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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撞伤头 可形成慢性血肿
文／潘勇全
老人家多次撞到头要小
心，不要以为无痛无外伤就没
事，严重的话可能是头内部出
血！
脑神经外科高级顾问医生
王启明提醒，老人家不小心撞
到头，可大可小，有些人可能
当下安然无恙，却不知道慢性
硬膜下血肿（chronic subdural
hematoma）已悄悄地形成。
但他说，一般上要头部连
续遭受多次撞击，才容易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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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50%的老人家，不会记
得自己撞过头，这其实也是撞
后的后遗症之一，身旁的人也
因此不会知道，如此一来，也
就容易耽误治疗。
老年人因动作迟缓、行动
不便，容易不慎跌倒，而且普
遍面对脑萎缩情况，因此轻微
的外伤就可引起重度的慢性硬
膜下血肿。
他建议，老人应积极采取
各种预防措施避免跌倒，家人
和护理者也应主动关心老人的
行动安全问题，包括改进家居
环境的安全。

民生 民 财

追踪

新年礼篮
价格没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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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蛇

迎新年
郭倩婷

报道

农历新年送礼用的
礼篮，价格维持在去年
的价位，受访礼篮公司
预计销售额将增长5％
至15％。
T&T Hampers &
Trading负责人郑丽娇
受访时预测，今年礼篮
订购量会增加5％。
她说：“顾客们已
陆续收到我们寄出的礼
篮产品介绍表格，除了
普通礼篮，本周就有客

▲“神秘礼篮”内含礼品保密，送礼者
并不知道，以制造惊喜。
（图/隆辉礼品提供）
“HUAT AH!”礼篮，祝福收到礼篮
的亲友“发财啊！”
（图/FarEastFlora.com提供）

成本上涨5％到10％

提高生产力
抵消额外开销
隆辉礼品表示，今年礼篮物品的
成本上涨了5％到10％，但公司没有
调高礼篮售价。公司通过提高生产力
抵消额外开销，同时也与多家供应商
合作，选购更物有所值的产品，以降
低成本。
发言人说：“虽然经济前景不明
朗，但从现在的销售报告看来，我们
预计礼篮今年的需求和往年大致上一
样。”

该礼品公司提供超过100种农历
新年的送礼产品，每个售价介于48元
至1388元（未含消费税），并且特别
推出$68“神秘礼篮”！
这独特创新的礼篮，内含礼品保
密，送礼者并不知道，但可以肯定的
是，售价仅$68的“神秘礼篮”，所
包含的精选礼品物超所值，总价值超
过$88!

有老弱残疾者家庭

不甘母被诬赖
儿要求移花盆

申请女佣补贴
今后更方便

报道

woonwj@sph.com.sg
老母被人怀疑推倒花盆，儿子媳妇抱
不平，认为那是毫无根据的指控，并向市
镇理事会要求邻居移开花盆。
本报8日报道，后港10道447座组
屋，两户“门对门”的20年好邻居，因为
花盆摆走廊起风波，中年夫妇疑邻居老妇
推倒3个新花盆，当场报警。
76岁老妇的两名儿子和媳妇来电澄
清，认为指控对老母不公平。
媳妇说：“没有证据不能乱说，花盆
倒也可能是高楼风速较强而吹倒，不能因
为只有两户邻居、双方曾有摩擦，就认定
是我家婆推倒的。这岂不是躺在家里也中
枪？”
她表示，家婆和家翁两人同住，都是
七八十岁的老人，有高血压和其他疾病，
又为此事承受很大心理压力和失眠，根本
没必要惹是生非。
老妇的小儿子说，他本月7日向市镇
理事会反映，希望当局劝请邻居清空花
盆，以减少摩擦机会。
他说，市镇会人员本月9日下午4时上
门交涉，据官员透露邻居已口头上答应移
开花盆，但花盆至今还在。
媳妇说：“市镇会人员刚离开一小
时，家婆就来电说，他和楼上邻居都看到
花盆又倒了，担心又有人说是她干的。”
老妇儿子说，走廊还在施工中，工友
最近还来油漆和补墙。
“重点是，电梯间走廊不是放花盆的
地方，父母每次经过都提心吊胆被冤枉，
邻居浇花后地上湿滑也容易滑倒。”

草药
达人

后港10道447座组屋邻居，怀疑老
妇推倒花盆而报警。

好赌营业员出狱隔天，再回公司上
班，死性不改，重蹈覆辙，两个月里挪
用公款3万多元，结果坐牢12个月。
47岁的陈家福（译音），在2007年
失信另一家公司7000元，隔年被发现，
去年被判坐牢1个月，4月24日出狱。
他在去年判刑前的2011年4月到去
年6月，受雇于德福10巷一家海鲜供应
公司当营业兼送货员。
去年4月24日出狱隔天，他回海鲜
公司上班，但从4月25日到6月18日，不
到两个月挪用公款3万2102元，被会计
部门发现账目不对，通知总经理，后者

文：邹文学
摄影：吴伟国

如何食用：

草药达人陈廷森说，吃鱼腥草也可清
肺，对烟客最有帮助。
民间偏方指能治肺脓疡及多种肺病，还
有待考证。

获得补贴的家庭目
前得到每月95元的女
佣税回扣，再加上每月
120元的补贴，其原本
每月265元的女佣税被
减低至50元。政府在
未来四年将为这项计划
拨款2500万元，预计
有超过6000户家庭受
惠。
欲知详情者，可拨
电1800-8585-885向
活力中心询问。

被告坐牢12个月

报道

鱼腥草能退烧

取四五支鱼腥草，洗净，再浸
入洗米的第二遍用水，绞碎，连渣
带汁喝，可退烧。

有体弱年长者或残
疾者的家庭，今后申请
女佣雇主补贴的过程将
更方便。
社会及家庭发展部
昨天发表文告宣布，今
后将接受由新加坡医药
理事会注册医生鉴定的
申请。所有在本地行医
的医生都必须向新加坡
医药理事会注册，新政
策意味着申请者无须通
过指定医生获得鉴定。

出狱隔天 再挪用公款
郑玉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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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比私人公寓
更具吸引力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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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港花盆风波 追踪

温伟中

降温措施推出后

郭倩婷

销售额料增5％至15％
户预定了两个售价各为
500元的大礼篮。”
这些大型礼篮里有
3瓶XO，还有鲍鱼、燕
窝、鱼翅和人参等上等
海味及干粮。
另一家售卖礼篮的
商家FarEastFlora.com
总经理徐珮珊受访时
说：“农历新年礼篮今
年没有起价，每个礼篮
的售价介于60元至688
元；从目前来看，客户
的反应不错，我们也保
持乐观，估计迎接农历
蛇年的礼篮订单将增加
10％至15％。”
“在圣诞节期间就
已经有客户询问农历新
年的礼篮产品和价格，
或要我们为他们在圣诞
节的时候就送农历新年
礼篮给亲友。”

除了老人，中青年也需要慎防头部撞伤，
特别是热爱足球和橄榄球的运动员。
王医生透露，运动或车祸撞伤头是最常见
病例，轻则脑震荡，暂时失去神经系统功能；
重则脑部聚集淤血，一旦淤血范围扩大，就会
在撞击后6到8个小时突然感觉头痛、晕眩，甚
至呕吐，患者这时得赶紧做电脑断层扫描，判
断情况有多严重。
要是淤血造成视力、言语、记忆力或行动
障碍，就得动手术清除淤血，否则医生一般建
议病人多休息，让淤血自然散去。

▲老人家多次撞到头要小心，最严
重可能是头内部出血。
（挡案照片）
脑神经外科高级顾问医生王启明

国会报道

这种情况，患者一般在两三星
期后才会出现昏睡、食欲不
振、步态不稳等多种非特异性
症状。由于不带特定症状，因
此不容易被诊断出是硬膜下出
血。
王医生解释，颅骨和头脑
中间隔着一层硬脑膜，头部遭
到撞击后，可能出现的内出血
有三种：颅内出血、硬膜下血
肿以及脑实质出血（也就是脑
出血）。
硬膜下血肿指的是颅骨内
板与硬脑膜之间流出血液。
王医生说，更严重和麻烦

年轻人运动
慎防头撞伤

鱼腥草
提醒：读者如要采药服用，因
体质有别，须遵照医师指示。

下一篇：马草是保健药草

报警。被告至今没赔偿公司。
被告今早在初庭认罪后求情说，因
染赌瘾而犯罪，但苏自勉法官指出，赌
博不应当求情因素，而是加重刑罚的考
虑因素。
案情显示，被告收到顾客的钱后，
只交回公司一部分，然后骗会计部说顾
客要延迟一周付款，时限到时，他重复
谎言。他把失信的钱拿去赌场搏杀和拉
老虎机。
钟庭辉律师求情说，被告跟前妻有
三个孩子，也需奉养近80岁父母。

小百科：
鱼腥草
（Herba Houttuyniae）：
别名：侧耳根，臭菜。
形态：多年生草本，高30至50厘米，全株有腥
臭味；茎上部直立，常呈紫红色，下部匍匐，
节上轮生小根。叶互生，薄纸质，有腺点，背
面尤甚，卵形或阔卵形。花小，种子多数卵
形。
性味：性微寒，味苦。
药用：全草、鲜用或晒干。
功能：清热、解毒、利水。
成分：地上部分含挥发油，内含抗菌有效成分
癸酰乙醛、月桂醛、a-蒎烯和芳樟醇等。

降温措施推出后，执行
公管公寓（EC）比私人公寓
更具吸引力。
Chris International董事
许家荣说，新一轮房地产市
场降温措施其中两项措施，
都让有意选购私人公寓的买
家三思，即：
一、从组屋提升至私宅
者，将须支付多7％的额外买
方印花税；
二、除非组屋提升者在
购买私宅前先将组屋贷款还
清，否则他们就必须申请第
二项房屋贷款，其最低首期
付款是25％，房屋贷款与
价值比率也从80％降低至
50％。
他说：“买家选购EC后
的5年就能转售给新加坡人，
而且住满10年后就可申请私
有化，就像私人公寓；这也
能满足他们拥有私人公寓的
欲望。”
市场人士认为，政府的
新一轮房地产市场降温措施
主要是针对投资者，包括拥
有第二套房产的新加坡人。
基本上，EC的售价平均
比私人公寓低约20％，这已

经是吸引“夹心层”选购EC
的一大“卖点”，
卓登国际（Chesterton
International）研究部主管
陈瑞谨受访时说：“EC的
售价比私人公寓便宜15％至
20％，对认真的买家来说，
我会建议买家选购EC。”

Chris
International
董事许家荣
（档案照片）

很多买家观望
据许家荣观察，房地产
价格在新一轮降温措施出台
后需要2个月左右才会趋向稳
定；所以也有很多买家目前
在场外观望。
他估计，这轮的降温措
施对私宅价格的影响约为
5％。发展商也将推出不同的
促销途径如给予买家折扣或
承担买公寓的印花税等，希
望吸引买家。

卓登国际研究
部主管陈瑞谨
（档案照片）

新一轮房地产降温
措施出台后，对有
意拥有私宅的买家
来说，EC比私人公
寓更具吸引力。
（档案照片）

国家发展部长许文远：

超级EC不可能再现

许文远

国家发展部长许文远
说，超级EC不可能再出
现，并把EC比喻成立胜。
许文远昨天在国会回
应议员提问和建议时说，
EC计划是一项很实惠的住
屋计划，而且能保护新加
坡人不受竞争影响而拥有
私宅，因此不应该全盘否
定这项计划。
他也比喻说，EC就
像一辆立胜（Lexus）轿
车，但只需付丰田柯罗拉

首次购屋者

（Corolla）的价格。
许文远说：“这项计
划只有新加坡人才可获
益。而且他们知道，假以
时日，（柯罗拉）价格会
上涨到立胜的价格，甚至
比立胜还要高。所以我们
需要确保它（EC）继续存
在，因为它依然适用。”
许文远也告诫，执行
共管公寓计划倘若继续被
滥用，政府将考虑进一步
采用其他解决方案。

90%选择预购组屋

每10个首次购屋者当中，就有9
人选择预购组屋。
过去四年来，首次购屋者选择预
购组屋而非转售组屋的比率也逐年上
升，从2009年的55％猛增至去年的
92％。
房地产经纪公司Chris
International董事许家荣认为，预购
组屋对购屋者更具吸引力的主要因素
是：

⊙供应量增多，选择更多样化，
成熟组屋区也建预购组屋。
⊙屋主取得新屋临时入伙证
（TOP）的等候时间显著缩短。
⊙申请者每月家庭收入顶限提高
到1万元。
⊙定价“显著低于同区的同类型
转售组屋单位”。
⊙购买转售组屋须付的现金溢价
（COV）越来越高。

国防部长黄永宏：

全力支援受伤军人
国防部将依据受伤军人
的永久性残疾程度，给予在
军训或军事行动中受伤的军
人一笔赔偿，这笔款额要比
一般工伤赔偿高一倍。
国防部长黄永宏医生昨
天在国会回答官委议员张松
声的询问时，详细列出国防
部将给予在执行服务时受伤
军人的赔偿。
他说，国防部将承担受
伤军人在任何政府或公共医
院的所有医疗费，包括辅导
及心理治疗，直到受伤军人
痊愈。受伤军人也将获得一
次性赔偿，数额依据残疾程
度而定。需要定期照顾的永
久性残疾军人可获得额外的
赔偿。
黄永宏说，终身伤残军
人及其家人如有经济困难，
将获新加坡武装部队慈善基
金帮助。例如，他们可领取
每月生活费至少三年。

国防部也将尽可能重新
聘用受伤军人，将他们分配
到可胜任的新职位上。
黄永宏说：“总的来
说，国防部有一套完善的赔
偿框架，帮助残疾军人和他
们的家属应付医疗、长期复
健和日常所需的开支。这些
款额要比在工伤赔偿法下的
赔偿额高出许多。ME2级海
军朱永辉将在这些计划下获
得全面的支援。”

军人在训练或
军事行动中受
伤，国防部有
一套完善的赔
偿机制，确保
他们获得适当
的赔偿。
（图片/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