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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dness begins today.
每个人都能做好人、做好事，传递正能
量。我们周遭有许多好人，默默付出，用他们
的爱心，温暖和感动人心，他们的好事等着我
们去发掘，发扬人的真善美。
由松鹤香米与《联合晚报》联合推出的
《好人好事好米》第二系列，透过读者分享的
好事，让大家认识故事中的好人，再捐出松鹤
赞助的好米。

站长临危不乱
抢救急症乘客
李熙爱

每次看到乘客出现紧急状况，索
美塞地铁站站长许惠聪（51岁），克
服内心的恐惧，一心只想救人。就因
为这个信念，他在工作期间就曾救回
嘴唇发紫宝宝的性命，还急救心脏病
爆发的老先生，成了数名乘客的救
命恩人。
每次救人的经历，许惠聪仍历历
在目。
有一次，一名老先生在地铁站
内心脏病爆发，整个人突然倒
下，吓坏所有人。许惠聪临危
不乱，沉着应对。
他说：“我们都曾学

送热水袋助女郎缓经痛
女郎躺月台座椅，全身痛得缩成一团，地
铁站长自制热水袋，尝试帮助被经痛折磨的
女郎。今年1月21日，一名20来岁中国籍女乘
客，因经痛在月台座椅上缩成一团。许惠聪立
刻请同事找来一张轮椅，推她到职员休息室。
他发现女乘客一脸痛楚，想找热水袋帮帮
她舒缓疼痛。
可是，地铁站怎么会有热水袋呢？他灵机
一动，把热水倒进一个塑料袋，绑紧后放入自
封袋（ziplock），再放进现金袋，最后用毛巾
包住，让女郎热敷在腹部。
过后，他请同事推轮椅带她到德士站，让
她到医院求医。女郎的老板得知后，特地写信
赞扬他。“这名女郎不是本地人，许惠聪对她
一视同仁，让她在异乡感到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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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的许惠聪
（右）总会真诚
地为乘客提供
服务。

索美塞地铁站站长许
惠聪是多名乘客的救命
恩人，早前获得公共交
通金牌奖（杰出奖）。

救回了宝宝
我感动哭了

习心脏复苏术，但我从未用过。当下，
我担心是否能帮得上他，但时间非常紧
迫，为了救他，我决定豁出去。”
许惠聪在救人的当儿，贴心的他还
考虑到，若公众围观拍照再放上网，或
许对老先生的家人不尊重，于是赶紧叫
保安人员挡住老先生，帮助老先生保护
隐私。
庆幸的是，第一次做心脏复苏术的
许惠聪成功了，老先生恢复心跳，被送
往陈笃生医院急救。
许惠聪透露，老先生几天后因其他病
症而过世，但他庆幸至少他曾救过对方。
另一次，地铁站的一名母亲哭着把
身体冰冷、嘴唇发紫的婴儿交给他，求
他救救孩子。婴儿毫无反应，受过急救
训练的许惠聪判断宝宝或许噎着，打开
宝宝嘴巴检查他的呼吸道，再轻拍婴儿
背部。
他也要求职员广播寻找有专业医疗
训练的公众，一名护士和一名武装部队
医护人员赶来帮忙。经过一番抢救后，
宝宝终于有反应，脸色也逐渐恢复正
常，最后还哭了出来。
育有两个孩子的许惠聪说：“我当
下非常激动，我救回一个宝宝，我感动
得哭了出来。”婴儿的父亲事后赞扬许
惠聪，说他在妻子最无助时热心帮忙，
让他们感激不尽。
许惠聪谦虚说：“我只是尽我的责
任，这些都是我该做的，若能帮助他
人，我义不容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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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赠香米食油
日爱疗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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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惠聪的好事被表
扬，松鹤将以他的名义
各捐出500公斤的松鹤
香米和60公升的芥花籽
油，给他指定的慈善机
构。他选择了日爱疗养
院（Sunlove Home）。
日 爱 疗 养 院
（Sunlove Home）创立
于1987年，目前帮助200名精神病
患。疗养院也提供复健活动及医药
治疗，希望能帮助病患重返社会，
建立他们的自信。
不要迟疑！看到令您感动的“好
人好事”，请 电 邮 w a nb a o@sp h.
com.sg，或者到《联合晚报》的面
簿留言，也可拨手机92288736通
过whatsapp留言。

llaollao指特许加盟商

单方面关闭29店
侯佩瑜 报道
peiyuhou@sph.com.sg
西班牙酸奶品牌llaollao日
前一夜间被欧洲新品牌取代，
该公司昨晚在面簿上贴文指特
许加盟商单方面关闭本地的29
家分行，再改以另一品牌 Yolé
取而代之。此外llaollao也指
Yolé酸奶是全新的品牌。
本报日前报道，llaollao在
本地的主要特许加盟商D+1
Holding宣布退出加盟，并停
止在新加坡经营llaollao。D+1
Holding接着宣布获得欧洲品牌
冷冻酸奶Yolé的经营权，从本
月7日开始llaollao在本地的29
家分店会被欧洲冷冻酸奶品牌
Yolé取代。
llaollao昨晚打破沉默，
通过本地官方面簿贴文指D+1
Holding单方面关闭本地所有的
llaollao分行，再改以另一品牌
Yolé酸奶取而代之。
公司也表示，经过这么多
年的心血，关闭29家分行对
团队而言是非常令人失望的。
“但是我们却始终如一地履行
了我们的承诺，以平常心面对
现状，不过对于造成顾客的困
扰表示深切抱歉。”
llaollao也强调，公司与
Yolé酸奶品牌完全没有关系，
甚至指Yolé是全新的品牌。
Yolé店所售卖的产品也与
llaollao没有关系，只不过一些
店面还有llaollao的存货。
被问及llaollao被新品牌取
代的原因，D+1 Holding发言人
早前接受本报采访时仅表示：
“我们已终止与llaollao的主要
特许加盟协议，同时会停止在

女副总裁与两人设‘幽灵工程’

父母妻女拖下水
骗上市公司千万

周海丽

llaollao在四年前进军我国，在年
轻群体中尤其受欢迎，一度吸引大
批人排队购买。(档案照）

新加坡经营llaollao。”
但发言人指出，llaollao的菜单
已三年没有改变，llaollao的母公司
也不愿推出新产品和口味。
发言人说：“我们相信Yolé
是一个更好的产品，选择也更多样
化。因有创新的口味和受欢迎的配
料，我们深信品牌会适合新加坡的
市场。”
Yolé的食材从西班牙和意大利
进口，除了提供天然的冷冻酸奶，
也会提供椰子口味冰淇淋。他们也
会定期推出新的配料。
本报尝试联络D+1 Holding，
但至截稿为止尚未获得答复。

保健局目标：

全谷类面条
三年占一成市场
杨浚鑫

位于大巴窑建屋局中心的llaollao店已在2017年12
月7日，转换售卖Yolé冷冻酸奶。(档案照）

昨宣布将重返本地
粉丝纷叫好表期待
llaollao昨天宣布将卷
土重返本地，粉丝们纷纷叫
好，表示非常期待。
这个贴文不到13小时就
获得超过5000人点赞，以及
超过4000人分享转发和超过
2000人留言。
网民张婉珍就说，非常
期待llaollao的回归，并表示

隆原食品的全谷类面
仔，在普通面粉中掺杂
全麦面粉，谷类成分占
约20%，也不添加任何
色素，属于较健康面
条。（何家俊摄）

提供资助，以鼓励他们重新
设计食谱，在尽量保持菜肴
原有风味的情况下，融入全
谷类面条。更多详情将在日
后公布。
徐永刚也透露，今年7
月推出的较健康食材开发
计划（Healthier Ingredient
Development Scheme），
过去半年已发放总额约500
万元的津贴给10家食品制
造商。

不会支持其他酸奶品牌。
林姓网民也说，非常想
念llaollao，希望能早日回
归。
llaollao在四年前进军我
国，专门售卖冷冻酸奶。由
于配料多样化，在年轻群体
中尤其受欢迎，一度吸引大
批人排队购买。

SRX预估数据

非有地私宅租金
连续四个月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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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利用父母，就是拖
妻女下水，女副总裁等三人
各自或串谋诈财，其中所设
的“幽灵工程”，就骗取了
上市公司超过1000万元！
昨天定罪的，是其中一
个同谋王荣光（59岁）。他
是一名自由承包商，专做油
漆、钢铁等，以女儿的名字
注册公司。
他共被控50项共谋欺骗
和转移赃款的罪状，整个诈
骗案涉及款项1014万元。
控方以其中10项加以提
控，他昨天认罪，法官明年
3月下判。
根据案情，被告的同谋
包括当时在UE ServiceCorp
资产管理担任副总裁的李琳
达（39岁），以及另一名叫
陈益基的男子，他是一家公
司的经理。UE ServiceCorp
资产管理是上市房地产公司
联合工程的子公司。
李琳达是整个骗局的推
手，她除了串谋他人欺骗，
也自己行骗，甚至利用父母
亲骗取公司款项。

李和陈2009年开始
串谋欺骗联合工程，由
李制造“幽灵工程”，
再由陈“投标”承包，
李过后又批准外包工程
和签发“工程款”，收
款后对半分。
被告后来被拉拢加
入，先用女儿公司名字
去“竞标”骗钱，后来

再利用妻女名字另外注
册了五间公司，交给同
谋干案。
每一笔成功签发给
他的款项，被告可获得
其中10％，2011年至
2015年，共有56万元
4304元入袋。这些钱，
他后来用来买组屋和车
子。（人名译音）

‘仓库’搜出
500奢侈品
主谋把骗来的钱用来买车买楼，警方从她
的保险箱和“仓库”里搜出的奢侈品竟多达500
多件！
大笔资金流入口袋后，主谋李琳达过着超
级豪华的生活，包括在本地和峇淡岛购入六个
房产、购买Mini Cooper轿车和数百件劳力士等
名牌手表，以及LV等名牌包包及风水手链等，
先后花掉297万6000余元，分文未还。
她2015年6月被揭发时，警方从她的保险箱
和“仓库”里搜出500多件奢侈品，另外还有91
万元的款项和财物。
律师替她求情时说，她因有精神病而导致
她有爱买奢侈品的坏习惯。
她今年9月被判坐牢14年，不过提出上诉，
明年2月审理。

Source: Lianhe Wanbao © 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Limited. Permission required for re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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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日后出外用
餐，或可在更多食肆找
到全谷类面条，保健促
进局的目标是在三年内
将全谷类面条在本地市
场的占有率，从2%增加
至10%。
保健促进局局长徐
永刚昨天参观面条制造
商隆原食品的工厂时，
透露上述信息。
他说，我国对全
谷类面条的需求，如
今主要来自政府机构
和学府。尽管10%的目
标“具有挑战性”，但
保健促进局计划与连锁
餐馆、小贩摊位和食阁
合作，说服他们调整菜
单和食谱，起到带头作
用。
保健促进局计划在
明年初扩大较健康饮食
计划（Healthier Dining
Programme），为食肆

李琳达被判坐牢14年。
（档案照）

被告王翁光（周海丽摄）

这项计划旨在鼓励本
地食品制造商研发较健康
食油、面条或米类产品，
当局将在三年内投资2000
万元，协助他们开发新产
品、提升现有产品，以及展
开行销宣传等等。
10家获资助的食品制
造商共提交了12份申请。
有关较健康食油的申请占了
六份，面食和米类产品则分
别有四份和两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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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整体非有地私宅和组屋租金继续走
低，11月分别环比下跌0.3％和0.5％。
新加坡房地产联合交易网SRX今早发布
的租金预估数据显示，非有地私宅租金连续
四个月走低。代表中档私宅的其他中央区
（RCR）下跌0.5％，代表大众化私宅的中央
区以外（OCR）下滑1.0％。代表高档私宅的
核心中央区（CCR）则上升0.8％。
和去年11月相比，整体非有地私宅租金
下跌1.2％。核心中央区跌0.2％，其他中央区
跌1.9％，中央区以外跌1.6％。和2013年1月
的高峰值相比，整体租金下挫19.8％。
在私宅出租交易量方面，11月份共有
3977个私宅单位租出，环比下跌0.2％，同比
则上扬0.3％。
在组屋方面，三房式和五房式组屋租金
环比下滑1.5％和0.3％，促使整体租金回跌。
公寓式组屋租金则上升0.2％，四房式组屋的
则没有变化。
10月共有1877个组屋出租交易，环比增
加13.8％，同比则增加0.1％。
欣乐国际研究咨询执行董事麦俊荣告诉
本报，随着越来越多单位建成，但需求量并
没增加，因此非有地私宅和组屋租金会面对
下行压力。

马拉松封路引风波，据警
方官网显示，主办方在封路之
前，必须事先与受影响的个别
利益相关者交谈，确保他们支
持主办方所提出的封锁路段。
本报日前报道，上个星期天（3
日）的渣打银行新加坡马拉松赛，封路
封到医院门口，危及病人性命。有女医
生指情况危急的病人无法迅速到医院求
医，也有产妇等不到她的医生来接生。
此外，也有牛车水居民投诉，路线设计
考虑欠周，干扰居民生活。
新闻出街后引来热议，多名网友不
清楚封路的程序，更不解医院附近的交
通为什么也会被封路。
据新加坡警察部队官网的资料显
示，主办方首先得确保遵守陆路交通管
理局和警察部队的规定，然后再向多个
部门（如民防部队、土管局、市区重建
局等）寻求批准。
接下来，主办方必须联络受封路影
响的多个利益相关者，与个别的商店、

宗教场所，和公共或私人场所负责人商
讨，并确保他们支持主办方所提出的封
锁路段。
若必须封锁的路段毗邻鱼尾狮公园
和维多利亚剧院等观光景点，主办方还
必须通知新加坡旅游局。
得到利益相关者的同意后，主办方
就得准备文件，并在活动的14天前呈交
给交警。交警在咨询陆交局后，会处理
有关封路的申请。
此外，主办方必须在活动的两个星
期前，在受影响路段挂上告示牌，通知
公路使用者封路情况。
渣打银行新加坡马拉松赛主办方
IRONMAN Asia昨天答复《联合晚报》
询问时表示，今年在规划新路线时，他
们曾同新加坡警察部队、交通警局、新
加坡民防部队和陆交局讨论过。
他们指出，主办方也同受影响医院
合作，安排替代路线，允许前往急诊部
门的病人、医生和救护车从梧槽路逆向
转入桥北路。他们达成协议，确保不同
方向前来的所有紧急车辆都能顺利进入
医院，包括通过关闭道路，所有安排都
获得医院的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