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神状况好身体无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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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教师薪金及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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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虫夏草贵过黄金，中医师指蛤蚧配野
山泡蔘，也有同样的疗效，但价格要便宜
90％。
　　由于产量减少及人为炒作，中药“冬虫
夏草”（简称“虫草”）的价格不断飙升，
出现疯狂的炒卖风气。
　　中国中药协会官方网站资料显示，几种
主要虫草的均价上涨到10年来的最高水平，
依照品种的不同，价格从每公斤5万9660美元
（约7万5470新元）到2万1970美元（约2万
7790新元）不等。
　　有50多家分行的福华集团采购负责人王
瑞平（40多岁）指出，目前虫草的价格甚至
贵过黄金。
　　“一克虫草的价格一般要100多元，而纯
黄金一克的价格只要65元左右，虫草可算是
昂贵的‘绿’黄金！”
　　王瑞平指出，今年虫草货源锐减，产量
是去年的一半，而且去年货源也比前年显著
减少。
　　“总的来说，今年虫草货源比前年少了
将近八成。”
　　王瑞平表示，每公斤的虫草分不同大小
与品质，约有1600条至6000条不等，意味着
一克百的虫草只有2到6条。
　　另一间中药行的负责人指出，虫草货源
本来就不多，再加上中国内地因经济发展，
越来越多人学会吃虫草，导致供应短缺。

　　隆中堂张茂绩医师指出，蛤蚧和野山泡蔘
配在一起，和虫草的疗效接近，但价格比虫草
便宜了90％。
　　“虫草主要有润肺、补肾、提高免疫系统
等功效，而把蛤蚧和野山泡蔘齐用，也可以取
得同样功效。”
　　但张茂绩表示，虫草的“潜”功能如增加
细胞组织的再生能力，是其他中药找不到，所
以尽管虫草价格这么昂贵，还是有市场。

　　冬虫夏草又称“冬虫草”、“虫草”，
是生长于中国青藏高原海拔3800米至5000
米的一种奇特而神秘的生物，兼具动植物特
性，即虫草菌侵入蝙蝠蛾幼虫体内，使虫体
长满菌丝而干枯，第二年春天子座长出地面
形成草，即古人描述的 “冬为虫，夏为草”
的补药。

▲由于产量减少及人为炒作，冬虫夏草现在
的售价贵过黄金。（档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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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指非法转移700多万资
产，本地时装界名人陈丽
音否认违法。
　　陈丽音(Tina Tan-

L e o ） 被 指 违 法 把 时
装店Living The Link
的700多万现金和资

产，转移到她的其他两
家公司Alldressedup和
The Link Boutique。
　　Living The Link
在2008年倒闭，清盘

人查账时发现，陈丽音
在2008和2009年间，将

Living The Link总值729万
元的现金、资产和存货，
转移到Alldressedup和The 
Link Boutique名下。
　　陈丽音上周提呈抗辩
书 时 指 出 ， 所 转 移 的 存

货和资产并不由Living The Link付
款或拥有，这些物品是由The Link 
Boutique 和Alldressedup购买的。
Living The Link在2007创办时，公
司已经表明，除非已有能力购买这
些物品，不然物品不属于公司。
　　2008年底，Living The Link
业务已经明显不乐观，因此公司
便把未卖出的存货还给了The Link 
Boutique和Alldressedup。
　　陈丽音也指出，这两家公司因
为售卖被转移的存货而有大量损
失。
　　至于控方指Living The Link为
陈丽音和丈夫偿还他们的私人信用
卡和俱乐部帐单。陈丽音回应说，
他们夫妻有权在Living The Link相
关费用上获得补偿。至于和公司无
关的消费，她说这些将会从还没支
付的薪水，及公司未偿还她母亲、
丈夫和自己的贷款中扣除。
　　陈丽音辩护时声称，指控是与
Living The Link有租金纠纷的前房
东指使的，清盘人并非独立行动和
提出告诉。

SMRT被重罚
乘客怕车费涨

　　SMRT企业被重罚200万，乘
客担心车费将上调。
　　去年底南北线地铁两次大瘫
痪，导致SMRT遭陆路交通管理局
严惩，罚款200万元，这是有关处
分的最高罚款额。这笔钱将全数
捐给公共交通基金，协助有需要
的家庭应付交通费。
　　陆交局的决定公布后，不少

乘客立刻担心SMRT会把罚款转嫁
到乘客身上。
　　本报记者做的小调查中，有
60％的受访者认为200万元的罚款
并不重，而且希望不会因此而增
加车费。
　　萧小姐（23岁，学生）说，
“其实，我觉得SMRT不应该遭到
罚款，反应该被罚降低车资。”

　　李先生（59岁，退休人士）
表示，“希望SMRT将这次的罚款
当成一种警惕。”
　　不过，受访的所有乘客都同
意，在两次大瘫痪事件发生后，
SMRT的地铁服务的确已经有了改
进，希望SMRT能持续改进服务。

　　陆交局昨午发表文告说，针对去年12月15日和
17日的地铁故障，陆交局决定给予SMRT个别罚款
100万元的严厉处分，这也是SMRT历来被罚款最重
的一次。
　　文告指出，调查显示SMRT的维修与监督机制
整体上存有不足之处，。

　　文告也说，SMRT没有履行它对南北与东西线
经营执照的义务，未发挥公共交通经营者应有的警
惕性及恪尽职守，未能确保地铁系统维持良好及有
效率的运作状态。
　　在这两起故障，它也无法达到地铁营运服务标
准的要求。
　　SMRT随后也发表文告，表示会与陆交局密切
合作，进一步加强地铁系统的可靠性及服务水平，
但不愿证实是否会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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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2月15日，南北线地铁列车服
务中断近5小时，数万名乘客受影响。

SMRT未证实
是否要上诉

　　2012年“回归新加坡人入学
计划”，明天接受报名。
　　有意在明年进入本地中学、
初级学院或励仁高中（Millennia 
Institute）就读的归国学生可提
出申请。
　　为方便旅居海外的国人进入
主流学校就读，教育部自2006年
起推出统一的“回归新加坡人入
学计划”（简称SPERS）。
　　有意在明年进入中一至中三
的学生，可在今年10月11日参加
中学组考试，要念高一的学生则

可参与11月22日的初院／高中组
考试。
　　当局将在今年12月通知报名
者，他们被分配到哪所学校。
　　有意进入本地中学的归国学
生，若无法参加10月份考试，教
育部会另外增设补考。
　　欲知更多详情，可浏览教育
部网站，或拨打6872-2220，或
电邮至MOE_RETURNHOME@
MOE.GOV.SG，联系教育部客
户服务中心。

归国学生   明天可申请入学

教育部自2006年起推出统一的“回归新加坡人入学计划”。

　　律师公会昨天在后港补选案开庭审讯后告知高庭
法官，拉维的医生检验报告指拉维被诊断出躁郁症复
发。
　　律师公会发言人说：“为符合公众利益，也作为
法院人员之一，我们觉得有必要通知法官关于拉维的
检验报告内容。”
　　律师公会是在昨天收到精神科医生冯顺龙的检验
报告后，通知高庭法官此事。在报告中，冯顺龙医生
指出，拉维的躁郁症（Bipolar Disorder）复发，病
情极可能影响他的专业能力，目前不适宜执行律师工
作。
　　拉维是一名具争议性的律师，曾五次因为对法官
或主控官行为失检而遭律师公会惩戒或罚款。
　　他在2006年被吊销律师执业执照一年。那一年，
他自称被诊断患有躁郁症。

后港补选案
开庭

　　据知，法院曾要求拉维定期进行精神检查，才
允许他继续执业，但拉维并没照办。
　　法院也要求律师公会确保拉维行为和身体状况
适宜执业。因此，当律师公会获知拉维不适宜执业
的消息时，便马上通知法院。
　　拉维昨天收到报告后，把它交给革新党秘书长
肯尼斯，由后者在个人面簿上公开。
　　拉维也通过网上视频，声明自己精神状况良
好。“通过视频，你可见到我身体无恙。此外，公
众今早在庭上也看到我的表现。”

　　高级政府律师张遇仙受询时说，
总 检 察 署 是 在 双 方 昨 天 都 总 结 了 陈
词，随律师公会代表、法官和拉维等
人参加闭门会议时，才看到律师公会
代表所出示的信件，信件透露了拉维
的健康状况。
　　他说，法官也给了拉维重新为案
件陈词的机会，但据知拉维至昨晚都
没有做出相关要求。
　　鉴于律师专业法令，律师公会须
对拉维的诉讼案件等一切相关事项保
密，所以没有对拉维的律师执照情况
作进一步评论。公会也不欲置评报告
内容。
　　冯顺龙医生在报告中说，若拉维
不愿自行接受精神治疗，医生将会施
行精神健康（护理与治疗）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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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氏基金提出数项建议，呼吁政
府统一采取行动，由一个政府部门统
一管理，以改善本地学前教育。
　　不久前公布的全球性学前教育调
查中，新加坡在45个国家当中排名第
29。

　　表现最不理想的是与“素质”有
关的因素，多与师资有关，包括师生
比例、教师培训和平均薪金，及学前
教育与小学教育间的衔接等。
　　这项调查引起本地慈善机构连氏
基金（Lien Foundation）关注，因此
在今年1月展开调查，设立了27人委
员会，其中包括学术专家和学前教育
工作者等。
　　连氏基金总裁李宝华认为，政府
长期以来忽略学前教育，投资得不
够，使学前教育与主流教育发展产生

很大的分歧。
　　他们呼吁政府为学前教育领域投
入更多资源，提升学前教育课程以及
师资水平。
　　其中一项建议，是统一本地管理
学前教育的政府单位。目前，本地托
儿所是由社青体部管理，但幼稚园却
是由教育部负责。
　　这样一来，家长容易感到混淆，
而且两个单位对于学前教育中心、教
师等要求也不一，统一后就可解决这
个问题。

　　调查委员会强调，
学前教育是必要的，因
此政府应确保所有孩子
都能接受学前教育。
　　调查指出，目前学
前 教 育 都 是 私 营 的 ，
每个月学费从100元至
2000元不等，并非人人
能负担。

　　虽然把学前教育国
有化相当困难，但新苗
师范学院院长何燕芳提
议，政府可以为70％学
前教育中心提供资助，
让大多数国人都能接受
学前教育，保留30％私
营学前教育中心。

　　委员会认为，学前
教育教师不应被排列成
在其他教师之后的二等
公民，因此在薪金和认
可度方面应增加，政府
可考虑通过全国运动来
推广这一点。

　　此外，教师的资历
和素质也应该有更严格
的要求，陈苏培庆博士
建 议 ， 教 师 考 取 文 凭
后，应考取执照，并且
必须定期更新，以更有
效地监督教师素质。

所有孩子接受学前教育

连氏基金提出数项帮
助改善本地学前教育的建
议，包括建议本地的学前
教育，应由统一的政府机
构管理。（档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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