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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触点

演出

《虎符》之《窃符救赵》
（15时，“新加坡华族戏曲研究
会”面簿，免费）
新加坡华族戏曲研究会呈献，龚
耀祥、刘满钻及陈福鸿联合演
出。
网址：www.facebook.com/coss92sg

“善济与您光明同行慈善晚
会”筹款演唱会
（19时30分，“善济医社”面
簿，免费）
善济医社举办，表演艺人包括台
湾歌手文章、本地歌手董姿彥、
巫奇、本地音乐制作人林俊杰
（Jay Lim）、慈善歌王张仰兴，
以及本地非凡舞蹈学院Jamila老
师和她的团队。司仪是96.3好FM 
DJ王德明和陈丽仪。网址：www.
facebook.com/SCMI1901/

讲座

走近陈文希
（11时－12时，Zoom，免费）
世界科技出版公司与新加坡—中
国（新中）友好协会妇女联谊委
员会联办，集菁艺社总监何劭
斌主讲。网址：us02web.zoom.us/
meeting/register/tZIqfuqsqjstEtG6Gl
hVklWWHVQ13ExxjSvH（报名）

语音识别与人工智能
（15时－16时，Zoom，免费）

宗乡总会主办，王磊博士与参与
者分享有关语音识别技术的发展
以及在新加坡的应用，同时也讨
论语音分离和提取目标讲者的语
音技术等。
网址：www.sfcca.sg/nis2021-ai02
（报名）

传统诗刊《新洲雅苑》 
第11期发布导读会暨讲座： 
“传统诗词与时并进”
（15时－17时，“中文图书馆服
务”面簿，免费）
新声诗社读书会与全球汉诗总会
联办，林立博士、张家昱及李忠
导读。
网址：www.facebook.com/groups/
ChineseLibraryServices.SG

从《鼠疫》看COVID-19
（16时－17时30分，“中文图书
馆服务”面簿，免费）
日日新读书会主办，冯国才、傅
福兴、陈华明、沈雅顺、王会干
及王英弘导读。
网址：www.facebook.com/groups/
ChineseLibraryServices.SG

展览

夕阳醉了：顾媚个展
（11时－18时，最后一天，谁先
觉画廊，旅店置业大厦1楼，卡斯
加登路（Cascaden Rd），免费）
展出顾媚于1978年至2018年的17
幅水墨画。
电话：63390678（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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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码 五大热门新闻

印度变种病毒、巴西变种病
毒、英国变种病毒、南非变种
病毒……目前横行全球的变种
冠病毒株有那么多不同名称和
叫法，是不是让你眼花缭乱，
摸不着头脑？

一文读懂当下 
最具威胁冠病变种毒株

扫描QR码
zaobao.sg为你梳理
现阶段引起全球 
警惕的变种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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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zaobao.sg昨晚6时
单日排行）

　　新加坡能源集团与金钟集团
达成协议，为金钟集团客户提供
电动车充电设施。金钟集团在
收购共享电动车业者BlueSG后，
BlueSG用户也能利用新能源的充
电设施。
　　金钟集团（Goldbell Group）
是目前本地最大的商务车出租公
司，旗下超过5000辆车，为1万多
名顾客提供服务。
　　在协议下，金钟集团的客户
将可使用新能源遍布全国的电动
车充电设施。倘若条件允许，新
能源也将在金钟集团客户经营的
场所安装电动车充电设施。
　　金钟集团预计将在今年8月前
完成对共享电动车业者BlueSG的
收购，届时BlueSG的用户也能在
协议下使用新能源的电动车充电
设施。

双方探讨共同推出 
商务电动车出租服务
　　此外，新能源和金钟集团正
在探讨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共同推出商务电动车出租服务。
　　新能源集团经营新加坡最大
型的公共电动车高速充电网络，
截至今年3月31日，共在71个地点
设有340个充电设施，其中包括商
场和商业中心。
　　新能源集团总裁黄天源说：
“集团致力于发展和支持本地电
动车的生态系统，我们希望通过
合作扩大服务范围，将绿色出行
方案带给金钟集团的客户。”
　　金钟集团总裁蔡满杰则表
示，与新能源的合作将扩展集团
目前的充电设施，对收购BlueSG
之后推动公司的进一步发展至关
重要。

新能源为金钟集团客户 
提供电动车充电设施

在新协议下，金钟集团客户将可使用新能源遍布全国71处的340个电动车
充电设施。（新能源提供）

黄佩玲　报道
ngplg@sph.com.sg

　　女雇主在直落古楼洋房内被
砍死，犯案女佣昨早被判谋杀罪
名成立，须接受终身监禁。高庭
法官认为，女佣在案发时没有患
精神疾病，她清楚知道自己在做
什么，甚至能在屋子不同角落藏
刀，策划如何攻击女雇主。
　　坐在被告栏里的印度尼西
亚籍女佣达里雅蒂（Daryati，28
岁）闻判时，与受审期间一样镇
定，没有流露情绪。
　　这是达里雅蒂第二次被定
罪 。 去 年 4 月 ， 即 案 件 审 讯 中
途，控方决定将原本须判处强制
性死刑的谋杀控状，减轻至第
300（c）条文的谋杀罪，该条文
的刑罚是死刑或终身监禁。辩方
当时同意控方所提呈的案情，法
官于是将被告定罪。
　　不过，约半年后，被告突然

在案件下判之前改变主意，申请
撤销法院对她的定罪并获得批
准。案件继续审理后，高庭法官
邓碧云昨早发表判决。
　　达里雅蒂被指在2016年6月7
日晚上约8时32分，于直落古楼
H巷一栋洋房二楼卧室厕所内，
杀害59岁的女雇主萧金珠。

雇主被狂捅94刀当场丧命
　　审讯揭露，被告为萧金珠开
始工作不久后就思乡情切，她渴
望回返家乡却没钱买机票，护照
也被锁在萧金珠的保险箱里。
为取得护照与现金，被告动了
杀机，在日记里画出洋房的地形
图，部署好袭击萧金珠与逃走的
路线。她也在洋房二楼藏好至少
三件武器，包括两把刀子及一把
铁锤。
　　案发当天，被告假意把一件
烫好的裤子交给萧金珠，然后掏

出刀子搁在对方脖子上，命令她
交出护照。她接着把萧金珠拖进
厕所，用刀猛捅，直至萧金珠倒
地。萧金珠尝试爬起身，被告却
无情地继续对她狂捅，导致她大
量失血，全身挨了至少94刀，当
场丧命。
　　根据辩方立场，被告案发时
患有精神疾病，为此应可以减轻
罪责，所面对的控状应从谋杀减
轻至误杀。被告供证时也称，自
己案发时感到非常愤怒，情绪很
激动，甚至“无法控制双手”。
　　高庭法官审理后认为，各方

证据显示被告在案发时精神正
常，具备自我控制与理解事物的
能力，还能部署好犯案计划，例
如在屋子里不同角落藏好武器。
　　尽管辩方精神科医生认为被
告患有抑郁症，法官指出，该医
生是根据被告自己的说辞来诊
断，但没有其他证据来支持辩方
的立场。
　　控方没有要求判处被告死
刑，法官考虑后，决定判被告终
身监禁。被告原本也面对一项企
图谋杀女雇主丈夫的控状，控方
昨早申请撤销这项控状。

法官：能策划犯案没精神病
女佣捅死雇主判终身监禁
高庭法官认为，各方证据显示被告达里雅蒂在案发时精
神正常，具备自我控制与理解事物的能力，还能部署好
犯案计划，而尽管辩方精神科医生认为被告患有抑郁
症，但医生是根据被告的说辞来诊断，没有其他证据来
支持辩方的立场。

59岁的女雇主萧金珠于2016年6月7日晚上约8时32分，在直落古楼H巷
一栋洋房二楼卧室厕所内被女佣达里雅蒂杀害。（档案照片）

●教育交通等七政府部门洗牌 
   黄循财任财长

●冯绍峰赵丽颖宣布离婚

●男子白嫖女学生
   还假装帮追卖肉钱判监32月

●本地发现八起冠病变种病株   
   本土传播病例及
   342起变种病株输入病例

●疑酒后酿群殴
   女郎倒地被扒衣

刘芸如　报道
liuyunru@sph.com.sg

　　泛岛快速公路周二发生的客
工致命车祸，再有一名客工昨早
伤重不治，另一名加护病房伤者
则已转到重症病房。
　　《联合早报》日前报道，这
起意外发生在周二清晨6时许，
地点是往樟宜机场方向的泛岛快
速公路，靠近惹兰巴哈出口前的
路段，酿成一死16伤，七名客工
须留医治疗。
　　外籍劳工中心昨天发面簿
贴 文 指 出 ， 一 名 在 加 护 病 房
（ICU）抢救的客工因伤重不
治，使得车祸死者增至两人。
　　离世的客工是28岁的苏哈斯
（Sudhesh kumar），来自印度喀
拉拉邦（Kerala），车祸前已在
本地工作三年多。
　　前同事阿姆兰（31岁）受访
时说，车祸后苏哈斯被送进加护
病房抢救，昨天凌晨病情恶化突
离世。“他母亲今早得知消息
后，一度哭到晕过去。”

　　阿姆兰透露，死者母亲是在
一年前追随儿子来到本地当家庭
帮佣，母子二人关系密切，母亲
时常给儿子送去亲手烘焙的小饼
干。
　　据悉，死者母亲的雇主也已
经得知此事，理解她悲痛欲绝，
于是帮她回绝所有媒体访问，让
她在家中好好休息。

　　死者育有一名一岁半大的儿
子，但儿子与妻子目前在印度，
还未接到噩耗。
　　阿姆兰透露，死者去年初曾
因腿疾回家乡治病，才第一次见
到儿子，后来在解封期之前就赶
回本地继续工作。
　　外籍劳工中心也在贴文中透
露，目前中心已联系上死者母

亲，并与雇主一同协助提供相关
文件，及处理工伤赔偿法令索赔
事宜。
　　贴文提到，中心团队已一一
探访其他伤者，原本留院的七人
中已有一人出院，一人从加护病
房转到重症护理病房，另有四人
留医治疗。
　　中心也表示，已与车祸的首
名死者的家属取得联系，会在家
属拿到工伤赔偿前，帮助他们渡
过难关。

梁伟康　报道
Dneo@sph.com.sg

　　三个服务不同群体的非盈利
组织将把办公地点设在同一屋檐
下，协力为有需要的民众提供更
有效的社区服务。
　　名为SPACE@Woods Square
的社区空间昨天在兀兰区域中
心正式开幕，为关怀机构（Care 
Corner）、新生社区服务中心
（New Life Community Services）
和新加坡世界宣明会（World 

Vision Singapore）提供办公处。
　　教育部长黄循财前往了解该
空间的运作并主持开幕仪式。他
致词时说，众所周知，社会服务
机构要在新加坡找到办公空间并
不容易，尤其是交通便利的地
点。
　　这个新的社区空间由远东集
团赞助，受益的三家组织与机构
无须缴付租金。以往它们的办公
处都设在交通不便的工业区或是
地下层，新空间将让工作人员在

更舒适便利的环境中提供社区服
务。
　　黄循财强调，在疫情下，人
与人之间的互动对于社区服务来
说仍然不可或缺。“这个空间的
设立正是时候，因为疫情带给社
会各阶层不同的冲击，我们知道
低收入家庭和弱势群体受到更大
打击......这个新空间能更好地帮
助有需要的人。”
　　关怀机构将在这个新地点试
行专门帮助青年应付心理健康问

题的综合服务，同时也为年长者
推出健身训练计划；新生社区服
务中心计划在此拓展其儿童辅导
计划；新加坡世界宣明会则将继
续为有需要的年轻人提供服务学
习的机会。
　　三家机构未来都会利用这个
新空间进行义工培训，每年估计
培训约2000名义工。
　　针对内阁改组，将在下月15
日就任财政部长一事，黄循财在
活动后表示不愿受访。

泛岛快速公路致命车祸　再有一名客工伤重不治

苏哈斯生前曾在面簿秀出与母亲
的合照，两人关系很好，母亲在
一年前也来本地工作，她得知噩
耗后一度晕厥。（取自面簿）

这起致命车祸发生在本周二清晨，地点是往樟宜机场方向的泛岛快速公
路，靠近惹兰巴哈出口前的路段。（档案照片）

三非盈利组织集一处　为公众提供更有效服务
教育部长黄循财（左三）与西北区市长任梓铭（左一）一同出席SPACE@Woods Square开幕礼并与居民互动。（叶振忠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