐事困
扰的同僚，才让他如今选择参与
这项计划。“当初我不知该如何
帮助那些遇到困难的人，却又觉
得自己有责任这么做。如今这个
计划让我既学习了感兴趣的技
能，又终于学到了心理健康知
识，可谓一石二鸟。”

跃大与心理健康协会合作　提升青少年心理健康意识培养辅导人才

误信电脑遭入侵交出银行户头资料　妇女险被盗走3万5000元

阔别80年　巨型蘑菇本地再现

背包客旅舍

湖畔花园

空中花园

景观大道

温书空间
水上乐园

商场

开放式展览空间

飞狐滑索设施

升高有盖通道未来混合用途发展项目

未来混合用途发展项目

夜市

广场
剧院

瞭望台“升高跑道”

“改造跑道”主题公开组首奖作品

早报制图资料来源／ Formwerkz Architects, ID Architects, AWP Architects 

三建筑师团队改造巴耶利峇空军基地跑道构想夺冠 

筑瞭望台空中步道让你看尽跑道美景
根据设计，整个瞭望台兼纪念步道以钢格结构撑起，沿
着全长3.8公里、宽75公尺的原有跑道而建。从地面层
至瞭望台最高处有多个螺旋梯、电梯、斜坡道等不同垂
直结构衔接，而各楼层可用来建商场、展演空间、剧
场、空中花园、背包客旅店、办市集等。

香港大学建筑系硕士生黄子豪和蔡子轩希望将巴耶利峇划分成11个各具
特色的区块，并以保留下来的跑道作为市中心的社区空间。

（构想图由香港大学提供）

本地设计团队建议在巴耶利峇空军基地跑道上筑起30公尺高的瞭望台兼纪念步道，让访客仿佛在机上，从高空俯瞰周边美景。
（构想图由Formwerkz Architects, ID Architects, AWP Architects提供）

网购平台卖中将军阶肩章　国防部证实是仿造品

读者浏览购物网站时，发现中将军衔的肩章竟在网上以220元的价格出
售。（取自互联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