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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颇有名气、已工作
了19年的“客工诗人”扎基尔工
作准证到期不获续，已返回孟加
拉。他质疑这与他争取客工权益
有关，但人力部否认这点，并强
调非居民不是理所当然享有在新
加坡工作的权利。
　　孟加拉籍客工扎基尔（Zakir 
Hossain Khokan）昨天在个人面
簿发千字长文说，他在上个月24
日接获公司人事部通知，他的工
作准证到期后无法更新。
　　据他阐述，申请系统原本显
示“这名员工在政府机构有不良
记录”，但人力部后来说这是行
政失误，工作准证不获续是因为
他“不符合资格”。尽管如此，
扎基尔仍怀疑这与他揭发客工受
到不公平待遇、积极为客工争取
权益有关。
　　人力部答复媒体询问时说，

当局评估申请者是否适合在我国
工作、是否更新工作证件时会考
虑各种因素。“非居民没有理所
当然在新加坡工作的权利。”
　　当局重申，扎基尔的工作证
件不获续是因不符合资格。扎基
尔曾上诉要求当局重新考虑，他
的雇主则没有上诉。当局考虑他
的上诉申请后，通知他上诉不成
功。
　　人力部说，扎基尔在我国工
作19年，常写有关本地客工的文
章，即使如此，当局仍多次更新
他的工作证件。但是，误导他
人、虚假或刻意引起争议的公开
贴文，在当局看来是不可接受
的。
　　扎基尔去年10月16日在面
簿 发 文 ， 称 本 地 客 工 为 “ 劳
动奴隶”（work slaves）、称
客工宿舍为“劳动营”（work 
camps），还声称士兵和装甲车
包围了西雅惹兰都康（Westlite 

Jalan Tukang）客工宿舍。
　　人力部说，这是虚假陈述。
由于当时有部分客工因不满确诊
冠病者未及时隔离和伙食不卫生
而在宿舍群聚，警方在附近待命
以防万一，人力部官员和宿舍人
员也到场回应客工的担忧。现场
并没有士兵，更别说装甲车。

扎基尔本月15日 
已返回孟加拉
　　此外，扎基尔虽在贴文中署
名“西雅惹兰都康的客工”，但
他并没有住过这个宿舍。人力部
说：“扎基尔的虚假言论可能会
煽动西雅惹兰都康和其他地方的
客工，激起他们的情绪，并可能
造成公共骚乱。”

　　扎基尔本月15日已返回孟加
拉。人力部说：“扎基尔已获准
在新加坡工作很长时间，尽管他
是长期社运人士。他的工作证件
已经过期。他在新加坡不再拥有
一份工作，因此不能延长居留时
间。他逗留太久，已不再受欢
迎。”
　　扎基尔2014年和2015年两度
赢得本地外籍劳工诗歌创作比赛
首奖，因此获得“客工诗人”
的称誉。他也创办了新加坡外
籍劳工作家协会和文学兴趣小
组“一袋一书”（One Bag, One
Book），鼓励客工阅读和创作。
扎基尔在我国工作时从事建筑
业，曾在星耀樟宜等工程中负责
监督工程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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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儿子就读幼儿园时，黄雪
慧察觉他不太能说出完整的句
子，也难以集中注意力。经医生
检查后，才发现儿子的语言发育
迟缓。
　　医生去年建议黄雪慧（48
岁，家庭主妇）让在职总优儿学
府幼乐园（My First Skool）上幼
一班的儿子叶家凯（6岁）到婴
幼儿早期介入服务（EIPIC）中
心接受治疗，但须等上六个月至
一年才有学额。
　　所幸黄雪慧与丈夫叶志刚
（49岁，产业顾问）听取幼教师
的建议，在今年把儿子转到位于
兀兰第406座组屋的另一家幼乐
园，这也是其中一家推行“包容
性辅助计划”（Inclusive Support 
Programme，简称InSP）的学前
教育中心。中心的早期介入服务
工作者能为有中度辅助需求的三
岁至六岁孩童提供早期介入服
务，帮助他们融入主流学习环
境。
　　叶志刚说：“儿子之前觉得
跟不上其他小孩的进度，这让他
很不开心也没有信心，每天都不
想上学。这家中心的教师能照
顾到他的特殊需求，他现在也能
说较完整的句子，学会写自己
的中文名，在各方面都有长足进
步。”

　　叶志刚也透露，以往要为儿
子寻求治疗时，因不清楚该到哪
个机构求助，而须到处寻找相关
的资料。如今，他们可通过一本
全新的家长手册，找到需要的信
息。
　　“无论是关于孩子需要的介
入支援，或是提供这些服务的机
构，这本手册都有详细的记录。
我们希望孩子能顺利过渡到小
一，手册包含这方面的信息，让
我们了解如何为他挑选适合的学
校。”
　　由幼儿培育署、教育部、竹
脚妇幼医院、新加坡国立大学医
院和提供早期介入服务的合作伙
伴等合作推出的家长手册，旨在
协助家长与看护更好地照顾六岁
以下、面对发展障碍的孩童。

　　家长手册列出孩童在社交、
语言和认知能力等方面的发展，
引导家长及早辨识孩子可能面对
的发展障碍。
　　手册也汇集了各种资源，如
相关的培训课程、津贴计划和看
护互助组织等，让家长从中了解
如何为孩子选择合适的早期介入
服务，并掌握帮助特需儿女的技
能。
　　社会及家庭发展部兼内政部
政务部长孙雪玲昨天走访兀兰第
406座的幼乐园，为家长手册主
持推介。她指出，照顾特需孩童
的家长以往遇到问题时，须要查
阅不同网站，才能找到提供早期
介入服务的管道，他们也因此感
到担忧。
　　“这份手册相当于一个一站

式的服务，家长可以通过手册里
的链接，观看不同视频，了解孩
子有哪方面的需要和他们在课堂
上可能面对的挑战。这能让家长
知道孩子的发展阶段，以及他们
应该前往什么机构获取更多资讯
等。有家长反映，手册让他们更
加认识孩子的特殊需求，他们现
在也较放心。”
　　另外，孙雪玲透露，幼培署
去年陆续在七家学前中心推出
InSP以来，已有38名有发展障碍
的孩童受惠。幼培署计划在未
来三年内，把InSP的名额增加至
100个。
　　职总优儿学府旗下有两家幼
乐园的学前中心提供InSP，受惠
孩童有11人，今年下半年预计至
少再接收多五名孩童。

今日触点

街访街坊

展览

伍连德医生纪念展
（11时－18时，至26日，醉花林
俱乐部4楼展览厅、庆利路190
号，免费）
新加坡－中国友好协会和醉花林
俱乐部联办，本次展览纪念伍连
德博士，也向全球前线抗疫人员
致敬。

文画展
（10时－21时，最后一天，新
加 坡 视 觉 艺 术 中 心 ， 槟 榔 路
（Penang Road）1楼2号，免费）
展出30件受甲骨文启发的艺术创
作，出自新加坡与马来西亚20位
艺术家之手。
网址：artwordproject.com

国家博物馆
（10时－19时，史丹福路，新加
坡公民和永久居民入场免费）

●乱离时代：1942年新加坡沦
陷时期的回顾与意义（至7月31
日，地下层展厅）：配合新加坡

沦陷80周年，展览分七个展区，
除了涵盖新加坡沦陷时期的一系
列事件，也揭示以前从未探索的
主题，例如英军如何在新加坡沦
陷前一星期撤走平民，以及本地
人的防御准备等。

◆“爱与思念之旅”特展（长期
展览，2楼吴声梓展厅）：展出
新加坡第一任驻扎官威廉·法夸
尔（William Farquhar）的19世纪
自然图集水彩画收藏，结合马来
人的班顿诗（Pantun）、古典文
学和爱情民谣组成的特展，对自
然历史有全新的抒情视角。
电话：63323659；网址：www.
nhb.gov.sg/nationalmuseum

孤独的矢量 
（Lonely Vectors）
（10时－19时，至9月4日，新加
坡美术馆＠丹戎巴葛分销园，
第一展厅，丹戎巴葛路39号，免
费）
参展艺术家用编舞、图像、虚拟
实境装置等表现手法，反思物品
流动与人员交流的文化意涵。
电话：66979730

活动消息可寄交“今日触点”
负责人或传真至6 319 - 8121 
或电邮：zblocal@sph.com.sg

联系方式
电邮：zblocal@sph.com.sg
新闻热线：1800-7416388

或 92288736
网站：www.zaobao.sg
面簿：facebook.com/zaobaosg

数码用“画”发声

（根据zaobao.sg昨晚6时
单日排行）

五大热门新闻

●  前艺人卓铭顺
癌逝前一手包办后事

● 朱咪咪被呛“什么都不懂”
李国煌：这种导演该消失
三本地艺人诉辛酸史

● 更多人感染BA.4和BA.5毒株
导致本地冠病病例明显增加

● 《敢敢》又走一演员Roni 
周初明不舍

● 香港珍宝海鲜舫沉没
拖轮公司称
进入外海前一切正常

扫描QR码
观看视频
了解制作过程
和背后故事

南非也有肉干？ 
而且还是新加坡制造！

你知道一种在南非盛行的肉
干 吗 ？ 它 跟 我 们 熟 悉 的 肉
干一样，被当做零食来吃，
而且不限于过年过节。现在
在新加坡就能尝到南非肉干
了，而且还是本地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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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手册汇集各种资源，
如相关的培训课程、津贴
计划和看护互助组织等，
让家长从中了解如何为特
需孩子选择合适的早期介
入服务，并掌握为他们提
供援助的技能。

　　气候变化、心理健康、社会
不平等，这些都是严肃的课题。
一名年轻女生希望通过她的画
作，以缤纷的绘图和容易理解的
方式，吸引人们接触这些课题。
　　就读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建
筑系的邓文予（22岁）自小爱幻
想，喜欢以画画和写作表达自己
的想法。中学时期，她开始关注
社会问题，便希望能把这些课题
与绘画和写作结合起来。
　　邓文予受访时说，起初她不
知道该怎么做，后来有朋友请她
售卖水彩画，为一个儿童社会服
务机构筹款。那次之后，就有人
开始请她开班授课，也有人想购
买她绘制的卡片，让她感受到作
品的力量。

　　念理工学院时，邓文予通过
售卖作品为不同公益项目，包括
为澳大利亚丛林大火募款。这几
年来，她也画了许多可爱的图解
和插画上载至社交媒体平台，传
达心理健康、气候变化和生物多
样性等知识。
　　邓文予原本计划在上大学前
休息一年到处旅游，结果因为冠
病疫情而作罢。她于是利用空
出来的一年积极创作，也参加展
览，以绘画的方式为环境和社会
课题发声。
　　谈到对社会课题的兴趣，她
说：“我不喜欢看到有人受苦，
像是有人露宿街头，或是朋友的
家庭面对经济困难，这些社会不
公的现象都很容易触动我。”

　　她一般会通过阅读，或是与
有相关知识的朋友交流，来学习
和多了解新的课题。
　　除了经营社交媒体账号，邓
文予接下来想把更多画作带到实

体空间，接触不同的群体。她最
近为国家公园局创作保护沙滩环
境的告示牌，也参与组屋壁画项
目。她希望未来能出书讨论不同
课题之间的联系。

魏瑜嶙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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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文予希望把她的画作带到公共空间，让更多人接触画中讨论的课题，
包括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环境和气候变化等。（受访者提供）

邓文予原本计划在上大学前休息一年到处旅游，结果因为冠病疫情

而作罢。她于是利用空出来的一年积极创作，也参加展览，以绘画

的方式为环境和社会课题发声。

黄雪慧（左）和丈夫叶志刚（右）昨天到兀兰第406座组屋的职总优儿学府幼乐园，观察儿子叶家凯（中）的
学习情况。（张荣摄）

幼培署新手册内容齐备
帮家长更好照顾特需子女

“客工诗人”工作准证不获续　人力部：与他争取权益无关
人力局评估申请者是否适合在我国工作、是否更新工作证件时

会考虑各种因素。非居民没有理所当然在新加坡工作的权利。

——人力部答复媒体询问

宏茂桥致命车祸

妇女被三辆车撞倒当场身亡
巴士车长被捕另两司机助查

李思邈　报道
lism@sph.com.sg

　　宏茂桥周一晚间发生致命车
祸，妇女过马路时，先后被三辆
车撞倒再拖行，过程中还被碾
过，当场伤重身亡。巴士车长肇
事逃逸，过后在鲁莽驾驶导致他
人死亡的罪名下被捕，另外两名
涉事司机也正协助警方调查。
　　这起致命车祸发生在星期一
晚上10时25分左右，地点在宏茂
桥3道与宏茂桥21街的交界处。

据了解，一名61岁妇女在过
马路时不知何故，先遭一辆易塔
通（Tower Transit）巴士撞倒。巴
士车长在肇事后没有停车查看，
反而弃妇女于不顾，绝尘而去。
　　妇女被撞后倒在马路上，迟
迟没人发觉，不久之后又被一辆
轿车和德士碾过，肉身还被拖行
了好一段距离。连遭多次撞击
的妇女，头部严重受创，当场气
绝。

费尔（29岁，送货员）受访
时说，他在事发当天晚上11时左
右骑电单车经过事发地点时，警
方已在现场拉起封锁线，还搭
起蓝色帐篷遮盖尸体；瓦娜（22
岁，送餐员）则看到路面血迹斑
斑，留下一条长长的血迹。

　　根据早前媒体报道，有公众
看到案发现场停了一辆德士，和
一名相信是德士司机的男子在接
受警方问话，因此推测他是肇事
者。
　　可是，警方调查后却发现，
在德士之前，妇女已先后被一辆
巴士和一辆轿车撞上。
　　巴士和轿车当时都不见踪
影，德士司机则相信是在撞人
后，U转回返现场了解情况的。

警方受询时证实，53岁的巴
士车长因鲁莽驾驶导致他人死亡
被捕，两名分别为58岁和67岁的
驾驶者则在协助警方调查。
　　易塔通回复《联合早报》询
问时证实，一辆易塔通巴士涉及
这起车祸，肇事车长事后已被停
职，他目前正协助警方调查。
　　发言人说：“易塔通新加坡
已联系死者的家属，献上公司最
真挚的歉意和慰问，并向他们提
供援助。”
　　得运德士（Trans-Cab）发
言人答复本报询问时说：“公司
对这起事故深感抱歉，公司的保
险理赔人员正在尝试联系死者家
属，给予慰问和表示哀悼，并提
供必要的协助。与此同时，我们
将协助警方进行调查。”

61岁妇女过马路时不知何故，先被一辆巴士撞倒，跟着又被两辆汽车辗
过，还拖行了好一段距离。（新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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