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B FOCUS　焦点新闻P2 2017年12月23日　星期六

　　烧烤过的榴梿肉激发榴梿
香带微焦味，拿在手中温烫，
吃进嘴里入口即化。
　　“烤的过程需翻转榴槤，
观察火候，将榴槤外壳稍微烤
得焦黑或裂开即可，烘烤后的
果肉变得更柔软顺滑，味道更
浓郁。”
　　张佳景说，榴梿属热性水
果，受热后的榴梿热性更强，
吃过了可用榴梿壳内抹盐盛水
喝降热，不过，身体无法承受
热气食物者，不宜试吃。
　　他说，榴梿还有不少其他

　　（昔加末讯）榴梿也能煮来吃！榴梿风
潮掀起榴梿创意吃法，昔属彼咯旅游业特推
广榴梿粥和炭烤榴梿新新吃法。
　　旅游公司创办人张佳景（24岁）告诉
《中国报》，榴梿粥和炭烤榴梿，是他们于
2年前介绍给游客们的榴梿特别吃法。
　　他说，母亲发现不少未成熟榴梿，被大

风吹落或和其他榴梿碰撞掉下，因而自创别
的吃法，把果肉做成糕点和相关食品。
　　“在榴梿季节提供新鲜榴梿给游客，可
是，把剩余的榴梿丢掉很浪费，母亲于是剥
下榴梿肉冷冻，再煮成甜品，我吃了觉得很
不错，决定让游客分享，体会榴梿自助餐以
外的不一样吃法。”
　　他说，榴梿粥煮法简单，虽名为榴梿
粥，但视个人喜好，可将榴梿肉和麦片、绿
豆薏米、黑糯米或粥多样化配搭烹煮。
　　“此甜品主要以榴梿肉为主，首先将椰
糖和班兰叶加入水5分钟煮滚，再把麦片或
已煮烂的绿豆与解冻榴梿肉一起煮，待滚后
熄火，才加入椰浆搅拌。”
　　张佳景也分享其中诀窍，此甜品可用半
熟榴梿肉，煮熟后能吃到熟得刚好的果肉；
各食材的煮法稍微不同，麦片容易煮熟，须
先烹煮果肉后煮麦片，绿豆则须先煮烂，后
煮果肉，粥与黑糯米煮法则相同。
　　“榴梿粥口感浓稠，真材实料的榴梿香
扑鼻而来，营养丰富，且煮过的榴梿肉热性
减低，游客吃了也觉得新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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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佳景获母亲协助加以
利用果肉煮成美食，介
绍给游客特别的榴梿吃
法。（中国报）

▲此榴梿粥是用麦片烹煮，所需食材有班
兰叶、榴梿肉、椰浆和椰糖。（中国报）

烤过的榴梿，味道更浓郁。

吃法，包括老一代以前时常用榴梿
肉配饭吃，因为当时榴槤很便宜，
每公斤只卖几毛钱，所以榴梿盛产
时，各种吃法都有。
　　“也有人把榴梿肉和饭蒸熟后
吃，或者加峇拉煎吃，但现在的人
已少见这种吃法。”

　　携家人度假，带小孩与
外公外婆共度佳节，新山油
站命案无阻国人前往柔佛。
　　日前在新山彩虹花园油
站发生的骇人命案并没浇熄

国人前往邻国度假的兴致。
莫 哈 末 （ 4 0 岁 ， 经 理 ） 就
趁着年底最后一个长周末，
带 着 父 母 及 妻 儿 到 迪 沙 鲁
（Desaru）度假，下周一早

上才回来。
　　育有一男一女的林小姐
则表示，油站命案是个孤立
个案，仍放心带孩子越堤与
住武吉英达花园的祖父母共

度佳节。
　　“现在学校放假，又难
得遇到长周末，就带孩子们
回去陪爷爷奶奶。”

　　先吃晚餐、舍弃厂巴
改步行、自备面包，马劳
和上班族为躲避圣诞长周
末塞车，纷纷“出招”应
对。
　　为了应付连日假期，
长堤上的堵车情况，奔波
两地约五年的陈添财（57
岁，技术人员）说，他傍
晚6时下班后，特地在关卡
附近先吃晚餐才回去。
　 　 林 先 生 （ 3 7 岁 ， 厂
工）则指出，为了躲避人

群，他宁愿放弃公司提供
的厂巴载送服务，买了一
些面包就自行提早通关。
    从事服务业的黄欣娟则
表 示 ， 计 划 下 周 二 （ 2 6
日）提前两小时，凌晨4
时就出发来新，以避开人
龙。
　　“从我家到马来西亚
关卡需要一小时车程，就
算得提早起床，也是没办
法的，毕竟还是得准时上
班。”

黄佑解 马华卿 
联合报道
wongyj@sph.com.sg

饶进礼　摄影

　　圣诞佳节长周末，兀兰关
卡及大士第二通道大塞车，其
中兀兰关卡的轿车通关时间今
早一度超过四小时，有人则排
队等候约两小时，才搭到前往
兀兰关卡的巴士。
　　今年圣诞节落在下周一
（25日），成就了今年的最后
一个长周末，新马民众纷纷出
国游玩，新柔长堤上也如预测
般出现长长车龙。
　 　 据 记 者 观 察 ， 兀 兰 火
车关卡（Woodlands Train 
Checkpoint）从昨晚（22日）
约7时就开始出现大批人潮，
大多为来回两地的马劳和上班
族，也不乏举家前往马国旅行
的国人，而兀兰及大士关卡也
都出现了车龙。
　　多数公众为避免受困车
龙，宁愿不乘搭往返两地的巴
士，选择从兀兰火车关卡通往
关卡大厦，再步行越过长堤到
新山。　　
　　昨日携一家大小从马国来
新旅游的傅博权（43岁，商
人）说，兀兰新柔长堤从昨日

傍晚5时开始塞车，他们的旅
巴受困车龙，花约两小时才通
关。
　　兀兰昨晚约8时下大雨，
关卡双向交通一度拥堵，大士
及兀兰关卡出境方向今早约6
时又出现长长车龙，兀兰通关
时间一度超过四小时。
　　有网民在面簿指出，就算
从今天凌晨约5时30分提早开
车去柔佛，还是得花约三小时
才抵达新山的亲戚家。
　　在克兰芝地铁站排队搭巴
士的纪先生（50岁，技工）
说，平时周末只需等约半小
时，没想到今天却等了近两小
时，都没上到巴士。
　　“我在新山有亲戚，平时
也经常带孩子去新山购物，今
天交通很糟糕，排队时间特别
长。”
　　记者今早再度走访时发
现，长堤双向交通异常拥堵，
一望无际的车龙一路回堵至我
国出口。武吉知马高速公路往
兀兰关卡方向、兀兰中心路及
兀兰关卡高架桥（Woodlands 
Crossing）上的轿车及巴士也
都动弹不得。据观察，当局也
调派辅警到现场指挥交通。
　　为应付佳节的通关人潮，
移民关卡局在面簿贴文表示将
增派人手，加强保安，希望公
众耐心配合。

黄佑解　报道
wongyj@sph.com.sg

　　准备入境我国的63岁男子，前天在大
士关卡通关时不知何故突然倒地，宣告不
治。
　　这起事件发生于前日（21日）凌晨约
4时20分，在柔佛振林山丹绒古邦的马新
第二通道关卡。
　　马来西亚《星报》电子版（The Star 
online）报道，63岁的马来西亚籍巫裔男
子莫哈末依斯迈在通关来新时，突然不知
何故倒地在关卡柜台前，最终宣告不治。
　　据了解，死者来自吉隆坡文良港。据
了解，死者周三（20日）晚上与妻子从吉
隆坡搭巴士，计划来新加坡旅游探亲。

　　《星报》报道，依斯干达布蒂里警区
主任诺哈欣受询时指出，前日凌晨约4时
20分，死者抵达位于振林山丹绒古邦的马
新第二通道苏丹阿布峇卡大厦关卡时，突
然在7号柜台前瘫软摔倒。
　　救护车于清晨约5时抵达现场，经医
护人员检查，证实死者已经死亡。
　　他指出，初步调查证实，案件并不含
刑事成分，而死者遗体已被送往新山中央
医院太平间进行解剖。
　　有目睹事件的网民事后将照片上载至
面簿，引起网民热议。网民纷纷表示，要
注意身体健康。
　　一名网民留言表示，世事无常，要时
刻珍惜身边至亲的人。另一名网民则提
醒，每天来回新马工作的马劳们，工作赚
钱之余，要注意身体健康。

警 方 科 学 鉴 证 组 到 现 场 收 集 证
据。（南洋商报）

关卡大塞车
4小时才通关

国人佳节纷涌马国

新山油站命案　无阻国人赴柔度假

准备来我国旅游探亲的男子，不知
何故倒在关卡柜台前，最终宣告不
治。（取自面簿）

大士通关  马六旬男突倒毙

吉宝企业：
绝不容忍非法活动
　　吉宝企业主席李文献医生强调，
诚信是吉宝的核心价值观之一，集团
绝不会容忍生意上的任何非法活动，
并已实施更严格的管控措施，确保不
再出现此类行为。
　　“我们不会容忍生意上的任何非
法活动，对于2001年至2014年间，
集团在巴西的岸外与海事业务发生了
这样的事，令我们感到遗憾，也深感
失望。”
　　他强调，像吉宝这样的环球公司
在法律和道德上，都有义务遵守国际
法律与条规，集团不会宽恕或容忍代
理进行非法贿赂。
　　“自从指控浮现后，我们已迅速
果断地采取更严格的管控措施，在集
团内植入最佳做法，确保这类不可接
受的行为不会重演。”

今天一早，兀兰长
堤双向交通都开始出
现车龙。

▲我国出境关卡被
前往柔佛的人群挤
得水泄不通。

车龙一直回堵到我国境内的关卡出口外。

林煇智 陈劲禾　报道
daryllim@sph.com.sg
jinhet@sph.com.sg
　　
　　吉宝企业旗下的吉宝岸外与海事与
其美国子公司涉贿赂罪，同意向美国、
巴西和新加坡当局支付超过4亿2200万
美元（约5亿6700多万新元）的刑事罚
款。新加坡总检察署与贪污调查局今
日向吉宝岸外与海事发出“有条件警
告”。
　　总检察署与贪污调查局早上发文告
说，吉宝岸外与海事（Keppel Offshore 
& Marine）为赢得巴西国家石油公司
（Petroleo Brasileiro）及相关企业的合
约，于2001年至2014年间贿赂巴西国家
石油官员及其他方。
　　根据文告，吉宝岸外与海事利用合
法咨询协议的名义，支付佣金给中介，
再由中介把钱转交给巴西国家石油官员
及其他方，以此做法瞒天过海。
　　文告说，鉴于吉宝岸外与海事就调
查给予实质合作，包括自行向总检察署
与贪污调查局举报贿赂款项，并采取广
泛补救措施，当局因此决定只发出“有
条件警告”，而不提控。
　　吉宝企业今早发声明证实，吉宝
岸外与海事已为公司于巴西代理Zwi 
Skornicki的贿赂案，与美国、巴西和新
加坡司法当局达成一项全面协议，同意
向三国支付刑事罚款。
　　在4亿2200多万美元罚款中，给予
新加坡当局的罚款超过1亿零550万美元

当局发‘有条件警告’
吉宝岸外与海事涉贿

支付5亿6700多万新元罚款

（约1亿4200万新元）。当局正在调
查个别涉案人员。
　　按形式上计算，在付罚款后，
吉宝企业2016财年的每股盈利将下
滑73％至11.7分，远低于原本的43.2
分。
　　吉宝企业强调，此次罚款属于非
常项目，影响是一次性的。

　　（万挠讯）6名匪徒闯入霸级市场的
金店抢劫，2分钟内就抢走至少10盘值
约150万令吉（约50万新元）的金饰！
　　这起劫案于昨午约3时08分，在万
挠特易购霸级市场1楼的金店内发生。6
人手持枪、锤子和巴冷刀，其中4人进金
店抢劫，另2人则在泊车场接应，他们得
手后，由后者接应及逃离。
　　鹅麦副警区主任郑广成副警监说，4
名蒙面匪徒皆戴全罩式头盔及穿黑衣黑
裤，持抢的2人负责看守、手持锤子的匪
徒则负责敲破展示柜，再由持巴冷刀的
匪徒拿走柜内的逾10盘金饰。
　　警方调阅商场外的闭路电视发现，6
名悍匪乘坐3辆电单车车前来，其中2人
在霸级市场泊车场等候。据悉，其中1名
持枪的匪徒先闯上1楼，再打开靠近金店
的紧急楼道让其他3人进来。

枪匪枪抵店员头上
　　据了解，案发时金店内有3名女职
员，其中一人刚好外出买晚餐，当时

没有顾客，匪徒闯入后即刻制伏在场
者，所幸无人受伤。
　　该金店经理邓富文（55岁）说，
该金店营业近3年，首次遭抢劫，被
抢走的金饰包括金项链、金手链和手
镯，损失约150万令吉。
　　他指案发时自己不在场，之后在
场员工告知，当时其中一名持枪者把
枪抵在某店员头上，把在场员工都吓
哭了。
　　案发时，金店外有一名保安人员
驻守，但由于身上没枪，只好逃离现
场报警。
　　该金店保安人员赛弗（37岁）指
出，案发时他听见有警铃声，之后就
看见4名蒙面男子闯进金店，但因身上
没任何武器，他只好报警求救。
　　他说，该特易购霸级市场规定，
保安人员都不可持枪械，而且整个霸
级市场内的保安人员，仅一人有电击
枪，但当时他没看见该名保安人员。

劫后的金店满地玻璃，一片狼藉。
（南洋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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煲粥 碳烤皆美味

凌晨出门弃厂巴
上班族出招应对

吉宝岸外与海事本月刚宣布再次取
得巴西国家石油公司的合约，为该
公司的P-69浮式生产储油船进行装
置工作。（档案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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