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和西欧八个城市的一般居民购买力（purchasing power）连年下跌，加上面对民
生问题，是促使部分城市出现社会动乱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国是唯一跻身前20亚洲城市，相对于这些城市一般居民的购买力下滑，我国一般居
民的购买力越来越强，名列全球第16位，在亚洲更高居第一，也是唯一一个跻身前20大的
亚洲城市。这得益于我国生活费不高，四大公共服务能让一般居民负担得起。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所长陈企业博士同该研究所发
表了两份报告。
　　根据《早报》，第一份是对全球105个城市的外派人员和一般居民的生活费、工资和
购买力所做的调查；另一份则是以西欧八个城市（伦敦、阿姆斯特丹、里斯本、布鲁塞
尔 、 雅 典 、 都 柏
林、巴黎和罗马）
的一般居民购买力
恶化为案例，所进
行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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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前，五名来自芽笼和红山佛堂的和尚
被拍到上赌场、打扑克牌、抽烟、手持大把钞
票、跟女子合照等行为。最近龙山寺传出性丑
闻。两起事件震惊佛教界引起热议，本地佛教
戒律也受到争议与质疑。国有国法，家有家
规，佛教也有五戒，分别为不杀生、不偷盗、
不邪淫、不妄语与不饮酒戒。五戒，是佛门四
众弟子的基本戒，不论出家在家皆须受持。

　受持戒律是信仰的实践，佛教徒发心求
受净戒，从受戒中得到清净戒体，进而精进
向道，成就三无漏学。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
其中有指示：“我在世的时候，我是你们的老
师；我灭度以后，以戒为师。”
　　对佛教徒来说，和尚和戒律犹如老师。

　戒律的基本精神是“诸恶莫作，众善奉
行”；所谓受戒容易，守戒难，更何况人非圣
贤，孰能无过。老师也是人，当然也会有犯错
的时候。
　　然而，大乘佛教普罗大众，戒律是很慈悲
的。破戒不是很严重，破见（以邪见破坏正
见）反而很严重，因为破戒可以忏悔，破见是
不容易忏悔。

　佛教徒破戒了怎么办？破戒后可以再复
戒，不慎破戒可以发露忏悔，忏悔后，即得清

净。一个破戒的人并不可耻，要的只是至诚
忏悔；破戒是个人行为上的过失，可以医治矫
正；假如我犯戒，认错忏悔了，就好比衣服肮
脏了，用水洗一洗皆可恢复清净。最怕是衣服
脏了，却不知道、不承认或不肯清洗。
　　针对这两起事件，有佛教徒引济公和尚为
例，表示“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指涉
事者是五欲中超尘脱俗的真修行人。实际上，
很多人并不知这句话还有后半段：“世人若学
我，如同进魔道”。济公和尚其实是为了饶益
有情而吃肉喝酒，这般超凡不是一般人可以理
解的。
　　身为一个佛教徒，如果发现老师破戒，是
否应该“大义灭亲”，捍卫佛教名誉，我觉得
见仁见智；破戒僧行为不检而招致大众毁谤佛
教之因缘，他自己将来作堕落之因，是他自己
的修行路出现偏差，与大众不发生关系。

　我们何不把这些事件当作警戒，检讨自己的言
行举止是否有依教奉行，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学佛是自己学佛，不必看他人学佛的精进
程度如何，别人学与不学与自己毫不相干。自
己好好受持戒律，身做好事，口说好话，心存
好念，能有三好，就是个好佛教徒。

天天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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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流传多种据称可治疗前列腺癌偏方，
《活得好》请资深中医师林丽明解析这

些偏方是否有根据？能起到辅助治疗的效果
吗？本期，林医师分析参芪杞子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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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 生 保 健 中 医
诊 所 的 林 丽 明 医 师
说，前列腺癌是发生
在前列腺部位的恶性
肿瘤，发病初期多表
现为尿频、尿急、排
尿不尽等，这类症状
易被误认为是前列腺
炎、前列腺增生或其

他尿路疾病而延误病情，可能进展至
肿瘤晚期，失去手术根治的机会。
　　提醒！前列腺癌病情复杂多变，
应及早发现及早求医，不可盲目听信
网络的偏方乱投药，而延误或加重病
病情。
　　参芪杞子粥：党参30克、黄芪30
克、枸杞子10克、大米100克。
　　做法：先将党参、黄芪放砂锅
内，加适量清水，用中火煎汁。与此
同时，将枸杞子、大米共放进另一锅
内煮粥。待煮至粥半熟时，倒入参芪
药汁再煮成粥，调味后早晚服食。
　　林医师解析：
　　党参性味甘，平。有补脾肺气、
补血的功效。不宜与藜芦同用。

　　黄芪
性味甘，
微温。有
补 中 健
脾 、 升 阳
举陷、利水消
肿、托毒生肌的功效。
　　大米味甘，性平。有补中益气、
健脾和胃、除烦渴、止泄痢的功效。
　　枸杞子性味甘，平。有滋补肝
肾、益精养血、明目的功效。外邪实
热，脾虚有湿及泄泻者忌服。
　　党参、黄芪常用来治疗脾虚气弱
型的前列腺癌患者，症状多见小便涩
滞不畅，四肢无力，少气懒动，下腹
坠胀感，或见大便质稀，食少纳差，
食后腹胀，腰部隐痛不断，时轻时
重，舌质淡，苔薄白，脉细无力。
　　治疗脾虚气弱型的常用方药还包
括健脾益气、扶正逐邪的中药如茯
苓、白术、陈皮、半夏、升麻、柴
胡、当归、仙鹤草、白花蛇舌草等。
由于脾虚患者多有湿及泄泻，一般不
会与枸杞子同用。

林丽明中医师

明天预告：解析芪茅饮对前列腺癌的作用

▲党参

▲黄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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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佛是自己学佛，不必看他人学佛的精进程度如何，别人学与不学与自己
毫不相干……

调查：国人购买力亚洲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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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周女士也透露，因
为家附近就是学校，所
以上下学时会有非常多
车子把路堵住。
　　“上下学时间，这
里也是被挤的水泄不
通，不过我们只需避免

在那个时间段出去就可
以了，反而是那些把车
子停一整天的车主带来
比较大的问题。”
　　张女士则表示，这
样的行为影响有多过一
辆车子的家庭。

有时停一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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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谋泉：

加东居民吁：

还我停车位！

　　两阿叔喝酒起冲突，一人挥铁棍
袭击、另一人赤手空拳反击，双双挂
彩送院被捕。  
　　这起殴斗事件发生于昨午3时左

右，地点是在文礼购物中心内的一家店铺
外的公共区域。
　　热心读者叶先生告诉记者，案发时，
他刚好在购物中心内，忽然听见吵架声，
他转头一看，才发现两名印度籍阿叔在争
执。
　　“不久后，其中一人就受伤倒地，旁
边还留下一条铁棍，地上血迹斑斑。大约
有6名警员封锁调查，气氛紧张。”
　　记者接获通报后，立即赶到现场，附
近业者告诉记者，两名伤者时常在这里喝
酒，两人喝酒后经常闹事。
　　手机店老板郑先生（53岁）透露，有
目击者说，案发时两名阿叔坐在座椅上喝
酒，岂料途中不知何故发生口角，两人越
吵越激烈，其中一人便离开。

　　岂料，离席的阿叔返回，手上还拿着
铁棍，企图袭击另一名阿叔。“对方见状
后，立即反击，一开始拿铁棍的阿叔反被
打破头，摔倒在地。”
　　据了解，另一名阿叔的头部随后被救
护人员包扎起来，而警员之也向他问话。
警方受询时证实，于3时06分接获一起滋事
打架案，65岁和64岁的男子分别在清醒和
昏迷的状态下送往黄廷方医院治疗。两人
随后被逮捕，案件还在调查中。

警封锁调查
顾客掉头走

　　74岁的服装店老板郑先生说，警方封
锁大约5米的范围，调查三小时，一些顾
客见状后，纷纷离开，导致没人敢上门光
顾，生意难免受影响。手机店老板郑先生
则表示，由于当时是中午时间，前来光顾
的顾客不多，因此影响不大。
　　不愿具名的陈姓业者表示，购物中心
时常酒后闹事案，每三个月一次。

江欣如 报道  brendak@sph.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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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阿叔互殴

　　另一名阿叔的
头部随后被救护人
员包扎起来。（读
者提供）阿叔受伤倒地，旁边还留下一条铁棍，地上血迹斑斑。（读者提供）

▲居民申诉，有些车主为了省钱，霸占了住家前的
停车位。

　　科技在能源业的应用越
来越普遍，本地400个地上
配电箱今后有望实现气压实
时监控，不仅省去维护人员
来回检查的时间，也让问题
能被更早的发现和解决。
　　37岁的燃气调节器技
术员覃大杰，过去六年来一
直在新加坡能源集团负责维
护燃气调节器，检查本地各
处地上配电箱内的燃气调节
器，确保它们压力处于正常
区间。
　　他们每半年会对本地各
处地上配电箱内的燃气调节

器做例行检查，而遇到突发状况时，也必须
迅速修复故障。

运用科技  省时省钱
　　覃大杰告诉记者，现在义顺地区的燃气
调节器安装了数字压力表，他们不需要亲自
去每个地上配电箱检查，在办公桌可以获得
实时数据，并比较各个调节器的压力读数。
通过这些数据，我们也可以在用户提意见之
前就发现和解决问题。
　　他说，本地的400个地上配电箱，如果
都装上数字压力表，能省下800趟来回的交
通。在工作中运用科技，更有效率，节省时
间和金钱，也为顾客带来更好的服务。
　　新加坡能源集团和电力与煤气业雇员联
合会今早签署合作备忘录，一同设立企业培
训委员会，计划推出一个3500万新元的三年

配套，让旗下3600名员工们为能源业转型做
出准备。全国职工总会秘书长黄志明今早也
到场见证了备忘录的签署。
　　新能源集团去年一月就工会推出培训
项目，旗下80%的员工过去两年中都从中受
惠，超过200个工作岗位得到升级。
　　新能源集团也承诺将在未来三年内投入
3500万新元，进一步发展客户服务、网络安
全、数据分析、数码职场的安全和技能各个
领域。

姜泽良 报道  陈佩敏 摄影

助3600员工为转型做准备
新能源集团将投入3500万

▲37岁的
覃大杰过去六
年来一直是负
责维护燃气调
节器。

▲新加坡能源集团和电力与煤气业雇员联
合会今早签署合作备忘录，让旗下3600名员工
们为能源业转型做出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