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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新柔地铁系统

　　一起来挑战
眼力，猜猜图中
是哪个大明星小

时候的照片吧！
　【提示】香港著名女演员

样萌
大明星

猜猜我是谁？

您猜中了吗？

昨日解答:
李准基

　　李准基（1982年4月
17日－），常误认为李俊
基，知名韩国男演员，在
2005年演出电影《王的男
人》和电视剧《My Girl》
而爆红，成为当红偶像之
一。2008年演出《一枝
梅》，精湛的演技，获得
许多观众的支持和肯定，
在SBS演技大赏中获得不
少奖项。
　　2012年退役后，积极
专注在演艺事业，在《阿

娘使道传》里又再次虏获观众的心，也得
到奖项的肯定，在去年的首尔国际电视剧
颁奖礼上获得“最佳男演员奖”，这部剧
也获得“最优秀电视剧奖”。
　　近期作品有《阿娘使道传》，《Two 
Weeks》，和《朝鲜枪手》等。

朱志伟／整理

　“正直的人不会心口不一，想一套、说一套……”

以“四心”处事，定能
在与人事的交往中，得

到真诚的回报，对于打造和
拥有美好的人生肯定有最大
的帮助。

开示日常四心

　　星云大师说：“在日常生活中，每一个人必须面对不同的人、事、物，一颗心也随着不同
的对象，不同的事项，不同的环境，而产生不同的心念，影响我们的心情。所以在现代生活
中，应该以四种心来处世，将这四种心落实在生活中，那么人生就会更美好。”

书法图版出自《星云大
师一笔字书法》，感谢
新加坡佛光山授权。

　　一、有反省的心则无过：一个成功的人，或
古代圣贤，都重视反省，因为有反省才能发现过
错，有反省才能改过向善，有反省才能让自己
更进步。人在无形之中，往往会犯下无心的过
失，有时还会造成遗憾。曾子说：“吾日三省吾
身”，每天反省检讨自己的过失。而颜回自律
“不二过”，也是反躬自省的成功。让心处在正
念之中，观照自己的动心起念，如此便不会轻易
再犯错。
　　二、有感恩的心则无愧：每个人都应抱持受
恩的胸怀，感念世间种种的给予。感恩的人生才
懂得付出，感恩的人生才明白富贵；感恩的人，
就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感恩的人，就是一个内
心富有的人。所以感恩的心灵，是丰富的宝藏；
感恩的习惯，是做人处世的榜样。人，应该培养
感恩的美德，自然心中没有愧悔。
　　三、有服务的心则无懈：不管从事各行各业
工作的人，都有为人服务的机会，公司里上司为
下属服务争取福利，下属为公司、为主管创造业
绩及利润。社会上有的服务，必须花钱才能获
得，但是有很多的公益团体，有很多发心的义
工，不计酬的为大众服务，而且都是发自内心的

真诚对待。如特里莎修女在印度服务，赢得举世
尊敬；我们或是点一盏灯，供夜归人照明，或是
提供微薄力量，为别人献爱心。有一颗为人服务
的心，则不会懈怠。
　　四、有正直的心则无邪：一个正直的人不会
把自己的心分成两半，不会心口不一，想一套、
说一套，也不会说一套、做一套。内心没有矛
盾，才能够拥有刚正不屈的精神力和清晰正直的
判断力；心无邪念，自然过得心安理得，获得他
人的信赖。反之，一个人若心术不正，尔虞我
诈，机关算尽，纵使可以获得短暂的胜利，也会
活在被拆穿的恐惧之中，不得自在。

　　·四心之外……
　　还可为人谦虚。所谓“谦卑在人前，所向尽
通；傲慢在人前，寸步难行”。谦虚则无骄，当
一个人成功时，总会得意于自己的成就，也因此
无形中产生了骄傲、骄慢的心态，目空一切，但
是这样的心态，反而会让别人看不起。所以懂得
谦虚，知道感谢一切成就的因缘，感谢众缘和合
的成就，心中没有骄慢之心，犹如成熟的稻子，
稻穗愈饱满，就垂得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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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四种心：

　　（生活上遇到问题
想不通？可打佛光山热
线电话：6686-6116。
时间：星期二、星期四
及星期五，上午10点至
下午5点30分；星期三，
上午10点至晚上9点。）

三好之家——

说好话、做好事、

存好心的家庭

    （新山讯）柔佛州政府宣布
未来新柔地铁系统（RTS）的
新山终站，将设在新山关卡旁
边的前武吉查卡组屋区地段，
靠近城市广场，步行距离约15
分钟。
　　该终站将拥有独立的移
民、关税与检疫设备，让地铁
乘客能直接在该终站通关。
　　掌管柔佛州公共工程、乡
区与区域发展事务的州行政议
员哈斯尼莫哈末指出，针对设
立终点站地点，柔州政府现阶
段只有一份计划书。他说，当
局选择武吉查卡作为地铁终
站，将让新山关卡的功能更全
面，因为该终站也会与关卡相
互连接。
　　关于新柔地铁系统在新山
的终站地点，当地一直以来众
说纷纭。其中一种说法是新柔
地铁系统将设在新山甘拔士马
国铁道公司的维修中心附近。
　　当时的其余三个建议地点
分别是丹绒布蒂里旧罗厘关卡、关税、新山
关卡内的新山中央车站1（JB Sentral 1）及
新山中央车站2（JB Sentral 2）。
　　他表示，这是当局经过多次会商及考量
长期经济与社会层面的辩论后所做的决定。
他说，当局已完成在武吉查卡的征地工作，
铁路调整也已有定案。
　　据了解，当局多年前为了发展新关税、

移民及检疫大厦（CIQ、即新山关卡），一举
拆除武吉查卡组屋区（当地俗称十七楼）和
隔邻的鲁马固打组屋区（俗称十五楼），目
前那里是大型停车场。
　　新加坡即将兴建的第六条路线，即汤
申—东海岸线最北端的兀兰北站，将是新柔
地铁系统在新加坡境内的终站。该地铁路线
全长43公里，共设31个车站，将于2019年至
2024年分五个阶段通车。

　　据了解，新柔地铁系统可能有三种跨越柔佛海
峡的路线，方式包括跨海陆桥或海底隧道。根据依
斯干达特区发展机构官网的消息，新柔地铁预计
2019年投入营运。哈斯尼说：“这些目前交由新
加坡决定，但仍未有任何迹象显示何者将成为定
案。”不过他相信新加坡方面很快就会有所决定。
　　对新加坡地铁系统延伸至新山，受访的当地民
众都表示欢迎。武吉查卡附近的居民黄先生认为，
新柔地铁系统一旦完工，相信将有效减少来往长堤
两岸的时间，为前往新加坡工作者带来便利。

▲新柔地铁系统的新山终站，将设在新山关卡附
近。（档案照）

料2019年启用

 　　（峇株巴辖讯）马来西
亚交通部长廖中莱说，关于在
新山关卡征收外国车辆入境费
（VEP）详情未定，目前该部
正在研究何时及如何实行。
　　他说，拟议中的外国车
辆入境费为20令吉（约8.3新
元），也尚未定案。
　　他表示，内阁已指示交通
部提呈相关计划书，因此目前
交通部正在草拟这份计划书，
希望能在今年底提呈内阁审核。
　　至于新马两国的长堤过路费，廖中莱
说，新山的入境过路费一直维持在2.9令
吉，如果新加坡是为了回应马国的做法才从
10月1日起调高兀兰关卡的路费，则这项决
定其实是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上。
　　他表示，内阁非常关注新加坡10月1日
起调高长堤过路费一事，并特别指示交通部
在10月之前前往新加坡，向新加坡交通部
说明马国其实并未调高入境过路费。

近城市广场

新山关卡外国车入境费
廖中莱：详情未定

▲马国交通
部 长 廖 中
莱。

新山终站
步行约需1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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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3天吸引
2500人参观

首场‘两面之间，与死共生’游览会

感
恩 因 为 工 作 的 关
系，每天都能接触
到 大 量 的 中 文 创

作，也曾为一些用词精妙的文章
拍案叫绝，虽然这样的机会凤毛
麟角，但遇到时仍会觉得醍醐灌
顶，通体舒畅。
　　在新加坡这个独尊英文的大
环境下，要求年轻一代新加坡人
写出精彩的中文文章，似乎有点
缘木求鱼，但身边还是不乏对中
文充满热忱的年轻朋友，看到好
文章时都会彼此分享。
　 　 家 里 的 小 朋 友 在 学 写 作 文
时，总会问我如何写出一篇好文
章，我对他们的第一个要求就是
不啰嗦，先求精简，再求精妙。
　　现代人讲话拖泥带水，因此
文章中常常也不自觉的加入许多
虚词赘字，严重影响文章的流畅
性。
　　最近和小朋友分享的一个例
子，就是iPhone 6推出时，中港台
苹果官方页面上对这句“iPhone6 
isn’t simply bigger——it’s better 
in every way.Larger,yet dramatically 
thinner。”的翻译。

　　香港译本：“iPhone6岂止大
了，而且每一方面都更为出色。
尺寸大了，却更为纤薄。”
　　台湾译本：“iPhone6不只
外型变大，更在各方面都显著提
升。更大，却更纤薄。”
　　中国译本：“iPhone6之大，
不只是简简单单地放大，而是方
方 面 面 都 大 有 提 升 。 它 尺 寸 更
大，却纤薄得不可思议。”
　　其实，这三个译法都还有提
炼的空间，但对比之下，港台的
译本显然更简洁，更符合华人说
华语的习惯。
　　而中国译本的欧化及啰嗦，
其实是让人咋舌的。
　　新加坡的苹果网页没有中文
版，因此不知道这句话如果在新
加坡出现时，会有一个什么样的
译本。
　　让孩子尝试翻译，就当作一
个游戏。
　　各位读者，你们也动手动脑
翻翻看，从中体会中文的奥
妙吧！
（lawck@sph.com.sg）

王翊颀 报道
henyiqi@sph.com.sg

24小时新闻热线：1800-
8227288/91918727

MMS/Whatsapp传照片：
91916194

　　首场“两面之间，与死
共生”游览会，在过去三天
吸引约2500人参观，两场游
览会预计将吸引6000到8000
人。
　　慈善机构连氏基金和洪
振茂基金联合推出“两面之
间，与死共生”游览会，由
艺术团体ArtsWok和戏剧盒
通过跨领域艺术活动，与人
们探讨生命和死亡的意义。
　　为期三天，在义顺举行
的首场游览会昨天结束，艺
术团体ArtsWok和戏剧盒受
询时透露，过去三天一共吸
引了约2500人前来参观。
　　ArtsWok董事严夙琳表示，参观的群众各年龄
层都有，有些甚至大老远从其他地区特地前来，
这样的反应令人鼓舞。
　　“很多人对谈论与反思死亡采取开放的态
度，也对现场的棺材感到好奇，靠近去看看，有
些还有勇气躺在棺材内。”
　　严夙琳说，公众都意识到死亡是人生一个必
定面对的关卡，关键在于如何为此做好准备。

　　“我们的理解是，有必要让公众有机会分享
经验，互相学习与讨论。”
　　第二场“两面之间，与死共生”游览会将在
周五（26日）至周日（28日）举行，两场游览会
预计吸引共6000人到8000人前来参观。
　　●第二场“两面之间，与死共生”游览会将
在周五（26日）至下周日（28日），于大巴窑图
书馆前举行。
　　时间从上午10时至晚上10时，入场免费。

过去三天来在义顺
举行的首场“两面
之间，与死共生”
游 览 会 吸 引 了 约
2500人参观。

●

Source: Shin Min Daily News © 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Limited. Permission required for re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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