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管局将为加东42间老排屋展开翻修

介绍本地专用名词由来背景词义等

新加坡华语资料库电子版下月推出

04 2019年10月23日　星期三 新加坡

黄佩玲　报道
ngplg@sph.com.sg

　　原本可能在本月内上绞刑台
的高文双尸案被告，昨早向高庭
表示要针对投诉律师的裁决，第
二次提出上诉，为此他的行刑日
期料将进一步展期。
　　前高级警曹长伊斯干达（40
岁）在2013年7月10日杀害修车厂

老板陈文新（67岁）和其长子陈
志雄（42岁，商人）。
　　为了抢夺钱财还债，伊斯干达
在陈文新于高文一带的住家，用刀
子将他杀害。陈志雄不巧上门，惨
遭狠捅17刀后，被伊斯干达驾车拖
行一公里至高文地铁站外。
　　经过九天的审讯后，伊斯干
达在2015年12月4日被判两项谋

杀罪名成立，依法被判强制性死
刑。过后，他上诉至最高法院上
诉庭，但在前年2月3日，即他38
岁生日当天被三司驳回。
　　去年3月，伊斯干达通过律师
和家人分别向总统申请特赦，然
而同样没有成功。一般上，当特
赦申请被拒绝后，死囚会在几周
至两个月的时间内上绞刑台，行

刑日通常定在周五早上。
　　不过，事情之后出现转折，
伊斯干达提出“九大投诉”，要
求新加坡律师公会检举在审讯期
间代表他的六人律师团。这些投
诉包括律师团没有仔细研究现场
照片、没有传召伊斯干达的家人
供证，以及修改开庭陈词等。
　　当时律师团以知名刑事律师

萨斯纳登为首，六人都来是在
“死罪法律援助计划”下义务代
表被告。律师公会听证小组考虑
后，认为没必要展开正式调查，
公会的理事会也接受其建议。
　　伊斯干达对此不满，向高庭
申请检讨律师公会的决定，但于
本月10日被高庭法官驳回申请。
按照程序，伊斯干达料在这之后
的两至三周内接受死刑。
　　岂料，伊斯干达不愿放弃，他
昨早获准与高庭助理主簿在内堂

见面，律师公会的代表律师巴德曼
（P Padman）也出席内堂聆讯。据
《联合早报》了解，伊斯干达向助
理主簿表明，他要针对高庭推翻检
举律师的申请提出上诉。
　　针对高庭裁决提出上诉的期
限为一个月，换句话说，伊斯干达
必须在下个月10日以前申请上诉，
而且这是他第二次对律师公会的
决定提出上诉。如此一来，在高庭
决定是否批准伊斯干达二度上诉
之前，他的行刑日料再展延。

针对投诉律师裁决要再上诉    高文双尸案被告行刑日或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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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知道“乐龄”这个新加
坡专用名词最早是在1970年代出
现，源自惹兰勿刹的一个活动中
心？
　　相较于其他华人地区使用的
“老年人”和“长者”，“乐
龄”一词寄予人们对晚年生活的
期许，寓意即使年纪大了，仍可
追求快乐的晚年。
　　本地第一个老人活动中心在
惹兰勿刹的茂德路成立时，率先
用了“乐龄中心”一词，后来推
而广之，并衍生出乐龄公寓、乐
龄村等词汇。像“乐龄”这类具
有本土特色与意义的词汇，接下
来会记录在新加坡华语资料库。
　　电子版的新加坡华语资料库
由推广华语理事会创建，目标是
收录1000个新加坡特色词汇，并
介绍这些词汇的由来、历史背
景、词义，以及其他地区的用
语。资料库也会收录报章报道的
例句，让人们认识本地丰富的语
言资产。
　　下个月起，公众可登录讲华
语运动网站浏览资料库。资料库
创立初期会收录约120个词汇。
　　词汇以九个组别归类，分文
化、交通、社会、教育、社群和
团体、植物和食物、法政、生活
用语，以及地理相关词汇，并会
配上图片。资料库也会陆续添加
英文解说，让更多人认识这些词
汇。　　　
　　目前收录的词汇包括五脚
基、娘惹、易通卡、红牌车、妆
艺大游行、新谣、特选学校、怕
输等，反映了我国的文化特色、
政策与历史。
　　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
亚洲语言文化学部副主任陈志锐
博士将主导资料库的研究工作。
　　陈志锐也是推广华语理事会
成员，他受访时说，部分人或许
会觉得新加坡华语比较不主流，
“但语文是约定俗成的，而语文
对国民的认同感，国家的形塑也
非常重要”。
　　“我们决定开展这个项目，
也是想将属于我们特色的词汇记
录并保留下来，加以考证并推

广。”
　　开启这项计划也是受《全球
华语大词典》启发。该词典由中
国语言学家李宇明主编，本地学
者周清海教授是学术顾问之一。
词典收录了不同华人地区的词
汇，展现语言在各地不同的使用
方式，促进各地人民之间的沟
通。

新加坡华语资料库 
如同“语言身份证”
　　陈志锐指出，新加坡华语资
料库如同“语言的身份证”，记
录每个词的来源、语境、历史与
相关资料。“词汇是跟着地方语
境和文化产生的，我们希望让人
们了解它背后的价值、依据、根
源后，在使用时更有自信。”
　　“其实，我所认识的一些中
国朋友对我们使用的一些特别词
汇很感兴趣，想了解它的来源，
觉得它们丰富了整个语言环境。
语言应该是多元化的。”
　　除了《全球华语大词典》，
研究团队也参考了资深语文工作
者汪惠迪的《新加坡特有词语
词典》与相关资料。包括文史工
作者林恩和以及国家文物局人员
在内的研究团队也征求了专家咨

李显龙总理（右五）和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傅海燕（右三）、通讯及新闻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高级政务部长沈颖（左五）、国家文物局局长
章慧霓（左一）、现任推广华语理事会主席蔡深江（右四）以及历任理事会主席黄昭虎教授（左二）、萧作鸣（左三）、林少芬（左四）、欧进福
博士（右二），以及何家良博士（右一）在台上合影。（陈来福摄）

●讲华语运动40周年嘉年华
日期：10月26日（星期六）和 
              27日（星期天）
地点：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
            和美广场一楼
时间：中午12时至晚上8时　

节目包括讲故事、音乐表演、书
法以及手工活动、文创市集、电
台直播以及讲座等。欲知更多详
情，可参阅“讲华语运动”面簿
网页。入场免费。

●挑战绕口令
配合讲华语运动40周年，邀请名
人和公众挑战绕口令，通过社
交媒体分享自己念绕口令的视
频，标上#SMC40challenge，并
邀请朋友加入。
指定绕口令：
四是四,十是十，
十四是十四，四十是四十，
华文华语，多用就可以!

电子版的新加坡华语资料
库由推广华语理事会创
建，目标是收录1000个
新加坡特色词汇，让人们
认识本地丰富的语言资
产。下个月起，公众可登
录讲华语运动网站浏览资
料库，创立初期会收录约
120个词汇。

讲华语运动嘉年华与绕口令活动

讲华语运动40年里程碑

早报图表／张进培

1979 ▼

第一届讲华语运动由时任总理
李光耀开幕，呼吁华族社群多
讲华语，少用方言。

1982
推广华语委员会在工作场所推
广华语。

1991
讲华语运动转向以受英文教育
的华族为对象。

2014 ▼
讲华语运动35周年，双语书籍
纪念特刊《华语。新时代》同
年出版。

2019
讲华语运动迈入第40年，推广
华语理事会推出新加坡华语资
料库。

2004 
讲华语运动庆祝25
周年，推出“华语
COOL”标语。

2009
时任内阁资政李光耀
主持推介仪式，推出
《华文?谁怕谁！》网络游戏
及以外国小孩为主角的《华文
? 谁怕谁！》电视宣传短片。

1998 ▼
推广华语委员会易名为“推广
华语理事会”以更贴切地反映
委员会所扮演的角色。

▲

2012
推出中英对照
商用词语手机
应用iHuayu。

▲

询团的意见，包括周清海教授、
《联合早报》前总编辑林任君、
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兼法学院
副教授蓝璐璐、创作人梁文福，
以及教育部课程规划与发展司母
语处司长王梅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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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人或许会觉得新加坡华

语比较不主流，但语文是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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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国立教育学院 
亚洲语言文化学部 
副主任陈志锐博士 

本地特有华语名词

好兄弟
释义 无主孤魂
其他地区用语

孤魂野鬼、无主孤魂
由来 早期华人先民到南洋，在
恶劣的环境下，许多人客死异
乡。活着的先民沿袭家乡中元
祭鬼的习俗，在农历七月设供
品祭祀，为客死异乡者
“作普渡”。“好兄弟”的称
呼是指这些无主孤魂曾经是一
起打拼的兄弟。出于敬畏，也
为避讳。

战备军人
释义 新加坡男性公民与永久居
民履行全职国民服役后，转为
战备军人。
其他地区用语 后备军人、后备军
由来 从1994年起，战备军人的
英语称呼从后备军人（Reservist） 

改为战备军人（Operationally-

Ready NSmen），主要是为了强
调战备军人在前线防卫所扮演
的重要角色。  

五脚基 
释义  新加坡店屋前的有盖走廊
其他地区用语 骑楼、五脚距、五
脚砌
由来 “五脚基”是福建话（闽
南话）借词，福建话发音为
gho kaki 。这个词语其实源自
于马来语的kaki lima，由lima
的意译“五”，结合kaki 的音
译“脚基”混合而成。 

固本
释义 相当于“票”的意思
其他地区用语 泊车票、停车费
由来 英语“coupon”的音译。
在新加坡，最常使用的是停车
固本。这类固本在1980年代
推出，最初司机必须在停车固
本上写下停车的日期、时间和
地点。 

三层肉
释义

猪肉表面肥瘦分层相间的部位
其他地区用语 五花肉、肋条肉、
五花腩 
由来 “三层肉”受闽南话 sam 
tsan bah 的影响。

哈莉玛总统（左二）和夫婿穆罕默德（左一），昨天在东京会晤
了同样出席日皇德仁即位庆典的比利时国王菲利普和王后玛蒂尔
德。据我国外交部新闻稿，哈莉玛和菲利普除了重申两国的友好
双边关系，也期待欧盟—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EU-Singapore 
FTA）尽早生效。双方坚信，该协定将加强新加坡与比利时以及
相关地区的关系。（通讯及新闻部提供）

哈莉玛总统与夫婿会晤
比利时国王菲利普与王后

宋慧纯　报道
hcsong@sph.com.sg

　　为解决排污系统阻塞、地砖
凹凸不平、屋顶漏水等问题，新
加坡土地管理局从2021年1月起
将为加东区42间年久失修的老排
屋展开为期一年的首个大规模翻
修工程，受影响租户最迟明年底
须迁走。当局会在竣工后通知这
群租户，好优先考虑有意继续在
这区租房的受影响租户的租房申
请。
　　受翻修工程影响的排屋位于
惹兰明才（Jalan Binjai）、惹兰
卡朱士（Jalan Gajus）、惹兰登布
树（Jalan Tembusu）和惹兰柏林
茵（Jalan Beringin）。这些建于
1950年代的排屋属于国有产业，
归土管局管理，其中37间目前有
人承租，标准租期为两年，中位

数月租约2700元。
　　土管局发言人回复《联合早
报》询问时指出，展开翻修是为
了确保这些国有产业长期下来能
保持良好状态。翻修工程包括维
修或更换屋顶、电线、排污系统
等设施，具体工程会视个别房子
状态而定。
　　为安全起见，租户必须在工
程展开前迁走，租户最多只能将
合约延至明年12月底。
　　莱坊产业管理有限公司是上
述排屋的管理代理。
　　公司发言人受访时透露，他
们自去年4月起陆续接获租户有关
马桶阻塞、地砖凹凸不平、屋顶
漏水等不同问题的投诉，有时一
周投诉可多达四五宗，因此有必
要采取大规模翻修解决问题。
　　配合后年的翻修，土管局自今

年4月起就逐步与租户接洽，以租
约是否即将到期为依据决定优先
通知哪些受影响租户。该局也在上
个月向整区受影响住户发出通知。
　　过去三年来与丈夫马丁（44
岁，房屋经纪）住在惹兰卡朱
士排屋的刘诗慧（43岁，自雇人
士）说，据他们了解，不少租户
透露了想留下的意愿，有些则认
为针对个别排屋的问题进行小规
模修补就好了。
　　她说，莱坊在信中只透露要
进行工程和租约何时到期，她是
看了报章才得知若想在翻修后继
续承租这区房子，可向土管局表
达意愿。
　　刘诗慧说，夫妻俩想继续住
在这里，希望莱坊能与租户展开
更详尽对话，让他们了解租约到
期时有哪些选项。

　　住在惹兰柏林茵16年的何禀
豪（59岁，自雇人士）说，自收到翻
修工程通知后，他开始留意哪里有
适合的房子搬家，也同时打听具体
情况，所以希望莱坊能主动让他们
了解具体选项有哪些。
　　除了通知受影响住户租约何
时到期，土管局也透露，有为有
需要的租户提供寻找替代住处的
援助。该局在6月至10月间做了几
次安排，让有兴趣承租其他国有
产业的租户到纽顿、实里达、兀
里等地区看房子。
　　该局也会继续与莱坊一起接
洽受影响租户，协助处理个别租
户关注的事项。
　　针对翻修后的租金，土管局
发言人指出，翻修工程完工后，
租金会与届时的市场情况挂钩，
会在较迟时候才能确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