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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在马西岭的年长居民，一
些开始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和肺炎
链球菌疫苗。
　　在2017年至2019年间，肺炎
是本地年长者第二大死因，约占
总死亡人数的20％。为预防此类
重大疾病，新加坡乐龄义工组织
与马西岭集选区推出马西岭智能
保健项目，为该区立国及建国一
代免费施打流行性感冒和肺炎链
球菌疫苗。
　　昨天上午共有47名年长者
前往智能保健流动诊所（Smart 
Wellness Mobile Clinic）接种了疫
苗，其中七人接种肺炎链球菌疫
苗、40人接种流感疫苗。
　　老年专科医生陈燕英说：
“冠病疫情之后，大家都了解到
疫苗的重要性。但是我们要跟年
长者解释，不同的疫苗有不同的
作用。”

只有约14％年长者 
接种预防肺炎疫苗
　　数据显示，三分之一的新加
坡人未进行任何预防性的健康检
查，且只有约14％的年长者接种
了预防肺炎疫苗。
　　陈燕英说，很多年长者并不
清楚自己接种过哪些疫苗。因此
医务工作者须积极和社区基层配
合，了解年长者的接种记录和病
史，以确保能为他们接种合适的
疫苗。
　　马西岭居民陈秀凤（55岁）
受访时说，约两周前接到基层经
理的电话得知了这一消息，并为
80岁的母亲俞莲枝预约了接种时

间。
　　陈秀凤说，母亲并无三高等
慢性病病史，接种三剂冠病疫苗
后也无明显不良反应，因此适合
接种第一剂肺炎链球菌疫苗。
　　谈及是否担心接种疫苗有不
良反应时，陈秀凤说：“能预防
总是好的，即便可能有小小的不
适，也要比日后患上重病要好。”
　　傅荣根（71岁）疫情前常出
国旅行，对接种流感疫苗并不陌
生。他的妻子李淑梅（65岁）已
完成两剂肺炎疫苗，昨天接种了
流感疫苗，他自己则接种了第二
剂肺炎疫苗。

　　傅荣根说：“去年在私人诊
所打过第一剂肺炎疫苗，扣掉
保健储蓄（MediSave）要还20多
元，这边是免费的。”
　　国防部兼人力部高级政务部
长、马西岭—油池集选区议员扎
吉哈出席活动时说，马西岭区有
三成以上居民是年长者，因此在
重视冠病疫情外，也不能忽视其
他潜在的疾病风险。
　　智能保健@马西岭（Smart 
Wellness Programme@ Marsiling）
将通过30名义工为100名年长者普
及相关知识，并计划在明年接触
约1000名年长者。 参与读者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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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

新加坡全国眼科中心 
线上讲座
（15时－16时，Zoom，免费）
新 加 坡 全 国 眼 科 中 心 与 L i o n s 
SaveSight Centre联办，讲题包括：
无声致盲性眼疾及如何应对居家
办公对视力的影响；全国眼科中
心白内障和综合眼科部门副顾问
医生李宜芳、眼整形科部门顾问
医生陈俐施及白内障和综合眼科
部门主任兼高级顾问医生方齐扬
主讲。
Zoom：ID：811 1703 2045，
Passcode：041221

展览

疫无情、人间有爱
（11时－19时，今明两天，新
加 坡 视 觉 艺 术 中 心 ， 槟 榔 路
（Penang Road）2楼1号，免费）
新加坡视觉艺术中心主办的全国
儿童与青少年展览，展出66幅获
奖作品。
电话：62550711／67332155

爱在人间慈善展
（9时－18时，至明年1月15日，
轻安村身心灵健康与环保中心，
阿裕尼弯第106座1楼205号，免
费）

展品包括古董画作、古董、名牌
包包、国际书法家的作品等等。
所有售卖收入净额全部捐赠给轻
安村的慈善与教育志业。
电话：67498509

其他

“诗与身体”工作坊
（10时－11时30分，ZOOM，收
费：10元（可换成书券））
城市书房主办，由梁海彬指导。
报 名 网 址 ： h t t p s : / / f o r m s . g l e /
q9HXuNMYtW6hdCQK8

好嘢节
（至18日，线上，免费）
新加坡宁阳会馆、碧山民众俱乐
部和碧山民众俱乐部青年团联
办，围绕着新加坡台山父辈、社
区和美食的主题，以推广台山文
化。
网址：www.hoyeahfestiv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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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妙婷　报道
miaoteng@sph.com.sg

　　中年男子不想离婚，上网找
到美国一家律师事务所发出的离
婚文件，伪造成自己和妻子的离
婚证书，还向家事法庭谎称离婚
手续早已办妥，试图阻止妻子在
本地办离婚，保住自己的房地
业。
　　除此之外，他也因用铁锤破
坏国家环境局设置的流动电眼而
被捕。
　　试图以“假离婚”阻止“真

离婚”的麦伟光（45岁，译音）
共面对三项控状，昨天承认提供
虚假伪造的证据，以及恶作剧用
铁锤砸烂环境局安装的电眼，被
判坐牢11个月及赔偿1097元的损
失。

假冒前妻向家事庭发电邮 
要求停止处理离婚案
　　调查揭露，2018年1月11日，
被告当时的妻子向家事法庭申请
办理离婚。同年7月1日，家事法
庭收到电邮，电邮地址有被告妻

子的名字，发件人的署名也是
她。
　　电邮附上美国俄勒冈州的摩
特诺玛县法院（Multnomah County 
Courthouse）发出的离婚文件，
指被告和妻子已正式离婚，新加
坡的家事法庭不必再处理此离婚
案。
　　根据该份文件，两人的离婚
手续已在2018年6月18日办妥，而
他们不会分家产，男方在本地的
住处以及女方在中国及美国的房
地产仍属于各自的财产。
　　家事法庭怀疑文件有问题，
两天后将文件拿给女方的律师
看，律师确认两人没在其他国家
办理离婚，同时指出文件是假
的。

　　女方律师后来联系上述文件
上写的律师事务所，证实该律师
事务所并没有处理过此离婚案，
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也没有俄勒冈
州发出的律师证件，律师事务所
也没有文件上提到的律师。
　　被告事后承认为了阻止离婚
程序，才会伪造文件呈交给家事
法庭。
　　主控官指被告上网找真实存
在的律师事务所，并找出相关的
法律文件，来加强文件的真实
性。除了提供伪造法庭文件，他
还假冒前妻向家事庭发电邮，但
仍被识破。
　　被告最终还是维持不了这段
婚姻，和妻子在2018年9月10日正
式离婚。

　　砸坏电眼事件则发生在去年2
月29日清晨6时许。住在坎贝拉的
被告用白色塑料袋装着一把铁锤，
以黑布蒙面，穿着白色T恤、格子百
慕达、黑色拖鞋下楼，走到环境局
为了抓高楼丢烟蒂的居民所安装
的流动电眼（MobCam），拿起铁锤
就往电眼砸。
　　当局事后花了约1097元更换
电眼，被告并没有做出赔偿。
　　被告求情称自己当时的工作
常会用到铁锤、扳手等工具，
一度还声称自己事发时在“梦
游”。
　　然而，一听法官表明若是梦
游就无法让他认罪后，他马上改
口承认自己刻意把电眼砸坏，但
没有解释原因。

麦伟光称得知前妻要离婚感到“心
碎”，为了阻止离婚程序，决定伪
造离婚文件。（海峡时报）

男子伪造证书试图阻妻申请离婚
被判坐牢11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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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艳芳》圆寻亲梦 
外甥失联21年现身

● 两名旅客初步确诊 
奥密克戎冠病变种毒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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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述一年】晒图赢取
凯德50元电子礼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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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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 合 《 联 合 早 报 》 年 度 活 动
“字述一年”投选，zaobao.sg
邀请你用一张照片，诠释你心
中的年度汉字。只要从“字述
一年”10个候选汉字当中任选
一个字，就有机会赢取价值50
元的凯德（CapitaLand）电子礼
券。

试图以“假离婚”阻止“真离婚”的麦伟光共面对三项
控状，昨天承认提供虚假伪造的证据，以及恶作剧用铁
锤砸烂环境局安装的电眼，被判坐牢11个月及赔偿1097
元的损失。

马西岭立国及建国一代　免费打流感和肺炎疫苗

卢慧恩　报道
loohuien@sph.com.sg

　　为帮助更多舞蹈生学会如何
照看好自己的伤势，陈笃生医院
与新加坡艺术学院合作，让他们
更加了解人体构造，预防学习舞
蹈时受伤。
　　这项计划将会为家长、教师
以及舞者提供线上的讲座，讲解
如何预防在舞蹈时受伤，提醒舞
蹈生在家中练习时，花更多时间
注意关节，并有意识地控制自己
的动作。
　　来自陈笃生医院的团队也会
借讲座的机会，进一步与他们沟
通，了解他们的担忧。
　　据了解，部分舞者因害怕得
被迫休息，不能继续跳舞，所以
受了伤也不看医生。这类情况一
般是因舞者与医生之间缺乏理解
和沟通所致。
　　这项计划主要着重于教育以
及沟通，让舞者具备解剖学方面

的知识，降低二度受伤的可能，
也加快康复的过程。
　　在计划进行的一年里，运动
医学及外科主管兼助理客座教
授、高级顾问医生谢国强就观察
到，过度使用肌肉是舞者受伤最
常见的原因之一。舞者应该在受
伤时立即就医，与医生沟通，了
解自己身体的极限。“我们将会
与学校的舞蹈老师沟通，让他们
了解学生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
么，让舞者、老师和我们这三方
都有一个共识。”
　　来自新加坡艺术学院舞蹈系
的三年级学生徐佩怡就曾认为，
一旦舞者受伤，就必须等到完全
康复才能继续跳舞。但这个计划
颠覆了她的认知，她说：“等待
康复可能是个漫长的过程，需要
多注意伤势，但只要好好与医生
沟通，知道什么动作可以做什么
动作不能做，就能进行些简单的
练习。”

陈笃生医院为舞蹈学生
讲解人体构造预防受伤

住在马西岭的立国及建国一代，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和肺炎链球菌疫苗。（陈渊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