鸨母用1万贿赂
警官拒绝并举报

王康威

考车官和夜店保安拒受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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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经过其中一间按摩院时，女老
板朱恺（42岁）突然关上大门，行
hengkw@sph.com.sg
迹可疑。
何家俊 摄影
曾伟宏立即上前问话，并要求
面对鸨母1万元的贿赂，
搜查她的手提包。朱恺开始慌张，
警官坚守职业操守，当面拒绝
表示希望能和曾伟宏私下谈话，却
贿赂，并举报贪污行为，今早
遭到曾伟宏当面拒绝。
受到贪污调查局的表扬。
调查过程中，朱恺承认按摩院
来自中央警署的曾伟宏助
提供性服务。为求自保，她在情
理警监（44岁）今早在惠德里
按摩院女老板朱恺 急 下 对 曾 伟 宏 说 ： “ 我 给 你 一 万
路贪污举报与文物中心所举办
因 涉 嫌 贿 赂 曾 伟 元”。曾伟宏拒绝并警告她不得贿
的表彰仪式上，从贪污调查局
宏 ， 被 判 坐 牢 三 赂公务员。她则一再央求，并说：
局长黄宏冠接过奖状，以肯定
“可以啦！给你一万元，不要带我
周。（档案照）
他对反贪工作的贡献。
回去。”
曾伟宏今早在受访时指
曾伟宏立即以涉嫌贿赂警员逮捕了这名
出：“身为警员，必须有高度的诚信，因为 鸨母。
公众对我们有绝对信心，我们不能辜负公众
此外，曾伟宏也在今年4月，拒绝另外
赋予的信心。”
一名外国女郎的贿赂。女郎当时被警方逮
去 年 4 月 1 4 日 ， 警 方 接 获 通 报 ， 指 捕，并试图以金钱与礼品贿赂曾伟宏将她释
有人在位于密驼路的金隆大厦（Fortune 放。
▲中央警署曾伟宏助理警监拒绝鸨母1 Centre）内经营非法按摩院，其中一间店的
两名涉嫌贿赂曾伟宏的女郎最终都因贪
万元的贿赂，今早受到贪污调查局表 信箱藏有多个避孕套。
污罪名成立，各被判处坐牢四周。
扬。
曾伟宏与两名同僚前往现场进行突击行

考车官和夜店保安员，拒绝受贿，
今早受表扬。
去年12月15日，一名24岁的中国
籍男子，在新加坡安全驾驶中心考车时
犯了几个错误，于是想给考车官吴庆成
（译音）500元，希望能帮助自己通过考
试。
考官没有接受贿赂，而是向贪污调
查局举报该男子。男子被控上法庭，被
判坐牢三星期。

在另外一起案例中，滨海艺术中心
的保安人员郑敬来（46岁），在2015年
3月15日发现夜店Queen外头有人打架，
并且立即通知警方。
夜店管理层当时试图以150元贿赂郑
敬来，要求他不要向滨海艺术中心管理
层举报此事，以避免夜店的营业执照遭
到吊销，但被他当场拒绝。
吴庆成和郑敬来因为拒绝受贿，今
早受到贪污调查局的表彰。

贪污调查局局长：

别让贪念毁我国清廉
贪污调查局局长表示，国人必须
通过坚定的信念来捍卫前人所取得的
反贪成就，不能让贪念摧毁我国的清
廉。
为配合12月9日的国际反贪日，贪
污调查局今早特别举行表彰仪式，共
有18人因拒绝贪污而获得表彰。
贪污调查局局长黄宏冠在致辞时
说：“这些人通过拒绝受贿，在诱惑
前坚守道德和诚信，确保新加坡是一

个高度清廉的国家。”
他表示，新加坡自1950年以来，
反贪工作取得高度的成功，让新加坡
成为了世界上最清廉的国家之一。
“但我们不能让贪念摧毁这些成
就。再小的贪污都能为我国和国人带
来严重的灾害……我国需要更多像他
们一样有着坚定信念的人，才能够帮
助我国继续积极反贪。”

Source: Lianhe Wanbao © 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Limited. Permission required for re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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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不爽代分居妻，解决她
车子的问题，她却把车子给男
友用，当他见到情敌驾着分居妻
的汽车时，一气之下连撞车子两
次，被国家法院判10天短期拘留
和120个小时社区服务。
控方提出上诉，要求两周监
禁。高庭今早维持原判，驳回控
方的上诉。
高庭法官施奇恩说，控方强
调本案有加重刑罚的因素是对
的，张昌星（译音，送货员，44
岁）把汽车当作武器，向情敌陈
黎平（译音，37岁）报仇。
不过，法官考虑到，张昌星
没向陈黎平或其他公路使用者动
粗，矛头主要向着陈黎平所开的
汽车。
张昌星去年8月19日中午12
时50分，在裕廊坊发现陈黎平驾
着分居妻子的汽车，便开车紧跟
在后面，结果因为来不及煞车，
在文礼大道撞到对方的车尾。
陈黎平把车停在路旁，张昌
星擦撞对方汽车的右边后飞驰而

去。
陈黎平下车检查车子时，张
昌星两次U转倒回头再撞车尾，
结果对方的车子撞上路堤。陈黎
平站在车旁，眼睁睁看着车子被
撞。
张昌星承认故意撞妻子的汽
车，干下恶作剧，造成2980元损
失。至于他擦撞汽车的右边而行
为鲁莽危害他人安全的控状，交
由法官下判时一并考虑。
高庭法官考虑到张昌星没对
其他公路使用者构成威胁，也没
违反其他交通规则，记录之前一
直良好。
法官指出，本案案情特殊，
张昌星一时气愤犯罪，但他很
快就赎罪，报警自首，显示他懊
悔。法官相信，张昌星一时反
常，他极不可能会重蹈覆辙。
因此，法官维持原判——10
天短期拘留和120个小时社区服
务。
短期拘留令是以社区为基础
的一种刑罚，最长14天，被告会
被关进监狱，但不留案底。
张昌星今天开始服刑。

▲罗厘司机黄建顺

驾罗厘嫌德士慢

恶司机５招霸凌
拗断雨刷踹车门
黄志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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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满德士在组屋停车场开得慢，
罗厘司机大发雷霆下车，用五招恶对
德士，包括拳打车窗、拗断扫水器、
拍打引擎盖、踹车门和怒骂德士司
机，德士司机受访说，他吓得当场报
警。
这起事故发生在星期一傍晚约6
时，地点在罗弄阿苏第142座组屋的停
车场。
当时，有居民拍下现场视频，并
在昨晚上载的面簿后，遭网友疯传，
近2000人转发视频。
本报辗转联系上德士司机陈先生
（53岁），他受访时表示，当时他
准备交班，所以去罗弄阿苏载代班司
机。
抵达上述地点时，他放缓车速寻
找代班司机居住的大牌，德士开了一
阵子后，突然听到后面的罗厘大鸣车
笛。

2青年下楼帮忙
称愿意当证人
两名青年见义勇为，拍下现场
视频后，下楼帮忙德士司机，并称
愿意当他的目击证人。
根据视频，罗厘司机的妻子多
次劝阻，罗厘司机才肯住手。
随后妇女拿出手机拍摄德士与
罗厘碰撞的情况，而罗厘司机则从

男童以身挡父
哭求‘不要’
见到父亲怒发冲冠，左手打着石
膏的男童，以身挡父，不让父亲继续
发飙。
根据视频，在罗厘司机下车找德
士司机算账时，罗厘司机的儿子不断
大喊“回来，回来！”
男童过后见到父亲掰断德士雨
刷，他不顾自己左手打了石膏，跑去
拉着父亲，尝试把他带回罗厘，加上
在一旁的妻子也不断规劝，罗厘司机
渐渐冷静下来。
可是德士突然向后倒退，令罗厘
司机二度发飙，他推开儿子，再趋前

“我不知道罗厘跟在后面多久，
当我要转弯时，罗厘突然停下，跟着
司机很生气地走下来骂人，相信他不
满我开得慢。”
陈先生说，对方越骂越凶，跟着
还用拳头敲打德士前座乘客的车窗，
吓得坐在车里的他马上报警。
他说，对方过后还怒踢德士车
门、大力拍打引擎盖，随后更硬生生
将德士右边的雨刷掰断，砸向他的车
门。
根据视频，罗厘司机过后在妻子
与儿子的劝阻下，一度冷静下来，但
随着德士突然向后倒退，导致德士轻
微碰上罗厘尾部，令罗厘司机二度发
飙，再趋前拗断德士的另一根雨刷，
并狠狠砸向德士的挡风玻璃，情绪激
动。
询及为何突然倒退德士，陈先生
说当时场面很混乱，他在情急下才不
慎倒错车。
他表示，其实当时心里很害怕，
开了10多年德士，第一次遇到这种情
况，对方的行径犹如路霸。

车里拿出一张纸，在德士的引擎盖
上写上德士车牌，跟着他上车开走
罗厘，并停在附近的组屋走上楼。
德士司机陈先生说，当时警方
还没抵达，他拨电给代班同事让他
下来帮忙，此时两名20多岁的年轻
人趋前，说自己拍到当时的视频，
并愿意当他的目击证人。
警方随后抵达，他说罗厘司机
过后也下楼来录口供，警员也记录
下两名年轻人的资料，他非常感谢
他们愿意拔刀相助。
拗断德士的另一根雨刷，并狠狠砸向
德士的挡风玻璃，情绪激动。
男童再次拼命拉开父亲，并抱着
他的颈项哭喊“不要，please（求求
你）！”，还拦在父亲身前挡着他。
许多网友对男童以身挡父的行为
大为赞许，网友Koi Siong Chia说：
“大人……，反而小孩尽量阻止大人
一错再错，赞！”
罗厘司机拍打德士引擎盖。
（互联网）

拍引擎盖

踹车门
▲罗厘司机举脚猛踹
德士车门。（互联
网）

罗厘司机硬将右边雨刷拔下。（互联网）

拔第一支雨刷
罗厘司机再把剩下
的雨刷也拗断。
（互联网）

拔第二支雨刷
罗厘司机指德士司机：

转弯突停下
罗厘司机指责德士转弯
时突然停下，害罗厘撞上德
士，而且德士司机态度嚣
张，不肯下车商谈，反而一
直指是他的错。
罗厘司机黄建顺（63
岁，装修承包商）今早在停
车场受访时说，当时他开着
罗厘回家，却在停车场时遭
一辆德士挡路。
他说德士霸着车道开得
很慢，他多次鸣笛但对方都
依然慢慢开，直到德士在右
转半途突然停下，当时直行
跟在后面的罗厘，右边后端
和德士的左后端碰撞在一
起。
“当时我下车叫他出来

态度嚣张
谈判，可是对方一说话就直
指是我的错，还很嚣张说：
‘我说是你的错就是你的
错！，才让我这么生气。”
称自己在1979年就开
始开罗厘的他说，开了近40
年的罗厘，遇过大大小小事
故，首次遇到这么嚣张的德
士司机。
这个冲突视频在网上疯
传，许多网友都指责他，黄
建顺说是德士司机有错在
先，虽然对方报警，但他也
不怕上法庭跟对方对质。
警方发言人受询时证实
接获一起恶作剧的投报，并
指案件还在调查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