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pyright 2016 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Limited. Permission required for reproduction.

WB 20200102 5 MAIN-FUKAN FIRST 晚报新闻

新闻 052020年1月2日　星期四

农
历 正 月 初 四 （ 庚 午
日 ， 2 0 2 0 年 1 月 2 8
日）大旺属羊者！
　　从地支的原理来
推断，“午”（马）
与 “羊”（未）是一

个六合的组合体。林师傅也建
议可以在贵人方安贵人猴助来
提升运势。

　 　 　 　 羊 （ 未 ） 与 鼠
（子）在2020年形成害
太岁的格局。在害太岁

的一年，属羊的朋友需
要注意精神方面的问题，不

然会影响健康和判断力。但在
众多吉星到拱照下，今年是一
个突破性的一年，可以大展拳
脚。
　　想创业的朋友可在今年

开创事业；求职的朋友
也会有提升加薪的机
会！

属羊者2020年事业运程
　　“紫微”和“龙德”吉星
入命，在事业方面会有许多机
会让您展现您的才华和能力。
身边会遇到贵人提拔您，师傅
提醒您把握好眼前的机会，全
力以赴必实现您理想的目标。
1979年出生者事业上不要牵
扯公司八卦，以免给自己带来
麻烦。1991出生者签文件前
需要注意内容，以免陷入不必
要的是非争吵。

属羊者2020年财运运程
　　恭喜您，财运方面相当
旺！财运是从正财得来的，越
努力就会得更多！在害太岁的
一年，师傅不建议你轻易当担
保人或借贷。想投资的朋友，
看好的投资项目也会有不错的

回报率，但记得见好就收！
财运较吉的月份为农历三月，
四月、五月及六月。财运较差
的月份为农历正月、二月及七

　　今年不适合参与高危险性
的活动，以及勿过度透支体能
而积劳成疾，简单的运动或躺
岩盘浴也可帮助排毒及提升能
量，也可把晦气减弱。师傅提
醒事业再忙也要规划时间锻炼
身子，小病就得求医，不可掉
以轻心！健康较差的月份为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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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知道你在2020年的运势如何吗？

马上要进入庚子鼠年了，我们的运

势将随着五行相生相克的变化和神煞吉

凶之星的改变而有所不同。

在此，康丽风水将为读者分析十二

生肖在新春期间最旺的一天和当天的贵

人方位，让大家过个大肥年！

橙色，白色

属羊者的正财旺盛，
越努力就会得更多。
（iStock）

杨量而 靳昕   报道
liangyi@sph.com.sg
唐家鸿   摄影

　　六名女佣聚餐被休旅车
撞飞，酿成两死四伤惨祸，
至今仍牵动人心，公众除

到车祸现场悼念献花，还有人当
场捐钱，把钱放在地上。好心的
菲律宾籍同乡担心地上的钞票乱
飞，找来一个箱子把钱放好，又
担心钱被人拿走，守着纸箱里的
800多元捐款，前后7小时。
　　本报连日报道，上星期日
（12月29日）下午4时58分，在
乌节路幸运商业中心公寓旁的纳
麦路，一辆私召车疑非法U转时
失控酿成二死四伤车祸。为悼念
两名死者，不少公众到车祸现场
献花。
　　记者昨午约5时30分走访车
祸现场，地上摆满了鲜花、蜡烛
和食物等，另外还有一个内已放
有不少钱的纸箱，不少经过的公
众就把钱投入纸箱内，希望能够
帮助死者的家属。
　　上述坐在一旁看守纸箱的帮
佣莉娜（50岁）受访时说，昨天
早上11时她到现场时，发现公众
把钱放在地上，她担心钱乱飞，
所以找来纸箱，把地上的钱都放
进纸箱里。
　　她强调：“我并没有发起筹
款，是自愿在这里帮忙看着公众
募捐的钱而已，后来担心钱被
别人随意拿走，所以打算留到晚
上让朋友通过大使馆，转交给家

属。”
　　莉娜指出，本来趁着假日
来悼念死者，但为了看守纸箱
的钱，自愿在现场待了将近7小
时，最后决定与朋友朱莉（39
岁，家庭帮佣）当场打开纸箱，
公开点算里边的钱。
　　傍晚6时18分，莉娜与朱莉
在公众面前当场计算所有捐款，
共有800元，两人一同把钱交给
在幸运商业中心工作的朋友，委
托他交给大使馆或相关家属。

公众纷献花捐款 悼惨死菲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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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款目前由幸运商业中心
一间培训公司业者保管，之后
将直接交给死者家属。
　　记者走访现场时，女佣莉
娜表示她想回家，问谁可以帮
忙处理这些钱。

　　莉娜告诉记者，为了看管
纸箱里的钱，昨天元旦日她在
现场待了一整天，想要快点回
雇主家，但不知能找谁帮忙接
手处理捐款。
　　“我隔天还要工作，所以

捐款将直接
交给死者家属

　　职总家庭佣工中心昨天在面簿发文，提醒
公众不要把钱放进箱子里。
　　由于车祸现场放有纸箱，里头还有钞票和
零钱，路人经过时颇容易误会那是个捐款箱。
职总家庭佣工中心职员发现后，担心有人借意
外做非法募捐，昨天在面簿提醒公众，若要捐
款可通过更有效的渠道进行。
　　该贴文写道：“我们得知幸运大厦事发现
场附近出现一个纸箱，里面有些现金。在此提

醒大家，纸箱不是职总家庭佣工中心放置的，
也建议大家不要将现金放进去。”
　　贴文也提醒公众可通过网络链接，直接
将善款捐给家庭佣工福利基金（Domest ic 
Employees Welfare Fund）通过众筹网站
Giving.sg发起的筹款活动，该活动在短短四天
之内，已经筹得超过27万元善款。福利基金会
直接与车祸意外受害人联系，了解他们的需要
并合理分配善款。

职总家庭佣工中心：

不要把钱放进箱子里

把钱交给在幸运商业中心工
作的朋友，希望能顺利交到
家属手中，帮助他们。”

一培训公司
保管捐钱纸箱
　　几经辗转，纸箱目前是
由幸运商业中心一间培训公
司业者克莱门斯保管，两星
期后会把钱转交给家属。
　　克莱门斯说：“我们的
学生也想捐钱，所以我会帮
忙保管这些钱，等学生都捐
完钱后，会一次过把钱汇给
家属，到时候会把汇款的总
额告诉大家。”

王晓亚   报道
wangxy@sph.com.sg
陈来福   摄影

　　今天是开学第一天，位于欧
南社区医院五楼的小小学庭正式
开门迎接孩子的到来。
　　新学年第一天，位于欧南园
的小小学庭（The Little Skool-
House At-Outram）正式迁址
到新加坡中央医院园区内的欧南
社区医院（Outram Community 
Hospital）五楼。
　　这家小小学庭托儿所与新加
坡保健服务集团合作，作为员工
福利之一，为集团旗下员工子女
提供方便优质的学前教育，成立
至今已有超过16年。
　　在欧南社区医院设计初期，
全园师生便搬去位于欧南路的临
时校舍，等待约六年后，随着医
院上个月正式启用，他们也终于
得以搬进崭新的校舍。
　　园长方懿譞（31岁）介绍，
新校舍更为宽敞明亮，随处可见
的大窗户增加空间感，也给好奇
心旺盛的孩子们随时观察世界的

机会。托儿所虽然位于五楼，但
窗外一侧种满绿植，与周围办公
大楼相互辉映，另一侧则是一个
半遮阳户外通道，便于孩子进行
户外活动。
　　方懿譞说，搬到新校舍后，
学生人数从原本的180人增加至
200人，多数都是保健服务集团
的员工子女，年龄介于18个月到
六岁。
　　“较大的空间能够容纳更多
学生，满足更多员工的需求。学
校位于中央医院园区内也更加方
便家长接送和看顾孩子，我们甚
至有家长办公室就在楼上，孩子
就近读书，让他们更放心。”
　　丈夫在医院工作的董慧宁
（33岁，财务顾问）今天一早便
带着两岁女儿和六岁儿子来到托
儿所。她受访时欣喜表示，原本
以为校舍在医院内，容易堵车，
没想到地理位置非常方便。
　　“之前的旧校舍有两层楼，
孩子各自分属不同楼层，我要带
着他们爬上爬下。如今都在一
起，不仅方便许多，看起来还更
大更漂亮。”

开学第一天，位于欧南园的小小学庭搬进新校舍，每间
课室都是老师根据学生需求设计布置， 一些家长也带着
兴奋的孩子们参观体验新设施。

小小学庭
新校舍迎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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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乡当场打开箱子点算里头的钱，共有800元。

莉娜（左）好心留
在现场看着纸箱的
钱 ， 之 后 与 朱 莉
（右）两人当场计
算里头的钱。

朱莉和莉娜一同把钱交给在幸运商业中心工作的朋友（中），委托
她转交给大使馆或死者家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