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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岁开始佩戴助听器，让钟
易宏一度感到自卑，但长期与听
力学家的接触也让他体会这份工
作的意义，让他勤奋努力追梦，
希望通过自身经历帮助他人。
　　陈笃生医院耳鼻喉科高级听
力学家钟易宏（30岁）四岁时因
扁桃体发炎导致听力严重受损，
七岁那年开始戴助听器才能听清
楚别人交谈的声音。
　　他说：“当时助听器的技术
没有那么发达，挂在耳朵后面非
常明显，上课时也必须坐在前排

才能听清楚老师。许多同学看到
我的助听器之后都会很好奇，
但是也有一部分同学会毫不客气
地嘲讽，而这也让我感到非常自
卑，除了上课之外都不太敢出
门，所以性格也变得孤僻。”
　　这段期间，钟易宏不时会回
到医院复诊，听力学家会在过程
中给予他许多鼓励。久而久之，
他也开始对这份工作产生兴趣，
励志成为能帮助他人的听力学
家。他说：“我每次复诊时都会
询问许多关于失聪和助听器的知

识，之后就到澳洲修读听力学科
硕士学位。”
　　身为过来人，钟易宏能更形
象地向失聪患者解释佩戴助听器
时碰到的难题和挑战，以及如何
去适应。他说：“佩戴助听器时
可能会出现回音，我就分享经
验，如何去适应这种感觉，以及
教他们如何通过阅读唇语，避免
沟通上的误解。”
　　钟易宏也积极向公众与学生
分享自己佩戴助听器的经历。他
说：“还有许多人对于助听器有
一些误解和偏见，甚至听觉受损
后还排斥佩戴助听器，我认为必
须改变公众对助听器的态度，让
它成为如眼镜一样稀松平常，这
也能鼓励更多人在出现听觉障碍
时主动寻求治疗。”

胡洁梅　报道
ohkm@sph.com.sg　

　　“借血”给洋男伴、协助患
爱之病男友骗取就业准证而入狱
的医生吕德祥，被医药理事会除
名，失去行医资格。
　　新加坡医药理事会昨天在网
站公布医药理事会纪律审查庭的
判决，下令将吕德祥从医疗专人
名单除名。
　　吕德祥在2012年3月至2013年
5月间担任卫生部国家公共卫生
与流行病学部主任，因工作需要
拥有浏览HIV资料库权限。他与
洋男伴布罗谢兹（Mikhy Farrera-

Brochez，34岁）在2007年通过网
上认识，展开同性恋情。
　　布罗谢兹在2008年搬到新加
坡与吕德祥同居，并在那一年
用假护照到善达社区保健机构做
血液检验，结果被诊断患有爱之
病。10天后，吕德祥让男友用他
自己的血液检验结果来骗取就业
准证。吕德祥在家中抽血，并将
血液存于试管中，第二天带到诊
所企图瞒天过海。
　　两人在2013年重施故技，第
二次以虚假验血结果欺骗人力
部，后来被人力部发现。
　　吕德祥在2018年9月被判坐牢

两年，又因替嗜毒者提供“打毒
针”服务，为顾客注射冰毒的罪
行，在2019年被判坐牢15个月。
同一年，他被新加坡医药理事会
的临时停业令委员会下令暂停行
医资格九个月，待委员会在适当
时候发布决定。
　　根据纪律审查庭的判词，答
辩人吕德祥既然已被定罪，违反
医疗注册法令，这显示他的人格
有问题，不适合行医。答辩人坚
称自己没有从中获益，造成对他
人的伤害，这点不成立。他获得
金钱以外的利益，无视政府机构
在维护公共健康的安全措施。

　　吕德祥坚称，不诚实行为并
非都反映人格问题，指自己是出
于对男友的爱而犯罪，不算医者
行骗，不应该被医理会惩戒。
　　纪律审查庭指出：“答辩人
在纪律审讯时试图解释罪行的行
为，已进一步说明他不知悔改，
未意识罪行的严重性。这反映他
人格有问题，须获得严惩。”
　　此外，这起案件已严重而且
有可能影响公众对医生专业和医
疗体系的信心。吕德祥是有预谋
地在策划他的行动，基于种种因
素，下令将他从医疗专人名单除
名。他也须承担纪律审讯费用。

打死老雇主夫妇后逃回苏门答腊

女佣在印尼法庭承认谋杀罪监20年

讲座

企业再创高峰：新常态下 
全局性思维·整合团队 
与资源迈向成功
（20时，老板联谊会面簿，免
费）
新加坡全国商联总会、新加坡邻
里企业中心及老板联谊会联办，
萧家贤主持，戴士福主讲。
网 址 ： f a c e b o o k . c o m /
bossesnetwork/live

展览

国家美术馆
（10时－19时（星期五21时结
束），圣安德烈路，公民和永久
居民免费）
◆蔡斯民摄影个展“蔡斯民：
真·像”（至6日，4楼吴冠中展
厅）：展出近百件作品，回顾蔡
斯民从沙龙到商业广告、艺术摄
影长达六七十年的创作生涯。
◆“拉迪夫·莫西丁：Pago 
Pago”个展（至27日，4楼展
厅）：通过80多件作品和文档、
照片、录像，展示马来西亚出生
的艺术家、诗人的成长背景。
◆国土之法：新加坡宪法文献
展（长期展览，3楼的大法官办
公室，Supreme Court Wing）：
展出23份关乎新加坡的开埠、发
展、沦陷、光复、自治、合并、
分离，最后成为独立自主国家的
重要历史文献。这些文献记录着
新加坡在历史转捩点时的重要信
息，约一半展品首次公开展出。
电话：62717000　　

其他

有课到
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媒体集团、
人民协会和新加坡数码转型办事
处合作推出的线上直播节目，
邀请人协导师通过网络授课。
公众可通过zaobao.sg网站、智能
手机与平板电脑应用和YouTube
频道，或《联合早报》《联合晚
报》《新明日报》和96.3好FM面
簿观看。
◆ 1 1 时 ： 有 课 到 厨 房 （ 星 期
一、二、四）——星期四：人协
导师叶玉萍教导观众如何制作照
烧三文鱼藜麦碗。
◆ 1 5 时 ： 有 课 到 手 机 （ 星 期
一、三、五）——今天：教导观
众如何使用两个通讯和社交媒体
平台——微信和面簿，包括如何
为面簿设定隐私设置等。星期
五：人民协会科技课程导师林培
光重点介绍Instagram，教导观众
如何设立新账号、拍摄和上传照
片或视频、标记（tag）朋友和
输入标签（hashtag），以及如何
使用限时动态（story）和有趣的
滤镜。
网 址 ： w w w . f a c e b o o k . c o m /
zaobaosg/

歌台

七月歌台直播秀
（20时－22时，“芽笼士乃民众
俱乐部”面簿，免费）
乐队：；司仪：皓皓、李佩芬。
网 址 ： w w w . f a c e b o o k . c o m /
YourGeylangSerai

罗妙婷　报道
miaoteng@sph.com.sg

　　在新加坡杀害七旬雇主夫妇
的印度尼西亚籍女佣，干案后拿
走雇主家中财物，同天乘船逃回
印尼，潜逃七天后遭当地警方逮
捕。
　　女佣在当地承认自己的罪
行，于2018年5月在印尼被判终身
监禁，但经过上诉后减刑至监禁
20年。两名死者的死因则由本地
验尸庭昨天开庭研讯，调查官指
女佣承认打死两人后逃离。
　　2017年6月21日，当年41岁的
印尼女佣卡莎娜（Khasanah）在
勿洛水池路第717座组屋单位内杀
害老雇主谢任方（79岁）和其妻
陈雪华（78岁）。
　　调查官在庭上供证说，当年
案发后，由于女佣突然失踪和离
境，被列为嫌犯。经调查，警方

发现女佣于案发当天下午1时20分
从港湾中心乘船离境。女佣逃亡
近七天，于6月28日在苏门答腊岛
占碑省被当地警方逮捕。
　　当地警方从女佣身上搜出一
些财物，经死者家属确认，都是
从死者家中偷走的。

本地验尸庭揭露
　　根据印度尼西亚司法原则，
即便印尼人在外国触法，印尼
不会将犯人移送外国受审，但会
按照印尼本国的法律提控涉案罪
犯。
　　因此，卡莎娜没被引渡来新
加坡，而是在印尼被控谋杀及偷
窃罪，案件于2018年2月27日开
审。调查官指出，我国警方把调
查结果都交给印尼控方，也协助
安排证人出庭或通过视讯供证。
　　卡莎娜于2018年5月2日被判

终身监禁，她不满判决申请上
诉，在同年8月15日成功减刑，改
判坐牢20年。
　　调查官指出，谢任方死因已
被证实是头部受钝力创伤（blunt 
force trauma）；女死者的死则是
胸口以及头部的钝力创伤造成。
　　他说，法证人员在案发单位
主人房的厕所内发现墙上留有
血手印。经过化验，血手印上的
指纹属于卡莎娜的，血液则属于
男死者谢任方。调查报告中也提
到，卡莎娜承认自己准备拉菲
绳，为的是捆绑死者，好能让她
顺利逃离单位。
　　验尸官在研讯结束时，表示
将在今午公布研讯结论。
　　《联合早报》早前报道，卡
莎娜是在一家网吧浏览网上关于
本地命案的新闻报道时遭逮捕。
她干案后抵达峇淡岛，转搭快艇
到300公里以外的占碑省，再从市
区乘车近三小时到她最终落网的
小镇西丹戎贾邦。
　　她被捕前藏匿于一家简陋酒
店，也常光顾一家网咖。庭上揭

露，她最后一次光顾网咖时，与
人通话提及谋杀一事，对话被人
听见，才会曝露自己的身份，跟
着被捕。

▲印尼籍女佣卡莎娜杀害七旬雇主
夫妇后逃回印尼，在印尼被控以谋
杀及偷窃罪，坐牢20年。

（档案照片）

2017年6月21日，谢任方（79
岁）和其妻陈雪华（78岁）在家中
遭女佣卡莎娜杀害。（档案照片）

女佣干案后拿走雇主家中财物乘船逃回印尼，潜逃七天
后遭当地警方逮捕。女佣在当地承认自己罪行，于2018
年5月在印尼被判终身监禁，但经过上诉后减刑至监禁
20年。

陈笃生医院耳鼻喉科高级听力学家
钟易宏七岁开始佩戴助听器而感到
自卑，但长期与听力学家的接触，
让他体会这份工作的意义，于是努
力追梦，如今通过自身经历，帮助
其他失聪患者。（庄耿闻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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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士清晨挡道  
62岁司机死车内

● 我国新增41起冠病病例 
社区病例三起 境外输入七起

● 三餐馆违反冠病19法 
被令暂停营业

● 慕斯达法将暂停支付部分员工 
薪水及遣散外籍员工回国

● 怡东购物中心相机店 
成冠病感染群

日本现任首相安倍晋三8月28
日辞去首相一职，日本政府随
后宣布计划在9月17日选出新
首相。四位人选中，谁最有可
能成为日本下一任首相？

日本新首相一职 
将落入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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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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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康威　报道
hengkw@sph.com.sg 听力受损的听力学家

钟易宏说：“还有许多人对于助听器有一些误解和偏见，甚至听觉受

损后还排斥佩戴助听器，我认为必须改变公众对助听器的态度，让它

成为如眼镜一样稀松平常，这也能鼓励更多人在出现听觉障碍时主动

寻求治疗。”

邓玮婷　报道
tengwt@sph.com.sg

　　哈莉玛总统委任64名社会贤
达为太平绅士，受疫情影响，就
任仪式首次在线上进行 。
　　国家法院首席法官洪承利昨
天通过视讯平台Zoom，主持了太
平绅士就任仪式。
　　根据内政部昨天发出的文
告，64名新受委的太平绅士中，
43名首次受委，21名重新获任
命，另有46人卸任。随着最新一
轮的委任，我国目前有173名太平
绅士。
　　太平绅士都是在专业、公共
或社会领域有显著贡献的人士，
任期五年，他们可执行一些社会
任务，如主持结婚宣誓仪式、
视察监狱以及在法庭担任调解员
等。
　　雅西西慈怀病院主席范秀
平（57岁）是第二次受委为太平
绅士。她也是国家福利理事会会
长、新加坡监狱署太平绅士探监
委员会及审查委员会及关爱新加
坡指导委员会的成员。
　　她受访时说，过去五年，两
大职务是主持结婚宣誓及视察监
狱。“它们是绝然不同的角色，

但都极具意义。”
　　范秀平每年会为八到10对新
人证婚，大部分是通过亲友转
介，近期也因疫情关系在线上证
婚。她忆述，刚过去的周末，她
就通过Zoom为初级学院好友的女
儿主持结婚宣誓仪式。
　　“新郎是爱尔兰人，家人无
法来新加坡，他们就在当地聚集
在拥有最大电视的亲戚家观看仪
式。旅居美国的新娘奶奶当天更

是清晨4时就起床，只为参加孙女
的婚礼。线上100多人观礼，整个
感觉非常温馨动人。”
　　范秀平说，少了花卉和婚礼
场地的各种吸睛元素，新人和家
属都能聚焦在结婚誓言，充分体
现了实质大于形式。
　　马成家（62岁，董事总经
理）是其中一名首次受委的太平
绅士。他透露，父亲马连璧是早
期受委的太平绅士之一。“父亲

去年往生，虽然很可惜没法看到
我就任太平绅士，但我相信他要
是知道，一定会很高兴。”
　　马成家也是监狱署第三个居
家拘留咨询委员会副主席，以及
视察委员会（戒毒所及防止滥用
挥发剂中心）成员，面对囚犯并
不陌生。他说，有些时候，他和
其他成员或是囚犯倾诉困难时，
唯一来自监狱外的聆听者。
　

助男友骗就业准证入狱　吕德祥被医药理事会除名

64名新受委太平绅士    就任仪式线上进行

雅西西慈怀病院主席范秀平（左）第二次受委太平绅士。她说，过去五年，两大职务是主持结婚宣誓及视察监
狱，两者虽是不同的角色，但都极具意义。马成家（右）是首次受委为太平绅士。他说，下来将继续努力，尽
可能帮助有需要的人士。（内政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