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称能以优惠价购足球赛及演唱会门票等

约瑟林泳校前经理骗逾8万元监18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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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太里     报道
leekhn@sph.com.sg

　　本地知名草根漫画家吴嘉禾
于本月18日（星期一）因心脏病
去世，享年69岁。他自2000年起
成为《联合早报》美术员，2014
年退休，期间创作了无数令人印
象深刻的漫画，和早报读者一起
笑谈十余载。
　　吴嘉禾在2012年动过动脉手
术，留下长期喉咙痛的后遗症。
刚退休时尚能创作，过后因体弱
而忍痛放弃。
　　吴嘉禾留下妻女两人，女儿
今年刚上中学。遗孀刘亚红受访
时说，丈夫平易近人，脾气极
佳。不幸的是，由于喉咙痛，他
这些年来因吞咽困难，进食不
易，身子一直十分虚弱，极少踏
出家门。即使前同事上门探访，
也难开口说话。五六年前，他更
常申诉神经痛、骨骼痛而坐立难
安。

她说，上周六（16日）下午
他在家中跌倒，但对家人说无大
碍，拒绝就医。两天后在星期一

傍晚，突然陷入半昏迷状态，家人
急忙送他到盛港综合医院，但无
奈回魂乏术，于当晚9时许逝世。
　　吴嘉禾加入报馆前已开始投
稿《南洋商报》，全职以美术为
业时是他漫画创作的鼎盛期。早
报以前的时政评论《百草园》版
的漫画专栏《题景石》由几名美
术员轮流作画，吴嘉禾的作品特
出，有些还引起政治人物的关
注，在他们的演说中提及。
　　一些与吴嘉禾同事兼同行多
年的早报美术员，对他的漫画十
分佩服。如果以足球比拟，他射
球的角度你永远猜不到；如果以
射击比喻，其后挫力也往往让人
惊叹，一些作品见报数天后同事
见到作者时仍忍不住笑。他对本
地时事漫画影响很大，以至有漫
画同人在想点子时说：“要假设
自己是嘉禾，会怎么画这个题
材。”
　　早报视觉部副主任、《新鲜
阿婆》漫画作者蔡新友受访时，
忆及与嘉禾多年的相处。他说：
“在公司的时候都和嘉禾一起吃

晚餐，常常抢着付茶水钱。有一
回他为了比我快，不小心跌倒，
腰部撞到桌角。他没查看自己伤
得如何，却告诉我怕家人担心。
连受伤都选择隐瞒，他就是处处
为人着想。”
　　“接受动脉手术后，他连喝
水吃饭都不易，一次把饭喷到整
桌，不断跟我道歉，我也只能给

他安慰。现在疫情期间那么多不
寻常的生活改变，我想，嘉禾如
果还能继续作画，肯定会有十分
精彩的作品。”
　　2006年，早报为吴嘉禾出版
《新加坡啦》漫画集。早报前总
编辑林任君在这本书的序篇中形
容他“有收发自如而常让人猝不
及防和忍俊不禁的幽默感，一双

敏锐洞察的眼神以及一颗赤诚调
皮的心”。
　　得知噩耗，林任君深感惋
惜。他表示，报馆有一批漫画人
才，他们和特约漫画家一起，长
期为早报提供多姿多彩的时事和
生活漫画，形成了早报的一个特
色，吴嘉禾便是其中一位佼佼
者，作品深受读者喜爱。

　　他说：“嘉禾虽沉默寡言，
但在那个草根外表下却隐藏着一
股强大的幽默爆发力，每每一出
招就点中人们的笑穴，令人拍案
叫绝！”他认为吴嘉禾的离世是
本地漫画界的一个损失。
　　吴嘉禾停柩处位于宏茂桥10
道第577座组屋底层，明天下午2
时出殡。

王英慧　报道
evonwong@sph.com.sg

　　新加坡“蝶王”约瑟林泳校
前经理声称能以优惠价，帮忙代
购国际冠军杯足球赛和爱尔兰乐
团U2演唱会门票，还收钱帮忙
代购球鞋。可是钱到手后他就失
联，两年内骗取多名朋友和足球
员逾8万元，最终被判坐牢18个
月。
　　被告哈菲兹（38岁）面对21

项欺骗控状，他昨天承认其中八
项控状，另九项交由法官下判时
一并考虑，余下四项则被控方撤
销。
　　根据案情，新加坡铁人三项
总会曾于2017年支付6030元给被
告，向被告的公司购买运动服
饰，但被告后来却没有交货。
　　另外，被告在2019年3月至6
月之间，声称有办法以20%优惠
购买当年在本地举办的国际冠军

杯足球赛门票，也可以帮忙购买
同年举办的爱尔兰乐团U2演唱会
门票。
　　多名朋友信以为真掏钱向他
购买门票，但他们事后向被告索
取门票时，被告却以各种借口避
而不见。被告前后骗走超过8万
3000元，至少17名受害人被骗，
金额介于130元至2万多元不等。
　　被告在球赛四天前开设一个
WhatsApp群组，把向他购买门票
的所有受害人加到群组内。他接
着在群组内道歉，并指自己工作
繁忙才会应付不来，但保证会把
门票交给大家。

　　然而，被告最终食言，他后
来自行退群，完全失联。
　　其中一名受害人花了1070元
向被告购买六张足球赛门票，但
被告后来谎称他忘了把四张门票
带出门，最终只给他两张门票。
　　为了表示自己所言不假，被
告还把体育城（Sports Hub）发
出的电子收据和电子门票转发给
这名受害人，但受害人在球赛当
天打算凭收据和电子门票入场不
果，才得知收据和电子门票都是
假的，而门票上注明的座位号也
不存在，于是报警处理。
　　不仅如此，一名足球员花了

1万7000多元向被告购买52双球
鞋，但被告仅交出三双球鞋就失
联。

被告昨天求情时说，这些
受害人都是他从2015年认识的朋
友，他早前多次帮他们买门票，
也确实把门票交给他们。他此次
过度承诺朋友，结果没法兑现，
他对此感到抱歉，并已作出2万
多元赔偿，也承诺出狱后会把欠
下的钱还给受害人。
　　据早前报道，被告原本在新
加坡游泳总会工作，后来于2016
年受聘为我国奥运冠军约瑟林的
发言人，并在约瑟林开办的游泳

学校Swim Schooling担任兼职经
理，但他已于2019年7月被解雇。

被告哈菲兹声称帮忙代购足球赛和演唱会门票，还收钱
帮忙代购球鞋，可是钱到手后他就失联，两年内骗取逾8
万元，最终被判坐牢18个月。

曾任本报美术员无数作品令人印象深刻　本地漫画家吴嘉禾逝世

许翔宇　报道
hsiangyu@sph.com.sg

　　退休后热衷写稿投稿，72岁
前建筑公司老板张维昌三年多前
为锻炼文笔，报读新跃社科大学
中文系，求学期间还创立一份文
学杂志。他刚获颁汉语言文学学
士学位文凭，成为今年跃大最年
长的本科毕业生。
　　张维昌当年从华义政府华文
中学高中部毕业后，本想报读南
洋大学，但为养家投入职场，放
弃升学。他后来成立建筑公司，
在建筑业打拼近40年后，2010年
结束生意，从事咨询工作直到
2015年退休。
　　他退休后重拾写作兴趣，除
了在《联合早报》《新明日报》
和《联合晚报》针对时事课题投
函，也常发表散文随笔。当时，

他每个月常有三五篇文章刊登，
最高记录是一个月有八篇获发
表。2017年，他决定报读跃大中
文系。
　　他说：“除了进一步训练文
笔，我也想多接受中华文化熏
陶。”
　　因人生阅历丰富，被同学委
任为班长的张维昌，前年创立
《日新跃艺》文学杂志。除了借
此鼓励中文系同学多写作，身为
主编的他也欢迎任何对写作感兴
趣的学生和工作人士投稿。
　　“我投稿除了表达观点和抒
发感想，也希望分享人生经验，
让年轻人少走一些冤枉路。我
希望更多人领会写稿投稿的乐
趣。”
　　跃大的学位是张维昌的第
三张大专文凭。他20多年前考获

跃大今年最年长本科毕业生

72岁建筑公司老板热爱文学热衷写稿

新加坡工程技术学院的毕业文
凭，后来通过远程学习考获美
国大学的工程管理理学硕士学
位。
　　他凭好学不倦的精神成为
今年跃大教务长终身学习奖得
主之一。他打算以3000元奖金
为起步资金，成立线上补习网
站 帮 助 弱 势 学 生 提 升 华 文 水
平，并在累积更多资金后，援
助慈善机构设立中医诊所。
　　跃大为今年毕业生举办24
场毕业典礼。教育部长陈振声
本月6日早上为第五场典礼担任
主宾致辞时，敦促跃大继续与
业界及国际和区域伙伴保持联
系，助毕业生把握发展契机，
他也鼓励毕业生心系社区，继
续和母校保持联络。
　 　 当 天 跃 大 也 迎 来 企 业 领
导转型短期课程的首届14名结
业 生 ， 绍 钦 胶 品 私 人 有 限 公
司（Seow Khim Polythelene Pte 
Ltd）董事林伟业（38岁）是
其中一人。“我们公司在开发
外销市场方面碰到瓶颈，我希
望通过课程了解其他企业的跨
国发展经验。在咨询专业导师
后，我对公司进一步开拓海外
市场的策略有不少想法，下来
会着重开发澳大利亚市场。此
外，我们也准备进一步落实数
码化转型。”

72岁的张维昌是跃大今年最年长的本科毕业生，他
在修读跃大中文系时还创立一份文学杂志《日新跃
艺》，鼓励同学多写作和投稿。（受访者提供）

绍钦胶品私人有限公司董事林伟业是跃大首届企业领
导转型课程的毕业生。他完成课程后对协助公司开拓
外销市场有不少新的想法和策略。 （曾坤顺摄）

资深漫画家、《联合早报》前美术员吴嘉禾创作了无数令人印象深刻的时
事与生活漫画，让同行佩服不已。（档案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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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吉知马山富士山

这是刊登于2009年5月《百草园》的漫画。吴嘉禾以新加坡的公路电子收
费闸门对比日本拱门，两国独特景观，让人有别样感受。

王康威　报道
hengkw@sph.com.sg

　　新加坡武装部队恢复在澳大
利亚举行的常年袋鼠演习，今年
有来自海陆空三军约580名武装部
队人员参与。
　　虽然演习受冠病疫情影响，
规模同往年相比缩小，三军仍开
展大规模联动任务，契努克重型
直升机更首次参与演习，进一步
加强各军种的配合与协作。
　　去年因疫情取消的“袋鼠演
习”（Exercise Wallaby）今年在9
月13日至10月21日，于昆士兰州
的肖尔沃特湾训练区（Shoalwater 
Bay Training Area）举行。该训练
区的面积约为新加坡四倍，让武
装部队海陆空三军能演练整体作
战能力。
　　袋鼠演习空中行动指挥官王
雪明上校接受媒体视讯访问时介
绍，今年演习的亮点在于空军部
队CH-47F型契努克重型直升机首
次参与，并同海军部队登陆舰努
力号（RSS Endeavour）联合进行
舰对岸和甲板登陆行动，以及垂

直补给任务。
　　努力号舰长梁明杰中校说，今
年演习的垂直补给任务包括由两
架直升机负责吊起路虎车，以及利
用快艇将不同的军车送上岸。
　　他说：“疫情改变演习的策
划和部署方式，但海军保持灵
活，与军医、陆军和空军伙伴合
作，进行短周期的策划，确保演
习顺利进行。”
　　第三运输营作战训练营五级
军事专才戴伟程指出，演习提供
实战环境，加强运输营与空军和
海军的协作，包括提升舰对岸运
输能力。通过演习除了促进各单
位之间的了解，也考验单位的作
战能力，维持战备状态。

演习规模大幅缩减 
参与人数减至约580人
　　今年演习规模大幅缩减，参
与人数也从往年的3000多人减少
至约580人，虽然内容有所调整，
但王雪明上校认为海外演习仍十
分重要。
　　他说：“新加坡是一个小

国，须借助海外演习来维持战备
状态和提升作战能力。我们希望
加强训练的真实性，广阔的训练
区域就很重要，让我们进行在新
加坡无法复制的大规模和复杂的
训练。”
　　在疫情下举行演习，王雪明
上校说：“安全也是我们的首要
考量，因此实行严格的措施。所
有参与人员都已接种疫苗，在部
署前须遵守行动限制令。除了遵
守澳洲的隔离措施，我们也减少
与当地人的互动，并明确向所有
参与者强调措施的重要性。“
　　参与人员在前往澳洲、离开
澳洲和抵达新加坡时也都须进行
聚合酶链式反应（PCR）检测，
军舰上的海军人员也未下船。
　　国防部的文告指出，袋鼠演
习的恢复也显示新加坡和澳洲之
间长期密切的双边防务关系，以
及两国军队之间的信任与合作。
在新澳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下，
昆士兰州中部和北部联合开发的
培训区和先进培训设施也取得稳
健的进展。

我国武装部队恢复在澳洲举行袋鼠演习

CH-47F型契努克重型直升机今年首次参与袋鼠演习，同海军部队登陆舰努力号联合进行舰对岸和甲板登陆行
动，以及垂直补给任务。图为契努克重型直升机尝试登陆努力号的甲板。（国防部提供）

被告哈菲兹
曾在约瑟林
泳 校 担 任
兼职经理，
但 他 已 于
2019年7月
被解雇。
（海峡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