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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谎言隐瞒了三个月，究
竟是否如工人党领导所言，是为
了要给盛港集选区原议员辣玉莎
时间，向父母报备她的性侵遭遇
才公开澄清？
　　这个关键问题非但没有越辩
越明，反因辣玉莎前天再次到国
会特权委员会听证会上做的供
证，而增加了更多疑问。
　　辣玉莎8月3日向国会撒了
谎，捏造经历对警方做出不实指
控。8月8日，她与工人党秘书长
毕丹星、主席林瑞莲和副主席费
沙三名领导开会告诉他们实情。
　　这场约一个小时，在毕丹星
家里进行的会议之所以重要，因
为那是工人党三名最高领导第一
次见面讨论辣玉莎撒谎的事，它
为工人党接下来该如何处理此事
定了调。
　　无论是在12月2日工人党召开

的记者会上，或是毕丹星等三名
领导同月9日至15日在国会特权委
员会召开的听证会上供证，他们
都异口同声说，当时最关心的是
辣玉莎身为一名性侵生存者的心
理状态，所以未立即追究责任和
指示她尽快澄清谎言。
　　毕丹星在记者会上说，他的
判断是，辣玉莎必须先将被性侵
的事告诉家人，之后才能好好地
向国会解释她说谎的原因。他过
后也在听证会上提到，会议结束
后，他在辣玉莎离开前，要她先
与父母谈一谈。
　　换言之，如国会特权委员会
成员，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兼
律政部第二部长唐振辉在盘问毕
丹星时所言，辣玉莎是否对国会
说明真相，取决于她的父母是否
已知道她遭受过性侵的往事。
　　辣玉莎前天的供词，推翻了
工人党领导所设的这个前提。

被唐振辉问及她记不记得会

议结束后，毕丹星送她到门口时叫
她先把性侵的事告诉父亲，辣玉莎
答：“不记得。一点也不记得。”
　　10月4日，辣玉莎第三次在
国会上重复对警方的不实指控。
对于在这之前有没有领导跟她确
认，她是否已向父母坦承性侵遭
遇，她回答：“没有。他们只在
8月8日的会议上问过。”
　　10月的国会会议举行两天，

辣玉莎4日再次说谎后，隔天还
有机会纠正，但是辣玉莎却没那
么做。她供证称，若领导明确指
示她10月5日澄清，她会照办。
　　毕丹星则说，他认为辣玉莎
没有诚实以对，是因为还没与父
母说清楚。当时距离她第一次说
谎已整整过了两个月，如果两个
月都说不清楚，他没信心辣玉莎
一天内就能处理好。

另一方面，在整个论述曝光
的时间点上，最先提到要给辣玉莎
空间处理家事的是毕丹星，那是
在本月2日举行的工人党记者会。
　　同日，辣玉莎首次被国会特
权委员会传召问话。她当天的供
词三次谈到家人，但没有提到党
领导指示她先告诉父母再澄清。
　　那三次指的是辣玉莎准备在
11月1日向国会认错前，她与家人

讨论讲稿内容、她为什么没有第
一时间把说谎的事告知家人，以
及她何时对父母透露被性侵。辣
玉莎10月12日与党领导达成认错
的共识，她是在那之后的“几个
星期”才与父母谈论性侵事件。
　　从撒谎到认错，间中隔了三
个月之久，让辣玉莎的父母知道
她遭受过性侵是否是关键？辣玉
莎与工人党领导至今各说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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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羽毛球选手骆建佑在世
界羽毛球锦标赛夺冠后，本地多
家羽毛球学院接获更多询问，报
名参加羽球班的人数也有所增
加。
　　骆建佑在12月19日的世锦赛
男单决赛中创造历史，成为首名
获得这项殊荣的新加坡人。这个
好消息不仅让举国上下为之振
奋，也激励了不少人报名参加羽
球班。
　　有羽球学院受访时表示，骆
建佑夺冠后，这个星期接获许多
询问，报名参加羽球班的人数更
是翻倍。

ShuttleAce羽球学院的张姓总
教练说，本月的新生比前几个月
多了约四倍。“通常我们每个月
会有三到五名新生，但这个月已
有15至20人报名。其实骆建佑在
上个月的海洛羽毛球公开赛上的
表现，已经引起很多人的关注，从
那时起许多学员就备受鼓舞。”
　　Arrows羽球学院的负责人黄
种森也表示，近日收到的询问比
以往多出不少。“之前我们每天
会收到两三个询问，现在则是每
天平均七个，许多家长已经在跟

我们沟通关于明年的安排了。”
　　许多学员在骆建佑夺冠后训
练更加积极，黄种森也为此感到
欣喜。“学员来上课时更有动力
了，他们会想要变得更好。骆建
佑成功的例子让他们相信一分耕
耘一分收获，没有什么事是通过
努力做不到的。”
　　15岁的学生胡俊珈自7岁起
就与家人一同打羽球，9岁时加
入Arrows羽球学院，接受正规的
训练。
　　胡俊珈认为，骆建佑此次夺
冠，证明了新加坡的专业羽球水

平可达世界级。
“骆建佑永不放弃的精神是

很值得我们学习的，我希望通过
自己的努力训练，有朝一日也能
像他一样。如果有一天我不再打
羽球了，这种永不放弃的精神还
是可以陪伴我在人生的道路上越
走越远。”
　　有父母认为，骆建佑为孩子
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也为
我国有这样的运动健将而感到
骄傲。林家凯（40岁，科学工作
者）说，他与9岁的孩子一同观
看世锦赛男单决赛，共同见证了

骆建佑夺冠的一刻。
“当时孩子看到骆建佑夺冠

后十分兴奋，我问他长大后是否
想要像骆建佑一样，他回答我说
‘想’。身为一名父亲，我为新
加坡有像骆建佑这样的榜样而感
到欣慰。”
　　在女皇镇购物中心售卖羽球
用品的店家也向记者透露，这个
星期球拍的销量有所提升。
　　业者阿里（MohamedAli，
47岁）受询时说，本周的销量比
前几个星期涨了约一成，但他
认为，这并非完全是因为骆建佑
夺冠。“现在来说还太早，虽然
我们球拍的销量有所增加，但其
实也有可能是因为来临的圣诞佳
节。应该要观察多几个星期才会
知道，他的夺冠是否有带动我们
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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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追求生活与工作平衡，抽
出更多时间陪伴三岁儿子，前银
行主管无惧收入锐减四成，毅然
选择转换职涯跑道。
　　卓素琳（39岁）在2010年修
读学前教育专业文凭，并在2019
年加入职总优儿学府幼乐园。
　　她从去年开始任职蔡厝港
弯684A座的优儿学府幼乐园校
长。领导20名职员的她，坦言工
作量并不轻，但雇主给了她充分
的支持和协助。她和同事之间也
维持大家庭般的互动关系。
　　卓素琳说，她过去因为长时
间工作和饮食习惯不规律导致胃
病。主管得知后经常发短信关心
她，确保她定时用餐。
　　“像短信问候这样的举动虽
然细小，却很暖心。”
　　对企业价值观的认同，是卓
素琳享受工作的另一个原因。职
总优儿学府的办学宗旨是为小孩
提供平等教育机会，也推出许多
协助低收入家庭的活动。
　　“这份工作让我有机会回馈
社会，比过去以数字和结果为导
向的工作更具意义。”
　　除了提供平等的学前教育，
职总优儿学府也让教育工作者拥
有良好的工作环境。职总优儿学
府今年再度获颁亚洲最佳企业雇
主奖，它已连续三年得奖，是本
地唯一三度获奖的幼教业者。它
今年也同时获颁WeCare最佳员

工关怀奖。
　　这家学前教育企业重视员工
的心理健康，从去年开始实施
福利假（wellbeingleave）制度。
所有职员无需任何证明文件，
每年都享有一天福利假，作为
自我关怀的私人专属时间（me-

time）。
　　亚洲最佳企业雇主奖由国
际商业资讯（Business Media
International）主办，旨在表彰受
雇员认可的亚洲首选雇主。该奖
项每年遴选具有良好职场文化和
雇员凝聚力的亚洲企业，在柬埔

寨、中国、香港、印度、马来西
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
坡、韩国、台湾、泰国和越南颁
发。
　　今年，本地共有27家企业获
奖，包括职总恒习和职总保健合
作社。

　　本月8日至17日，26名华侨银
行客户因钓鱼短信骗局，共损失
约14万元。华侨银行提醒客户，
银行不会通过短信通知客户账户
被封锁或关闭，也不会通过短信
要求公众重新激活账户。
　　根据华侨银行昨天的文告，
钓鱼短信（smishing）骗局的数量
在过去几个星期激增。客户收到
骗徒冒充华侨银行发出的短信，
称他们的银行账户或信用卡有问
题。短信内含有一个伪装成银行
网站的网页链接，要求客户在假
网站上输入银行信息和密码。
　　华侨银行表示，他们从未发
出类似的短信。为避免疑虑并防
止欺诈，所有关于账户关闭或要
求激活账户的通知都是通过纸质
信件邮寄给客户，而非手机短
信。
　　银行账户在闲置12个月后变
为休眠状态，客户可以在分行或

网上银行重新激活。
　　针对已经受骗的客户，华侨
银行正在与新加坡警察部队反诈
骗中心合作，设法帮助客户追回
损失的钱财。尽管如此，银行提
醒，钱一旦离开客户的账户，追
回的可能性是很低的。
　　12月开始，华侨银行已检测
并取缔了45个钓鱼网站，约为平
时的八倍。
　　华侨银行提醒客户：不要点
击带有可疑链接的电子邮件或短
信，而是直接在浏览器中输入银
行的官网地址或使用手机应用程
序；不要向任何人或在未经证实
的网站上泄露机密信息；不要向
不认识的人转账；使用防诈骗应
用ScamShield屏蔽诈骗短信和电
话。
　　客户若对所收到的短信有任
何疑虑，可以拨打银行客服热线
1800-363-3333进行确认。

工人党秘书长毕丹星在12月2日的记者会上说，他认为辣
玉莎须先将被性侵的事告诉家人，之后才能好好地向国
会解释她说谎的原因。但辣玉莎前天的供词，推翻了工
人党领导所设的这个前提。

　　国防部长黄永宏医生昨早会晤到访我国的韩国国防部长徐旭，
两人重申了维系新加坡与韩国之间牢固国防关系的重要。
　　根据国防部昨天发布的文告，徐旭（着西装戴白色口罩）昨天
结束对新加坡为期两天的介绍访问，他在与黄永宏（着西装戴黑色
口罩）会晤前，在国防部检阅了仪仗队。
　　两国防长就区域安全发展问题交换了意见，并讨论了可以加强
双边和多边合作的领域，例如化学、生物、辐射、核子和爆炸攻击
防御、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以及网络安全和战略通信。
　　徐旭访新期间走访了新加坡号—樟宜海军基地的新加坡海军资
信汇合中心（Information Fusion Centre）。昨日下午，他也在南洋
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发表了题为“韩国对地区和平与繁荣
的作用”的演讲。
　　文告说，徐旭的访问凸显了新加坡与韩国之间热情友好的双边
防务关系。
　　文告也提到，访问团已接受相关健康检查，并采取安全措施。

（国防部提供）

卓素琳是蔡厝港弯第684A座的优儿学府幼乐园校长。她说：“这份工作让我有机会回馈社会，比过去以数
字和结果为导向的工作更具意义。”（职总优儿学府提供）

辣玉莎前天第三次被传召供证，她否认工人党领导的论述，说领导没有
要她对父母说出被性侵的事。她拖了那么久才澄清谎言，是因为领导一
开始就要她“把信息带进坟墓”。（gov.sg视频截图）

在女皇镇购物中心售卖羽球用品的店家透露，这个星期羽球球拍的销量
有点增加。（白艳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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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银行提醒客户慎防钓鱼短信

不法分子利用改号欺诈（spoofing）功能将诈骗短信伪造成银行短信，使
公众难分真假，图中所示的两条短信都是使用改号欺诈功能发出的诈骗
短信。（华侨银行提供）

职总优儿学府第三度获颁亚洲最佳雇主奖

受骆建佑凯旋激励　羽球课程更多人报名
骆建佑永不放弃的精神是很

值得我们学习的，我希望通

过自己的努力训练，有朝一日

也能像他一样。如果有一天

我不再打羽球了，这种永不

放弃的精神还是可以陪伴我

在人生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羽球学院学员胡俊珈

黄永宏会晤访新韩国防长

是否向父母报备

辣玉莎从撒谎到认错关键在哪里？

工人党秘书长毕丹星认为，辣玉莎没有诚实以对，是因为还没与父母说
清楚。当时距离她第一次说谎已整整过了两个月，如果两个月都说不清
楚，他没信心辣玉莎一天内就能处理好。（gov.sg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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