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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对俄方式制裁中国代价较大�
美短期内制裁中国可能性不大

●传美众议院议长将率团访台�
����分析：对台安全没实质帮助

●�陈光炎：遇危机震荡反省后�
中国或更踏实不再自视过高

●�上海封控疫情激民怨�
官方强调做好物资供应

●�王毅批佩洛西据报将访台�
指美踩踏“一个中国”红线

正值俄乌冲突、国际气氛紧张
之际，李总理的这趟美国之行
有何意义？新加坡如何在变局
中坚守小国大外交？

【东谈西论】 
新加坡总理访美： 
小国大外交 

扫描QR码， 
收听“东谈西论”
播客最新一集！

联系方式
电邮：zblocal@sph.com.sg
新闻热线：1800-7416388
　　　　　或 92288736
网站：www.zaobao.sg
面簿：facebook.com/ 
　　　zaobaosg

文礼持刀伤人案

两嫌犯落网押回现场重组案情

王英慧　报道
evonwong@sph.com.sg

　　没开班也没授课，培训员却
与同伙串谋伪造出席率，在一年
内骗取劳动力发展局发放的2万
多元培训津贴，从中赚取7465元
酬劳，昨天被判坐牢20周。
　　54岁的被告马什（Marsh�
Terranova�Tiruchellam）共面对六
项伪造文件的控状，他承认其中
三项，余项交由法官下判时一并
考虑。他也是这起案件里最后一
名被定罪的人，其他四名同伙早
前已被判刑。
　　根据案情，被告于2013年开
始在培训顾问公司Loyal�Reliance
当培训员，主谋刘佩雯当时也是
培训员。
　　刘佩雯在2014年拉拢被告和
另两名培训员加入骗局，也就是
在没有提供培训课程的情况下，
骗取津贴和赚取酬劳。
　　团伙也与一家水泥公司Yoke�
Mah的营运经理萧红桦串谋。
　　被告之后教同伙如何伪造文
件掩盖罪行，他原本负责为Yoke�

Mah的员工提供六堂在职培训课
程，但他在2014年至2015年之间
伪造课程出席率，还谎报参与课
程的人已通过课程评估。
　　他接着再把文件提交给新加
坡劳动力发展局，让当局误以为
相关员工已经接受培训，为此发
放2万7068元培训津贴，被告从
中赚得7465元酬劳。
　　东窗事发后，萧红桦已作出
全额赔偿。
　　主谋刘佩雯和萧红桦在2020
年各被判坐牢29个月和20个月。
另外两名培训员何国荣和陈宇
仁，也在同年分别被判坐牢11周
和14个月。

“约翰受难曲”音乐会
（19时，维多利亚音乐厅，门
票：10元）
红点巴洛克古乐团和杨秀桃音乐
学院的师生呈献巴赫的清唱剧。
网址：bit.ly/37PffZa（购票）

导读本地诗人原甸新著
《爱也文学恨也文学》
（15时－17时30分，“中文图书
馆服务”面簿，免费）
新加坡炎黄文化研究会与马来西
亚拉曼大学中文系学组联办，原
甸、张森林、李叶明、拉曼大学
许文荣教授及刘海莲教授导读。
网址：go.gov.sg/chinese-library-
services

导读《中西文明的对照》
（15时30分－17时，“南洋孔教
会”面簿，免费）
萃英读书会主办，冯少明导读。

网址：www . f a c e b o o k . c o m /
nanyangkongjiaohui/

韩少芙个展 
“森林及其灵魂” 
（星期一至五：10时－19时／星
期六：9时－18时／星期日：10
时－17时，至5月22日，新加坡
泰勒版画院，罗拔申码头41号，
免费）展出三周内创作出的35张
版画与纸画作品。

指墨南洋 
——桂承平纪念画展
（10时－18时，最后一天，那薇
画廊，富丽敦酒店，免费）展出
24幅画作。
电话：63279235／电邮ar t@
gallerynawei.com（预约）

更生美术研究会50周年 
书画之旅： 
第三系列《笔绘世间情》
（“更生美术研究会”面簿，免
费）
展出10位书画家的作品，题材有
荷花、梅花、兰花、竹、金鱼、
鲤鱼、寿桃等，以及会长陈钦赐
独创的水晶荷花。

今日触点

网址：facebook.com/LifeArtSociety

国家图书馆大厦
（10时－21时，维多利亚街，免
费）
◆一图一世界：亚洲地图的观点
（至5月8日，10楼展厅）：国家
图书馆管理局与法国驻新加坡大
使馆联办，展览分为四个部分，
展示了60多个收集自世界各地的
亚洲古地图真品。
◆新闻展廊：头条之外（长期展
览，11楼）：国家图书馆管理局
推出永久性的互动展览，分为五
个展区，让公众从不同角度了解
和分析不同的新闻信息。

电话：63323255／网址：nlb.
appointeze.com/online（预约）

耶稣受难日主题导览
（11时30分，今明两天，亚洲文
明博物馆，皇后坊，门票：新加
坡公民和永久居民免费／其他：
20元）
亚洲文明博物馆呈献。

演出

展览

讲座

其他

裕廊警署及刑事侦查局的查案人员展开全岛搜捕行动，
在调阅了附近电眼的录像后，很快就锁定了嫌犯的身
份，然后到兀兰12街一带捉人。

伪造出席率骗政府津贴
培训员认罪判坐牢20周

被告马什面
对 六 项 伪
造文件的控
状，他昨天
被 判 坐 牢
20周。
（海峡时报）

慈善家黄马家兰捐100万元给跃大培养社服领袖
李庚洧   报道
lgengwei@sph.com.sg

　　本地慈善家黄马家兰捐出100
万元，在新跃社科大学成立学生
培训中心，培养新一代的社会服
务领导者。
　　这笔善款用于资助新跃社科
大学扩展九个有关领导能力，以
及情感发展的学生项目，预计有
约1200名学生受惠。称为“黄马
家兰领导能力中心”（Wong-Mah�
Jia�Lan�LEAD�Academy）的培训中
心昨天正式开幕。

　　跃大学生下来可通过中心所
开办、为期一天至12个月不等的
课程培养技能，其中包括同伴
互助以及领导社区服务项目的培
训。另外，中心也会为有需要的
学生提供专业咨询服务、职业培
训、学业指导和辅导等。
　　跃大校长张起杰教授说，黄
马家兰的捐款让大学能够扩大
并且加强这些拓展学生能力的项
目，为学生增添更多不同的学习
体验。提供更多海外交流机会就
是其中一个环节。

　　“把我们的学生带出国去见
识外面的世界是需要资金的，
但一些学生没有经济能力出国探
索……一部分的善款将会用于帮
助他们承担这些费用。”
　　校方希望在未来几年内另外
筹集400万元的资金，让中心的项
目能够长久推进。
　　黄马家兰多年来向本地大学
献出大笔善款，这也是她自2019
年以来第二次捐款给跃大。
　　她说：“我希望这份给新跃
大学的礼物将提供机会，培养学

生成为未来的社会公益领导者，
为社区做出贡献。”
　　跃大大三学生陈威宏（26
岁 ） 前 年 开 始 了 学 生 项 目
“听心良伴”（Our�Wellbeing�
Listeners），旨在训练学生成为
更好的倾听者，为遇到困难的同
学，伸出援助之手。这也是“黄
马家兰领导能力中心”旗帜下的
九个项目之一。
　　他希望这笔善款能加强培训
项目，与更多海内外组织合作，
让同学们掌握更多知识与技能。

新跃社科大学校长张起杰教授（左）以及跃大学术顾问郭振羽教授
（右）连同慈善家黄马家兰，昨天为“黄马家兰领导能力中心”举行开
幕仪式。黄马家兰也赠一幅亲手完成的松树指画，画作之后将会挂在中
心里。（陈斌勤摄）

更多精彩内容，见明日

疫情阻挡不了恋情
约会应用与红娘公司
脱单选何良配？

疫情阻挡不了恋情
约会应用与红娘公司
脱单选何良配？

刘芸如    报道
liuyunru@sph.com.sg

　　涉嫌在文礼持刀砍伤人的两
名嫌犯昨日被带回现场重组案
情，他们今天将被控使用危险武
器蓄意重伤他人。
　　这起案件发生在本周三傍晚
5时左右，地点在文礼通道第175
座组屋一带。两名嫌犯涉嫌持刀
当街攻击两名青年，导致他们头
部和四肢多处受伤，过后送院治
疗。
　　嫌犯伤人之后逃之夭夭，警
方经过调查包括调阅电眼录像，
在案发23小时后到兀兰12街一带
逮捕了两人。
　　昨天下午4时许，两名嫌犯
被警员押回现场重组案情。当局
封锁了案发的露天停车场区域及

文礼通道第178座组屋前的小公
园。两名嫌犯乘同一辆警车到
场，但分先后由五名警员押下
车。
　　先下车的是19岁的嫌犯。他
身着白T恤和黑短裤，低着头，
神情沮丧。一行人先走到停车
场，嫌犯不时点头，并回答警员
的问话。过后，他被带着沿组屋
楼下的店屋绕走一周，疑似与案
发时的行动路线有关；最后，他
被带往小公园，问话后折返并回
到警车上。全程约20分钟。

两嫌犯今天面控
　　20岁的嫌犯跟着被押下车。
他身穿白色polo衫及蓝色短裤，
神情冷静，边走边回答警员问
话。他也被带着按同样路线走一

遍。警车在傍晚4时55分离开。
　　当局昨日发文告说，这两名
嫌犯今天将被控上法庭，分别面
对两项使用危险武器蓄意重伤他
人的控状。
　　警方透露，在案发当天接到

多个报案电话，指有两名男子持
刀砍人。
　　受伤的两名男子22岁和23
岁，他们的头部及四肢多处受
伤，送院时意识清醒。涉嫌伤人
的两名男子在警方抵达现场前已

经离开。
　　裕廊警署及刑事侦查局的查
案人员展开全岛搜捕行动，在调
阅了附近电眼的录像后，很快就
锁定了嫌犯的身份，然后到兀兰
12街一带捉人。

　　使用危险武器蓄意重伤他人
的罪名一旦成立，可面对最长15
年的监禁，也可能面对罚款及鞭
刑。警方重申，当局对暴力行为
向来持零容忍立场，违法者将被
依法严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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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岁嫌犯在警员的押送下回到案发现场，重组案情。（邝启聪摄） 20岁嫌犯被警员押往第178座组屋前的小公园进行调查。（邝启聪摄）

活动消息可寄交“今日触点”
负责人或传真至6 319 - 8121 
或电邮：zblocal@sph.com.s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