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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在新马第二通道关卡

‘治疗与购物补助计划’

逾2000 结核病患
完成治疗获礼券

游客们被逼吃饭盒
（中国报）

排７小时 饭盒充饥
厕所脏透 导游心疼

（新山讯）继日前发生一批中国游客
因苦候通关而跳起广场舞的事件，马新第
二通道关卡再掀争议，除了被指关卡厕所
卫生情况糟糕，更被揭露游客在等候通关
时被迫吃饭盒，令导游大呼“心疼”。
一名相信是导游的网民周四（21
日）在面簿贴文，指当天入境马来西亚的
游客须排队七个小时等候通关而无法吃晚
餐，只能在现场以外带食物填肚。
上述贴文也附上多张相信是马新第二
通道苏丹阿布峇卡大厦内的厕所照片，显
示经使用后的纸巾被随意丢弃在马桶和垃
圾桶四周，非常肮脏。
有关网民在贴文中指照片是由游客拍
摄，并留言指游客为国家带来经济收入，
但他们的遭遇却令导游十分心疼。

据网民反映，周四下午下起大雨，
一批外国游客遇交通阻塞大约七小时，
才顺利来到位于马新第二通道的苏丹阿
布峇卡大厦。
据悉，这批游客未办通关手续已难
耐肚饿，唯有狼狈地在关卡处吃饭盒。
导游、旅游巴士司机和游客一排排站
着、蹲着吃饭盒成奇景。
网民也指，游客急着如厕，但对
着关卡的极度肮脏公厕，如何是好？
“客人拍了照片给我。马来西亚是这样
的吗？如果你们的父母亲、家人
出国是这样的情况你们心疼
吗？”
对此，该网民感叹这些
游客都是给国家带来经济收
入，看在导游心
里很心酸。

游客用行李箱当餐桌用餐。

（光华网）

4月12日至14日

马国导游理事会：

报道

leeheeai@sph.com.sg
为鼓励结核病患完成六至九个月
的疗程，低收入病患每月到综合诊疗
所完成治疗后可获得超市礼券，已有
1870名病患过去九年在计划下完成疗
程，完成率为85％。
善达社区保健机构（SATA
CommHealth）和陈笃生医院在2009
年推出“治疗与购物补助计划”
（DOT & Shop），分发超市礼券给
每月家庭人均收入不超过1100元的病
患。截至去年已有2226名结核病患
加入计划，发出的超市礼券超过61万
元。

这些病患得接受数个月的直

 有导游在面簿贴文，指
苏丹阿布峇卡大厦的厕所
肮脏不堪。（中国报）

他直言，现有马新第
二通道关卡大厦基础
建设已不足以应付
人流量，急需获得提
升，而他希望所有旅游业者都能
配合，一起维护马国的形象。
梁伟光指出，在非高峰时
段，游客从酒店出发，到在马新
第二通道关卡完成通关手续，一
般耗时一、两个小时。有关当局
应把最新资讯传达给民众，从而
让大家能够避开在高峰时段涌
入。

关卡基础设施急需提升
马来西亚导游理事会主席
梁伟光则表示，游客在路边吃盒
饭及早前发生的“广场舞”事件
都是个案，相信是游客在二至三
个小时的等候通关时间里感到无
聊，或是试图引起当局关注。
他透露，目前马新第二通道
关卡堵塞问题的投诉案例，都是
来自柔佛州以外的旅游业者。但

李熙爱

善达机构投入10万元
奖励参与治疗病患

游客不应随意上下车
柔佛州妇女发展及旅游委员会主席廖彩彤昨天
在马新第二通道关卡召开新闻发布会时，对有关事
件表示遗憾，并呼吁旅游业者与州政府配合，避免
在学校假期期间发生游客等候通关太久的问题。
廖彩彤说，马新第二通道关卡的阿布峇卡大厦
距离振林山休息站只需约五分钟路程，因此她不明
白为何在上述照片中，游客得蹲坐在路边吃盒饭。
“基于安全因素，我个人认为，业者不应让游客在
关卡处随意上下车。”
她强调，柔州政府非常重视马新第二通道关卡
堵塞及通关缓慢的问题，而相关专案小组也已草拟
好报告，希望接下来能寻求联邦政府，包括交通
部、财政部、内政部和首相署的支持，对现有关卡
大厦进行提升。

▲在直接观察疗法下，结核病患陈承益得定期到综合诊疗所，由护士把药物交
给他，让他在护士的监督下当场服药。（陈佩敏摄）

法严堂观因道德学会

接观察疗法（Directly Observed
Therapy，简称DOT），即每天或每
周三次到综合诊疗所或陈笃生医院的
结核病控制中心，在护士的监督下服
药，以确保他们有定期服药。
遵守指示服药的病患每月能获取
50元礼券，最终完成整个疗程时则获
100元礼券。
本地约七成病患接受直接观察疗
法，当中约15％加入治疗与购物补助
计划。
善达社区保健机构昨天与陈笃生
医院签署多两年的谅解备忘录，善达
社区保健机构今明两年将继续投入每
年最多10万元的现金奖励病患。
有需要的病患从即日起也可另外
申请额外交通津贴，补贴前往综合诊
疗所或结核病控制中心的交通费。医
疗社工将评估病患的个别情况和需
求，来决定他们可获得的津贴额。

蜜蜂和鱼沟通
机械人当翻译
（维也纳讯）蜜蜂和鱼生活在完全不同
的环境中，甚少有机会可以碰面。即使它们
见到对方，也应该不会明白对方的语言。
一班分别来自欧洲五间大学的专家，近
日以机械人充当翻译员，竟成功帮助蜜蜂与
鱼沟通，甚至令它们模彷对方的行为。
研究团队将一群蜜蜂安置于奥地利，把
鱼群放在瑞士。专家分别在鱼缸及人工蜂巢
中放置了一个机械人。在鱼群中的机械人会
发出视觉信号，来改变自己身上的图案、颜
色及条纹，也会改变自己的速度、震动频率
及尾巴的动作。
两个机械人也把鱼群及蜂群的活动记录
下来，并交换两边的资料，再把对方发出的
信号翻译成己方物种会明白的语言。团队其

▲ 鱼学蜜蜂成群结队行动。蜜

蜂则变得像鱼一样焦躁。（互
联网）
后尝试让鱼群及蜂群沟通，最后
它们似乎已“达成共识”，开始
模彷对方的行为。鱼群向逆时针
方向游，并学蜜蜂一样经常成群
结队地行动。蜜蜂变得像鱼一样
焦躁，又开始独立行动。

组屋居民全新购物体验

清明节超度大法会 COURTS 长堤坊今天开幕
商业资讯
文／黄丽容

民俗

文化

法严堂观因道德学会将于
4月12日至14日（农历三月初
八至初十日），一连三天举办
清明节超度大法会。
此次法会殊胜，若有堕胎
者、欲超度亡故父母、家属或
冤亲债主者，踊跃参与，共沾
法益，功德无量, 请善信尽早
报名参加。

▲释迦牟尼佛
祖金身，受
万千善信虔诚
膜拜。（档案
照）

为婴灵超度祈福
释道生法师解释，堕胎是
人为的过错，把一个蕴育中胚
胎的生存权利给扼杀掉，也是
违反正信佛教的宗旨，而且造
成身心不健康及社会问题，长
期留下罪恶阴影，影响往后的
运程及事业不顺利等等业障。
他说，孕妇从前不知道因
果而作，想忏悔此罪但不知去
向，所以应借此机会，替婴灵
超度。
他说，此次法会殊胜难
逢，请别错失，敬请大众踊跃
参与，共沾法益，功德无量。

释道生法师领众诵经
超度法会将由释道生法师、
华證、华严、严戒领众诵经，
虔诵佛说三千佛洪名宝忏、阿
弥陀经、八十八佛大忏悔文及
瑜伽蒙山施食科仪。
三天婴灵超度大法会的时
间是上午10时30分至晚上10时
30分，地点在芽笼27巷，门牌
69号，邮区388190。
若有堕胎者，欲超度亡故
父母或家属者，请到该佛堂填
写表格，欢迎马上报名参加，
报名时间是星期一至星期日，
上午9时至傍晚6时。

法严堂观因
道德学会将举
办三天清明节
超度大法会。
（档案照）

堕胎弃婴10原因
人们堕胎及遗弃新生婴孩,
归纳起来有10大原因。
●乱搞性关系
●惧怕面对社会
●“计划”误差

●性别歧视
●男方不负责任
●遭奸留孽种
●女方不欲被牵绊
●学籍关系/前途
●婴儿先天不足
●乱伦孽种

筹备建设道场基金
法严堂也举办筹款活动，
筹备建设道场基金，诚望众佛
弟子、各界人士发菩提心，为
佛续命，捐赠一砖一瓦者，功
德无量。
捐款可用现款和支票支
付，所有支票请画线，收款机
构请注明：WAH YEW ZES
GUANYIN MORAL INSTITUTE
捐款数目如下：屋顶瓦
$30，红砖$50，洋灰$100，

石头$200，沙$300，铁条
$1000，一方英尺地$2500。
有意捐献者，可到法严
堂，或把划线支票邮寄到法
严堂地址。欢迎致电询问，
6841-6832。（本文资料由法
严堂提供）

法严堂观因道德学会
地址：芽笼27巷门牌69号

（靠近阿裕尼地铁站）
电话：6841-6832

C O U R T S 长 堤 坊
（Causeway Point）经翻新
后变身新世代商店，并在今天
盛大开幕。
华丽变身的COURTS长堤
坊给组屋区居民带来全新的霸
级店购物体验，并举行为期一
周的促销，共有2万1000元的
奖品和礼券待送出，今明两天
有多项庆祝活动，例如1元拍
卖、包赢抽奖、每小时特卖、
100.3 DJ靖禾和丽梅亮相、名
厨烹饪示范等。购物满2999
元将获赠价值499元的Marvel
空气净化器，优惠限每日首
25人。此外，还送99元礼
包、餐食和COURTS礼券等。
著名电器与家具零售商
COURTS为了更新组屋区顾客
的购物体验，陆续翻新旗下实
体店的设计装潢，COURTS长
堤坊是继COURTS宏茂桥、裕
廊坊和淡滨尼霸级店之后改头
换面的门店。
经重新设计的COURTS长
堤坊占地3万4000方英尺，正
门有一面LED墙显示店铺的最
新促销信息。店里粉刷一新，
精心装置的聚光灯、简约主义
的浅灰色地板使店面更简洁，
商品更醒目。开放式的设计概
念使商品陈列不再密密麻麻，
方便顾客慢看选细，家具陈列
区也换上较柔和和暖色的照
明。
改装后的家具陈列室展示
最新的定做和成品家具，包括
沙发、茶几、餐桌椅和衣橱。
激发灵感的家居摆设让屋主实
地试用和感受家具，定做专柜
有形形色色的皮革和布料供挑
选，其中的焦点是适合多代同
堂家庭的最新款功能性躺椅沙
发。
床褥也多样化，除了材质
不同，连硬度的选择也有五种
之多。

▲ COURTS

长堤坊正门
有一面醒目
的LED墙。
 重新设计
翻 新 后 的
COURTS
长堤坊家具
部，功能性
躺椅沙发是
主打商品。

诱人价格销售新品
焕然一新的资讯科技产品部以诱人价
格销售新品，包括新增的ASUS和Lenovo
概念、Acer、Alienware、HP和Razer的
最新款游戏机，以及Nintendo Switch和
PlayStation 4游戏主机等。还有最新款的
OLED和QLED电视、相机和穿戴装置，智
能家居功能墙则展示各种智能家电家品。
炉具部陈列Ariston、Electrolux、
Tecno和Turbo等名厂出品，顾客可看清实
物之后才选购。冷气部有大型冷气机、立扇
和吊扇等供试用，还有最新款洗衣机、冰箱
等供选购。
COURTS长堤坊也增设GURU柜台，提
供商品延长保用、安装、保养和维修等服
务。Design Studio by COURTS则通过驻店
室内设计公司TWerkz提供装修服务。
收银处增设移动支付，还有包装柜台和
网购取货点。

今明两天，首25名
在COURTS长堤坊
购物满2999元的顾
客将获赠这台价值
499元的Marvel空
气净化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