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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国际珠宝展今午开幕

展出得奖凤凰项链

51克拉重浓彩黄钻 首登场
潘万莉 报道
jeanniep@sph.com.sg

新加坡国际珠宝展
今午开幕，展出重点包
括一枚第一次在本地登
场的51克拉重浓彩黄
钻。
年度新加坡国际珠
宝展今天在滨海湾金沙
会展中心开展，展出总
值超过1.5亿美元（约
2.07亿新元）的罕见璀
璨钻石和稀有的天然宝
石。
今年共有来自25个

国家的200多个珠宝商
参展，当中包括意大
利、日本、印度、香
港等地，预计将吸引约1
万5000名公众前来。
这项本区域最大型
的珠宝展，展览占地逾
8000平方米，有超过
500件来自世界各地的
限量版设计首饰，以
250元起的价格销售。
今年展出的罕见珠
宝作品包括由DeGem珠
宝商展出的51克拉重的
浓彩黄钻戒指、20克拉
椭圆形无瑕钻戒和10克

控方
上诉
得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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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妈”因亲生儿无法朗诵数目字而将他掐
颈撞墙致死原被判坐牢8年，控方不满今早提上
诉，庭上揭露，“虎妈”在快要签约当模特儿时
发现自己怀孕，之后又发现丈夫对她不忠，自认
不爱儿子。三司今早加重“虎妈”刑罚，改判坐
牢14年半！
本报之前报道，被告诺赖达（34岁，无
业）在2014年6月至8月1日间，以及2012年3
月，多次蓄意重伤和虐待四岁儿子艾尔伊尔，她
去年3月承认六项控状。

对儿的死‘没感觉’

（档案照）
控方上诉得直，『虎妈』诺赖达被判坐牢

李耀文 报道

年半。

41

还怪罪家人
三司:

案情显示，2014年8月1日，诺赖达在友
诺士弯住家几次要儿子用马来语数数字，但他
背不出来惹怒诺赖达，她气得推了推他的胸
膛，儿子因此跌倒撞到头。他后来站起来，却
一直无法达到母亲的要求，诺赖达这次不仅又
把他推倒，还用双脚踩他的双膝三四次。
诺赖达最终气得掐住儿子的脖子把他往上
提，在他透不过气时才松手。艾尔伊尔四天后
在医院去世。
法官最后接受两名医生专家意见，认为被
告性格方面有偏差，判她坐牢8年。
不过控方今早到高庭上诉，指被告曾向精
神科医生透露，自己差一点就签约当模特儿，
但之后发现怀孕，不得不放弃梦想。她之后又
发现丈夫对她不忠，因此不爱儿子。
控方也说，被告对儿子的死没有“感
觉”，还把儿子的死怪在家人头上，说如果家
人肯帮忙照顾的话，儿子就不会死。
控方指被告没有悔意，求三司重判。
三司让控方上诉得直，判她坐牢14年半。

频虐年幼儿
有必要严惩

三司庭上说，被告为亲生母亲，频频虐待年
幼儿子，导致儿子死亡，有必要给予被告阻吓性
刑罚。
三司下判时说，这不是一起“一时冲动”
（crime of passion）的罪案，被告虽被诊断有
性格偏差，但它与精神病有差别。被告只是易
怒，易冲动，并没有精神病。三司也指被告罪行
严重，她是儿子的亲生母亲，没有保护儿子，反
而频频虐待年幼儿子致死，因此有必要给予她阻
吓性刑罚。

控方求加重刑罚

控方庭上制图并发表数据，说本地过去所发
生的虐童案，平均有100至180起，但近两三年来
虐童案件激增一倍。
控方透露，在2008年至2014年间，本地发生
的虐童案件，平均有100至180起。不过到了2015
年和2016年，虐童案却翻倍。
有鉴于此，控方向三司要求加重被告刑罚，
以起组合作用。
控方庭上表示，只针对被告其中三项控状刑
罚上诉。

疑让囚犯换监狱

1米半长巨鳄
疑遭车撞死

虐死4岁儿

虎妈监8年
变14年半

虐童案倍增

▲国际珠宝展今午开幕。（潘万莉摄）
今年的展出重点包括51克拉重的浓彩
黄钻戒指。（厂商提供）

克兰芝

掐颈撞墙

拉缅甸血燕红宝石。
该展览由会议与
展览会管理服务公司
（CEMS）主办，即日
起在滨海湾金沙会展中
心举行四天，至本周星
期天（9日）。
展览时间是上午11
时30分至晚上8时30分
（最后一天至晚上7
时30分），入场免
费。
欲知更多详
情，请上游览新加
坡国际珠宝展网站
www.sije.com.sg。

控方针对被告其中三项刑罚上诉，要求被告
三司判被告坐牢至少12年。
针对被告推儿子，扭儿子左手导致骨折的控
状，控方要求被告从坐牢2年，增至坐牢4年。
针对被告推儿子，导致对方往后倒，头部骨
折的控状，控方要求被告从坐牢7年，增至坐牢8
年。
针对被告踩儿子肋骨的控状，控方要求被告
从坐牢1年，增至坐牢18个月。

涉受贿逾8万 监狱官被控

黄康玮 报道
wkangwei@sph.com.sg

疑为了让囚犯更换监狱，监
狱高级狱警长涉及受贿高达8万
1000元款项，今早被控上庭。
这连串事件发生于2015年9
月至去年3月，被告是戈比·克
里斯那（Kobi Krishna S/O
Ayavoo）。
据了解，被告当时担任高级
狱警长（Senior Chief Warder）
职衔。
贪污调查局发表文告指出，
一名囚犯张庆财要转换到监狱另
一部门，向被告提出要求并涉嫌
行贿。
控状显示，被告在上述的半

展出的珠宝作品还包
括去年刚获迪拜珠宝奖的
凤凰项链。
这条由Caratell展出的
凤凰项链色彩缤纷，由349
钻石、73颗尖晶石、62颗
宝石和5颗蛋白石(Opal)打
造而成，售价3万9000元。
凤凰项链设计师罗若
盈(46岁)说，这条用了两个
月设计的项链在去年12月
获得迪拜珠宝奖项，凤凰
代表着岛屿的守护神，是
一种神圣象征。
展出的珠宝作品还包
括去年刚获迪拜珠宝奖
的凤凰项链。

年期间，从囚犯手中涉得到1万
1000元的现金，以及7万元的贷
款，以协助囚犯从监狱A1集管区
转换去他处。
他因此触犯了防止贪污法
令，今早以8项罪状被控上法庭。
被告被控后离开法庭时，为
避开摄影媒体，一度拔腿离开。
被告获准以1万元保释在外，
案件将在下个月3日过堂。一旦罪
名成立，可被判长达5年监禁，或
高达10万元罚款，或两者兼施。
（人名译音）
被告戈比·克里斯那离开
法庭时为避开媒体拔腿就跑。
（海峡时报）

Source: Shinmin Daily © 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Limited. Permission required for reproduction.

一条一米
半长的鳄鱼昨晚
出现在马路上，
后腿受伤。（示
范照）

该处周围设有多个告示牌，提醒公众小心鳄鱼出没。

陆佳丽 赖凌杉 报道
lails@sph.com.sg

曾宪隆 摄影
鳄鱼出没！克兰芝
一带，一条1米半长野
生鳄鱼深夜疑遭车撞，
右后腿受伤，惊动警方
到场。
这起事件发生于昨
晚10时许，地点是克兰
芝大道，靠近克兰芝水
坝的路段。
据本报探知，有公
众在经过该路段时，惊
见一条长达1米50公分
的鳄鱼趴在路上，还受
了伤，立刻通报警方。
警方到场后，在周围拉起了封锁线，确
保附近公众的安危。
据知，鳄鱼是野生的，不知何故爬到了
该处后，疑遭车子撞上，右后腿受伤，不过
警方到场时并未发现可疑车辆。
记者今早走访该处，一名垂钓者陈先生
（54岁，煤气派送员）告诉记者，听说该
处有鳄鱼出没，但并未亲眼看到过。
另一人则补充，几个月前也有鳄鱼出
现，不清楚是否从邻国游过来。
据观察，该处设有好多告示牌，提醒公
众小心鳄鱼出没，并远离水域。

ACRES：
鳄鱼通常不爬到路上
关爱动物研究教育协会（ACRES）副
执行总裁卡莱受访时表示，本地确实有野生
鳄鱼出没，不过它们通常很害羞，不会游离
水域，或爬到路上。

“鳄鱼其实害怕人类，若有公众看到，
只要不惹他们，鳄鱼是不会故意攻击人
的。”
他补充，本地鳄鱼通常出现于北部海
岸，例如双溪布洛（Sungei Buloh）湿地保
护区，而去年底在该处一间养鱼场内就曾出
现过鳄鱼。
“若捕捉到鳄鱼，需将它放回野生，让
它回到自然栖息地。”
附近鳄鱼场员工帮忙将受伤鳄鱼带回养
殖场。
据观察，鳄鱼被发现的地段约200米外
位于梁宙弯（Neo Tiew Crescent）处有一
间鳄鱼养殖场。
据悉，警方抵达现场后，养殖场的一名
员工刚好经过该处，自愿帮忙提供协助，并
叫来了一些同事，将鳄鱼带回养殖场。

鳄鱼伤重死
不过据本报了解，鳄鱼伤势严重，被带
回养殖场后伤重死。

被指发送大量电邮 骚扰诽谤前夫

名表行创办人 或面对罚款监禁
名表行欧佳时创办人曾秀
丽被前夫指发送大量电邮骚扰
和诽谤他，涉嫌违反庭令，可
能面对罚款及监禁。然而，她
反称被对方的法律行动“骚
扰”。
曾秀丽（72岁）是名表
行欧佳时（The Hour Glass）
的创办人。
《联合早报》报道，她
去年3月至今年2月发送446则
电邮给前夫郑晏川医生（73
岁）。即
使她已被
通报
警告，仍
在两个月
后至本月
2日再电
邮 他 4 2
次 。 因
此，郑晏
川指她违
热线 9191-8727
反庭令，
1800-822-7288
发送电邮
WhatsApp / Wechat
骚扰和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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谤他，对她申请拘禁令，指她
藐视法庭。
这是郑晏川第三次就曾秀
丽的电邮申请拘禁令。
曾秀丽否认发给郑晏川的
是骚扰电邮。她昨天在拘禁令
的审讯中，作证时解释说她的
电邮主要是告知前夫，有关女
儿及公司近况。
此外，她通过图莱辛甘律
师辩称，协议判决没限制她完
全不能发电邮给他，只是禁止
她不能发骚扰或诽谤电邮。
“亨利（郑晏川的洋名）
能发电邮给我，而他的确有
这么做。如果亨利能发电邮给
我，我为什么不能发给他？”
曾秀丽反而把矛头指向郑
晏川，投诉受到他的法律行动
骚扰，备感压力。“我觉得受
到骚扰。我的生活非常好，除
了官司之外。”
曾秀丽不仅面对罚款，还
有被监禁的可能性。司法委员
展期至月底裁决。

▲曾秀丽被前夫指发送
大量电邮骚扰和诽谤
他。（联合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