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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能及时修好帐篷
庙宇负责人：

西海岸通道

02 新闻

另一
名庙宇负
责人蔡先
生受访时
则表示，
明后两天
分别邀请
了1600
及2000
人出席宴
会，将及
时修复烧
毁 的 帐
篷，确保活动顺利
进行。
“估计今天内
能修理好损坏的帐
篷，接下来的活动
不会受影响。”

疑小孩玩烟火惹祸

400塑料椅烧毁

李思 报道

料椅，其中一大部分已被烧毁，在草地
上融化成一团。
一名庙宇代表林先生告诉记者，被
烧毁的椅子多达400多张。
据观察，塑料椅旁边的圆桌面和支
架也被熏黑，工人在现场检查、修复帐
篷。
附近居民则透露，昨晚曾看见小孩
子在附近玩烟火，怀疑与塑料椅着火一
事有关。
一名女居民说：“火光冲天的场面
相当吓人，还夹杂着刺鼻的臭味。”
民防部队受询时表示，他们昨晚10
时50分接获通报后到场，民防人员使用
支泡沫枪（Foam Jet）将火扑灭，无人
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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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美玲 摄影
疑小孩玩烟火惹祸，400多张塑料椅
起火烧毁，甚至还烧破帐篷顶。
这起火患发生在昨晚10时许，地点
是西海岸通道第508座楼下。据悉，附近
的安济圣王庙从明天开始，将一连五天
举办庆典、宴会，因此在楼下搭起了帐
篷，结果无辜遭遇大火。
记者今早走访时发现，两个篮球场
大范围的白色帐篷，有约一半的顶部被
烧破了大洞。
另外，帐篷内原已摆放好红色的塑

帐篷顶部被烧
坏，许多红色塑料
椅都被融化。

帐篷内熊熊烈火。（读者提供）

敲车门太用力
乘客司机起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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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客不满被『埋怨』大力敲车门，在车上和司机争辩。（取自面簿）

乘客拍视频上网挨轰

吴睿明 报道

不满被指敲车门太用力，男乘客与司机激
辩两分多钟，还录视频上网，引来网民炮轰。
一名乘客最近搭乘私召车时，期间与司机
发生纠纷，还拍摄两分多钟视频放上网。
根据两人在视频中的对话内容，乘客在上
车前曾“敲门”，司机认为不需如此用力，结
果引发风波。根据视频，乘客曾反驳说：“我
不是用棍子，也不是用铁”，也让司机感到不
悦。
争辩时，司机尝试劝说乘客，不需要拍
摄，结果该名乘客没有停下，反呛说：“你也
可以拍”。
之后，司机原想息事宁人，表示不想继续
话题，乘客还不罢休，反指司机挑起事端，结
果导致冲突继续。
无可奈何下，司机表示说：“我不想继
续，我没有东西要跟你讲”，视频才告一段
落，岂料安静5秒后，乘客又再度呛说，如果司
机怕自己的车子坏的话，可以不要买车或者不
要驾车。
视频上网不到一天，引来6万多次点播和近
1000人转发，还有大批网民评论。
留言的网民几乎一面倒的批评乘客，其中
有人认为他骚扰司机驾驶，或会造成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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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召车司机和乘客纠纷频频，还有
不少视频传开，引起关注。
●今年1月29日，一名女乘客从碧
山搭私召车要前往市区的哥里门街，行
程中乘客不满司机要走经过电子收费闸
门(ERP)的路线而引发纠纷，两人互拍
视频，女乘客还一度声称自己被“绑
架”。
●今年3月，两名年长乘客上私召
车后发现，手机显示的车费是14元1
角，但司机应用却显示21元1角，相差7
元，双方因是否取消车程或如何处理价
格差在车上争吵。

不少人觉得司机
冷静处理事，值得嘉
许。
网民表示，乘客
一次又一次的挑衅司
机，让他分心，对他
人造成危险。
另一位名叫安迪
网民则表示：“司机
也只是出来讨生活
的，不需要因为一点
小事就拿手机拍摄，
增添生活压力。”

男子车道狂奔
身扑行驶轿车挡风镜
勿洛

司机惊吓报警
曾薪机 报道 chunghk@sph.com.sg
刘启成 摄影
男子在路上狂奔15米，飞身扑
在行驶轿车的挡风镜上，事后还阻
止司机离开，司机报警。
这起案件发生在前天（4日）
凌晨3时许，地点是勿洛北通道的
馨居（Bedok Residences）前的交
通灯处。
车主陈家瑞（62岁，发行部代表主
管）受访时表示，交通灯转绿后，他开车
离开，岂料一名年轻男子从反方向车道狂
奔而来，然后飞扑上引擎盖。
“当时我已立即放缓车速，不料对方
还是刻意跳上来，实在让人不明所以。”
他说，由于对方一动也不动，他立即
下车查看，确认对方没事，将对方推开。
孰料对方开始不断大声质问，为了避

醉汉从反方向车道向轿车疾奔而来。
免惹事端，陈家瑞就准备上车离开。
“对方却紧随着我，用力顶着车门，
不让我上车。无奈下，我多次向对方道
歉，但他仍不肯罢休，不断质问为何将
他推开。最后，我强行开车门，上车离
开。”
他说，对方心有不甘，用力拳打车
身，所幸没有造成损坏，但为了安全起
见，仍决定报警。
车主下车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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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召车司机
与乘客纠纷：

司机被赞冷静

你通报

醉汉飞扑到轿车挡风镜后一动也不动。

被指

全身酒气 友人搀扶
男子全身酒气，友人事后前来
搀扶。
陈家瑞指出，男子的神情恍
惚，满身酒气，相信对方已喝醉。
他指出，过程中该男子只是一
直询问为何推开他，并没有指责他
撞到人或是要求赔偿。
“当我上车离开后，我发现有
另一名男子匆忙赶过来并搀扶该醉
汉。”

中峇鲁

洒水赶猫
妇女遭斥
曾薪机 报道
▲警方起获大笔现金和手机。（警方提供）
警方在行动中逮捕了25名女郎。（警方提供）

警全岛扫荡
捕31男25女
潘靖颖 报道 phoonjy@sph.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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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在全岛15个地点展开5天的扫荡行
动，逮捕31男25女。
警方发布文告，中央警署在惹兰勿刹、
柏利利奥路（Belilios Road）、赛阿威路
（Syed Alwi Road）、合乐路（Havelock
Road）、福士路（Foch Rd）等多15个地
点，针对赌博及相关犯罪活动进行5天的扫
荡行动。
在行动中，年龄介于26至41岁的1男6
女疑涉及非法活动被捕。
此外，12名年龄介于19至56岁的女
郎，相信持有工作准证及短期探访证，在酒

店及出租的公寓里工作，触犯了妇
女宪章。另一名63岁男子也因妨
碍公务员执行公务被捕。还有24
男及7女，则是在触犯公共赌馆法
令和远程赌博法令的条例下被捉，
警方从他们身上起获9500元现金
及13台电脑。其余5人因毒品相关
罪名及触犯移民厅条例被捕。
屋主及酒店店主被告需确保住
户不在住宅内进行非法行动，营业
非法妓院的业者将被罚款最高1万
元或是5年监禁，知情与参与者则
可被判最高5年监禁或是罚款1万
元。
赌博场所的屋主可被判入狱最
高3年，罚款不少于5000元但不高
于5万元，赌博者则可被罚款最高
5000元，入狱不超过6个月。
妨碍公务员执行任务者一旦罪
成，则面对最高3个月监禁，或罚
款2500元，或两则兼施。

chunghk@sph.com.sg

妇女被指洒水驱赶在楼下的
野猫，举动被拍下后，网上引发热
议，还有人恫言上门“报复”，对妇
女泼屎尿。
这起事故发生在中峇鲁庙弯
（Beo Crescent）一带的组屋。居
民Sammi Zhen（40岁，舞台工作
者）告诉记者，一名妇女不知何故，
故意洒水到楼下，相信是要驱赶猫
只。
“她非首次向猫儿泼水，之前
也曾向一只黄猫洒水，这次被洒水
的黑猫并非流浪猫，只是主人偶尔
会将它放在外面活动。”
Sammi Zhen表示，如果发出噪
音或破坏东西，驱赶它无可厚非，但
它只是安静地躺在楼下，妇女却故
意洒水，行径十分过分。
他说，妇女此前一直有工作，但
最近几个月一直在家。
由于不满妇女的行为，Sammi
Zhen拍下了视频，并上载到网络。
根据他拍摄的28秒视频，妇女用水

新能源集团和滨海湾花园合作测试新
系统。（梁麒麟摄）
妇女泼水驱赶野
猫的行径被公开后，
引发网民热议。
瓶从桶里盛水后，就开始从楼上洒
水，驱赶黑猫。
视频流传后，数名网民陆续联
络Sammi Zhen，索取妇女的地址，
还扬言要上门泼屎尿。
“有人的态度非常强硬，但为了
避免不必要的冲突，所以我才坚持
不公布事发地点。”
视频上网后，随即引起热议，
短短两天内，已有近500人次分享及
170个留言。
不少网民纷纷留言斥责妇女，
同时有者也称想要以其人之道，还
治其人之身。不过，也有人质疑上传
视频阻吓是否能奏效。

新能源 滨海湾花园 测试新系统

化垃圾为热能
把垃圾放入机器中，就可无臭无味地将
它们变成热能，新能源集团和滨海湾花园合
作测试新系统，希望未来园内的废弃物都能
在地处理，无须载送到焚化场去。
《联合早报》报道，为期两年的测试
上个月开始。滨海湾花园每天制造约五六
公吨垃圾，新能源集团在园内设置小型垃
圾气化系统（compact waste gasification
system），每天最多可处理一公吨垃圾。
垃圾气化系统会以高达650摄氏度把垃圾
转变为合成气体，只留下少量残渣。
合成气体经燃烧后转为热能，用来加热
食水供园内的餐馆使用。滨海湾花园目前则
还在研究留下的生物碳是否能添加至泥土中
助植物生长。
Source: Shin Min © 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Limited. Permission required for reproduc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