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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协助流浪狗找到饲主并尽
快适应居家生活，本地首个动物
复健中心打造了一个模拟住家的
环境，帮助它们更好地恢复健
康。
　　这个复健中心是隶属于国家
公园局的动物与兽医事务组的构
思。中心内设有客厅和饭厅，还
有吸尘机和电视等家用电器，让
流浪狗慢慢适应在居家环境中会
看到的东西和听到的声音，减少
转换环境可能使它们产生的焦虑
和恐惧。

　　复健中心也设有13个独立狗
屋、医疗措施，以及室外草坪，
让狗儿有个舒适的复健环境。
　　为了控制本地流浪动物的数
量，动物与兽医事务组在2018年
底展开了流浪狗绝育计划，并尽
量为狗儿安排送养。
　　不过，生活环境骤变容易使
流浪狗感到压力、焦虑或害怕，
往往要经过一段复健期才适合送
养。因此，当局隔年再推出流浪
动物复健计划，至今有70只完成
复健的流浪狗找到了饲主。
　　动物与兽医事务组以此为基
础，在咨询了英国的狗信托基金

（Dog Trust）后设立了这个复健
中心，要协助更多流浪狗找到安
顿之所，同时更有效地控制本地
流浪动物的数量。
　　流浪狗送到复健中心后，首
先交由兽医检查和照料，包括植
入追踪芯片、注射传染病疫苗、
驱虫以及结扎。之后三到五天
里，当局会观察狗儿的行为，然
后把适合送养的交给动物福利组
织，那些需要复健的狗儿则有待
14天的评估，以制定复健计划。
大约三个月后，当局将再作评
估，为适合的狗儿安排送养。
　　动物与兽医事务组处长陈桂
月医生说，过去完成复健的流浪
狗通常会先送到收容所等待送
养，但多次转换环境可能使它们
感到压力和恐惧。
　　陈桂月说：“我们希望收养

人可以直接来复健中心把狗狗带
回家，省去中间的移动和等待过
程。”
　　当局也将与新加坡防止虐待
动物协会（SPCA）合作推出复健
后计划，除了尽量减少狗儿的移
动次数，也会共同讨论流浪动物
的状况，以及推出复健与训练工
作坊，训练志工和员工如何更好
地照料流浪动物。此外，复健中
心将针对干预复健、收容所管理
和动物福利进行研究探讨，积极
改善收容所和居家动物的福利。
　　国家发展部兼通讯及新闻部
政务部长陈杰豪昨天在新中心的
开幕式上说，动物与兽医事务组
会继续和有关单位合作，以安顿
更多流浪动物。他也感谢各合作
伙伴，在加强社区动物的管理与
照料方面给予各种协助。

魏瑜嶙　报道
elynh@sph.com.sg

　　宗教注重的不仅是信徒虔诚
与否，也重视社群互动。防疫安
全管理措施放宽后，宗教领袖就
能有更多空间，来促进社群内和
跨社群的互动。通过重新建立关
系，能让我国社会在疫后变得更
团结和有韧性。
　　犹太人福利协会前晚在位于
滑铁卢街的雅各巴拉斯中心举行
逾越节（Passover）家宴，并首次
邀请各宗教代表参与。
　　受邀出席的文化、社区及青
年部长兼律政部第二部长唐振辉
致辞时说，这场活动之所以重
要，其中一个原因是，这是安全
管理限制放宽后，首几场在宗教

场所进行的共餐活动。除了个人
是否虔诚，宗教也注重人与人之
间能不能进行有意义的互动，包
括一起用餐。

唐振辉：各宗教领袖聚集 
共同提倡宗教和谐
　　他说，随着我国放宽防疫管
制，过渡至地方性流行病的阶
段，重新建立社会联系、互信和
友谊能让社会在疫情之后变得更
团结和有韧性。
　　此外，唐振辉认为：“各宗
教领袖能聚集在一起，庆祝犹太
历中的重要节日，反映大家共同
努力坚守和提倡宗教和谐。这份
和谐是人们所珍惜的，我们必须
努力维护它，不能假设一切会持

续维持稳定。”
　　逾越节是犹太教的三大重要
节庆之一，纪念以色列人获得自
由，因上帝救赎得以脱离被埃及
人奴役的生活。节庆从犹太历
“尼散月”（即春月）15日黄昏
开始，为期八天。今年的逾越节
落在阳历4月15日至23日。
　　逾越节如同犹太人新年，标
志着春天的到来，也是一家人团
圆的日子。
　　犹太人会在节庆期间设家
宴，包括享用具象征意义的食
物、祷告和唱圣歌。
　　犹太人福利协会会长本杰明
（Nash Benjamin）说，对犹太家
庭来说，逾越节是特别的日子，
而家宴是逾越节最重要的环节。

很高兴邀请各宗教和社群代表共
享家宴，借此向大家分享犹太人
的信仰，以及心灵上的身份认
同，这样的共同经历能加深彼此
间的情谊。
　　约50名来宾出席了前天的
活动，包括中区市长潘丽萍、
新加坡宗教联谊会主席拉杰什
（Rajesh Shah），以及新加坡回
教宗教司纳兹鲁汀博士、天主教
新加坡总教区总主教吴成才、道
教总会会长陈添来等宗教代表。
　　纳兹鲁汀受访时说，因为疫
情的关系，有好一段时间都无法
举行跨宗教活动，这次的活动是
与朋友重拾联系的好机会，更重
要的是维持彼此和睦和友好的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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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流浪狗寻找新主人适应新家

动物复健中心打造模拟居家环境
中心内设有客厅和饭厅，还有吸尘机和电视等家用电器，
让流浪狗慢慢适应在居家环境中会看到的东西和听到的
声音，减少转换环境可能使它们产生的焦虑和恐惧。

犹太人福利协会办逾越节家宴　首次邀请各宗教代表参与

本地犹太教长老拉比莫迪凯（站立者）邀请各宗教领袖出席逾越节家
宴。同桌的有社区及青年部长兼律政部第二部长唐振辉（蓝衣者、顺时
针）、犹太人福利协会会长本杰明、以色列驻新加坡大使高史歌、天主教
新加坡总教区总主教吴成才、道教总会会长陈添来、陈贤达道长，以及新
加坡回教宗教司纳兹鲁汀博士。（海峡时报）

为做丰胸护理骗75友人近60万元　女子判监四年四个月

小狗伊娃（Eva）昨天在动物复健中心的客厅区，同动物与兽医事务组职
员谢颖婷互动。（邝启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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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总优儿学府从2017年起，
出版了62本适合学前儿童使用的
原创华文绘本。这些绘本已经在
全岛145职总优儿学府幼乐园作为
教材使用，迄今为止让约2万2000
名儿童接触到。
　　原创绘本也被其他10家幼儿
园运营机构采纳为教材。这些绘
本为本地儿童量身定制，不论是
故事场景或使用的词句，都贴近
儿童现实生活，能引起共鸣且激
发兴趣，有助儿童奠定坚实的华
文基础。
　　职总优儿学府指出，许多适
合学前儿童的华文绘本从中国大
陆或台湾进口，书中内容和表达
不完全适用于新加坡的语言环
境，容易让儿童与华文产生距离
感。为解决这个问题，职总优儿
学府儿童发展部华文课程组推出
了本地化的绘本。
　　原创绘本的最新系列《欢乐
的节庆》于2021年推出，介绍新
加坡的节庆活动和多元文化特

色。配合特定绘本，课程组也推
出了45首歌曲，两者在华文教学
中相辅相成，提升儿童的学习体
验。

　职总优儿学府母语部课程
策划总监林美莲博士受访时说：
“我们的书会让儿童觉得内容是
亲切的，常常会出现新加坡著名
景点，比如牛车水和滨海湾等。”
　　谈到有关华文教学未来的计
划，她说课程组的目标是出版100
首歌曲，并设计桌面游戏，开发
更多有趣的学习方式。
　　盛港芬微连路（Fernva le 
Link）第51座职总优儿学府幼乐
园华文主导教师倪学静受访时也
说，绘本对她的教学有帮助。她
说：“绘本中使用孩子们熟悉的
生活场景，能自然而然地引发更
积极的学习。”
　　家长吴敏怡（32岁）的两个
儿子在芬微连路第51座的幼乐
园，上幼稚园一年级和二年级。
她受访时说，幼乐园教学让孩子
们对华文的兴趣更浓厚，她对教
学成果很满意。

盛港芬微连路第51座职总优儿学府幼乐园华文主导教师倪学静使用原创绘本教学，书中熟悉的景物能引起孩子共鸣，激发学习兴趣。 

（职总优儿学府提供）

职总优儿学府原创绘本
贴近现实生活助儿童学习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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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做丰胸护理无奈钱不够，
女金融分析师在短短四个月内骗
了75名友人近60万元。被受害者
催债时，她甚至报假案称落入投
资骗局蒙受巨大损失，企图撇开
责任。
　　新加坡籍被告刘欣莹（27
岁）昨天承认77项欺骗及报假案
的控状，控方以其中20项提控，
被判坐牢四年及四个月。

已偿还12万余元 
并宣告破产
　　庭上揭露，被告至今已偿还
12万8151元，并已宣告破产。
　　案情披露，被告2018年中到
丰胸美容院Tokyo Bust Express进
行一次免费护理后，就开始定期
进行护理。她在一年半内，花了
超过63万元在丰胸护理上，其中
近60万元是骗来的。

　　受害者包括被告的老同学、
同事和友人。被告借钱的借口包
括父亲欠债、母亲出意外、要付
公寓首付款等。被告的友人听到
被告编造的故事后，通常都会给
予帮忙。
　　2019年8月至11月，被告共欺
骗了75人，将骗得的59万4896元
全都花在丰胸护理上。
　　根据案情，被告的一名男友
人甚至借了12万1500元给她。被
告先谎称家人陷入经济困境，再
称亲戚需要大笔钱赔偿受伤的员
工，一次又一次开口借钱。
　　两个月后，被告声称她已归
还2万1000元，但男友人查看银行
户头时发现她仅转账一元，余款
至今仍未偿还。
　　另一名受害者是被告在初级
学院认识的朋友。他听被告想借
5万元，要求先与她见面了解情
况。被告却在电话上谎称，她正
向银行申请贷款，并用名下的房

地产作抵押，还给受害者看地
契。受害者最终借出1万元，这笔
钱至今没有归还。

报假案称落入投资骗局
以逃避还债责任

　欠债累累的被告，甚至在
2019年11月报假案声称自己落入
投资骗局损失34万8000元，借此
向受害者谎称自己被骗，以逃避
还债的责任。

　数名受害者觉得自己被骗
后，设立群组讨论这件事，才揭
发事件的真相。其中一人后来联
络上被告，并陪她到警局自首。
　　代表律师求情时表示，被告
因为自卑而沉迷于丰胸护理，一
时失控才到处向人借钱。律师指
出，被告并不是出于贪婪干案，
这是她首次触法，请求法官轻
判。
　　控方则指出，被告利用多名
朋友的友谊和信任，从中谋取私

利。她也预谋干案，并故意找多
名受害者，向每人借取小数目以
避开嫌疑。
　　在父亲陪同下出庭的被告，
闻判时显得冷静。她昨天开始服
刑。（人名译音）

被告刘欣莹承认77项欺骗及报假案
的控状，控方以其中20项提控。

（海峡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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