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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传家——以慈悲为家风教育子弟）

贪官拜佛

法师
云
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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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一边搞腐败，一边烧香拜佛，以为会得到原谅，那是不可能的…”

系
列

考察之机，跑遍各地的名山古刹、佛教圣
地。
韩桂芝在她的儿子因贪污被捕时，把
责任全怪罪于儿媳妇，报怨儿媳妇：‘为
什么信佛信得不虔诚？害得丈夫被抓？’
当她自己被‘双规’时，她竟埋怨：
‘佛啊，我天天为你烧香、打坐，为你花
了那么多钱，你为什么不保佑我呢？’
一边搞腐败，一边烧香拜佛，这是对
法律和道德的践踏，必将受到应有的惩
罚。”

开示

星云法师
说：“中国原
黑龙江省政协
主席韩桂芝专
门找人在房间
里 设 计 了 佛
龛，在里面供
奉着泥佛、瓷佛、金佛三种佛像，从早到
晚香烟袅袅。她除了在家供奉朝拜外，还
经常进庙宇烧香拜佛。哈尔滨市最大的寺
院极乐寺，就是她常去的地方。
为了烧‘头香’、得好运，她也没少
往寺庙扔‘银子’。韩桂芝还借外出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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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一些做了坏事的
人，以为进庙烧香拜佛，
自己的腐败就能得到的原
谅。这是不对的，那是心
理上的自我安慰，并不符
合因果。

整理／朱志伟

杨恺莉报道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瓜又怎么会得豆呢？
做坏事要得到好报应是不可能的。如同一块石
头靠自身重量沉到河里，无论你怎么祈求这块石头
都不会浮上来。同样的道理，做了坏事，无论怎么
祈求、忏悔都没有用，神明是不会原谅的。

现实生活中“恶有善报”，是暂时的…
虽然有些权势显赫、家财万贯的腐败官员，仍然
高高在上、享受人间的荣华富贵，他们似乎在虔诚的
叩拜中得到了神明的护佑，其实这只是一种假象，有
因必有果，终究有一天，这些腐败官员会因权力使用
不当、财富来路不正，受到正义的审判。报应或许不
在今生，也会在来世！

（明天，星云法师将和大家细谈因果，不要错过。）

清理纸皮起纠纷
清洁工人
头缝五针

殡葬名人打造
六星级殡仪馆

位于翡龙山火化场

农历庚寅年四月廿二

做坏事想得好报，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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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按：韩桂芝是贪官。她利用官职便利，收受贿款人民币700
万元(新币145万元），在05年12月，被北京法庭判处死刑。

殡仪馆场
地宽敞，可
容 纳 多 达
600人。

星期五 Friday

26岁主管称，
见老汉拿着小
刀走向他，于
是也拿起木棍
要自卫。

主管工作准证被吊销
杨恺莉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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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陈思源

26岁的清洁主管和67
岁的清洁工人，为了清理
纸皮发生纠纷，清洁工人
举起小刀，那名主管则拿
起木棍，混乱中，那名清
洁工人的后脑受伤，头破
血流，惊动警方和救护车
到场。
这起案件发生在去年
8月，地点是在商业区内
的一座大厦。
事发当晚7时左右，
那名年轻的主管发现有纸
皮被丢弃在电梯前面，于
是要求那名清洁工人清
理，但清洁工人却表示，

本地著名殡葬业世
家的第四代，花了70万
元装修改造翡龙山火化
场，打造超过1000平
方米的六星级殡仪馆，
可容纳多达600人。
这间现代化的殡仪
馆“翡龙山圣所”就位
于翡龙山火化场的旧
址，由本地知名洪振茂
寿板店的第四代经营。
以月租3万多元向
政府租下场地的洪子谦
（28岁）昨天受访时就
透露，上述地点被废弃
了5年，从今年3月开
始，他就大手笔进行装
修。
“这里的面积超过
1000平方米，相信是
本地目前最大的殡仪
馆。我们总共花了70万
元改造火化场的内部，
并利用大型的推门将
场地划分为6个大厅，
最大的厅能容纳200
人，最小的则可容纳50
人。”
不过，如果丧家有
需求，只要将推门全
部打开，6个大厅就能
互通，一次能容纳600
人。
为了让丧家能有私
人空间，其中4个厅，
备有私人休息室，里头
有舒服的沙发。
另外，殡仪馆也是
全冷气化，并设有免费
无线上网服务，让他们
在守丧期间更方便。
除了具有现代感的
设计和灯光外，每个停
柩厅都有“环保”厕
所，灯和水龙头都备有
感应器，省水省电。
“我们也将在各个
停柩厅安装闭录电视，
让丧家更安心。”
各个停柩厅每晚的
租金从580元至1850元
不等，视面积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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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子谦花费70
多万元，打造六
星级殡仪馆。
推开门，所有的
6个停柩厅就能互
通。

14岁开始接触尸体

骨灰炼钻石
除了经营殡仪馆，公司也提供将骨
灰提炼成钻石的服务，价钱从6399元
起。
洪子谦说，骨灰中的碳（carbon）
经过高温和高压硬化后，就能提炼成钻
石，让往身者的家人能永远佩戴在身
上。
他说，瑞士在2004年就推出这项科

砂锅鲑鱼卷
●材料：
鲑鱼肉300公克
鸿喜菇100公克
丝瓜1条
蒜末5公克
姜1块
葱1支

1）丝瓜去除瓜囊
切块、鸿喜菇切蒂头
剥散，鲑鱼肉斜刀切片、姜切末、葱
切末。
 2）将鲑鱼肉包入适量鸿喜菇
卷起，以牙签固定。
 3）滚水中放入丝瓜块川烫后
捞出沥干备用。

后来，主管称要打掉老汉手中的小刀，结果错打
中对方的头。

老汉脾气坏in > smart 主管愿意 敬茶道歉
sm graphics 0406.pdf
常与人争执
工人坚持不和解
据悉，受伤的老汉在送
院后，后脑缝了5针，但伤
势并没有大碍，于同一天出
院，后来离开了清洁公司。
而那名来自马国的主
管，工作准证则被取消，目
前已回马国。
据悉，受伤的老汉向来
脾气不好，常与人起争执。

▲崭新的“翡龙山圣所”。

殡葬业世家第四代从13岁就开始接
触遗体，从收尸、化妆、捡骨灰都能一
脚踢，但如今选择自己创业。
洪子谦表示，他是家中长子，从小
就到寿板店帮忙，而且什么都做，包
括：洗尸体、为尸体穿衣服、策划丧礼
等。
从理工学院毕业后，他全职打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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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生意，去年决定自己出来创业，将寿
板店交给弟弟。
他看中翡龙山火化场的环境清幽，
地点适中，决定在那里开设殡仪馆。
“我们和殡葬业者并不存在竞争，
只是提供更好的场地给他们的顾客，所
以是合作关系。”

从$6399起
技，而他接获顾客的订单后，就会把骨
灰送到瑞士去。
他说，一般上遗体经过火化后，骨
灰的重量是1.5公斤，只需拿出500克，
在3个月内就能提炼一颗0.25卡拉的钻
石。不过，如果要1卡拉的话，就必须
等上1年。

刘丽清 协调整理 lewlc@sph.com.sg

●调味料：
蚝油2大匙
酱油1大匙
糖1小匙
胡椒粉1/4小匙
米酒2大匙
水适量、太白粉少许

主管愿意向老汉敬茶道歉，但老汉
坚持不和解。
事发后，年轻的主管感到十分懊
悔，认为自己太冲动，才会错伤老汉，
他也愿意向对方道歉，并作出赔偿。
主管的朋友受访时说，那名主管目
前已经回返马国，但他希望自己能回到
新加坡工作。
律师阿莫勒受询时指出，由于案件
中的老汉受了伤，而且被袭击的部分是

后脑，因此
不太可能庭
外和解。
“警方
一般会将这
类案件列为
袭 击 案 处
理，被告若
被定罪，未来应该很难再取得本地的工
作准证。”

手机传色情画
会不会被捉？
Q

符兆明律师

●担心者问：

‘
A
‘

法律

我的一名外国朋友，平时喜欢MMS一些他从杂志上或网上下载的裸女照片给
我。请问，通过手机传送和接收色情简讯，我和朋友是否有罪？我收到照片后没
让别人看，也没有转发给别人，只是色情照收在手机里，这样会有问题吗？

符兆明律师答：
如果是传递色情影片或录像，那技术上就触犯了影片法令，因为在有关法令下，发行或
拥有色情画面是违法的。一般上， 一部片子会被罚款1000至2000元，而一个录像片段就会
被当成是一部片子般受罚。在刑事法典下，收藏色情照或影片也会受罚。

鞭打孩子 算虐待吗？ A

Q

陈丽芬 策划协调
chanlfg@sph.com.sg

●匿名人士问：

‘

我的男邻居离了
婚，有个念小学的儿
子，日前我发现他儿
子的手臂一片淤青，好奇地问
孩子，才知道是他不听话，被
父亲用藤条鞭打。据我所知，

男邻居其实挺疼爱孩子的，只
是管教孩子的方式会强硬些。
我觉得孩子还是会惹怒父亲而
被打，为他感到担心。请问，
这名父亲算不算虐待孩子？我
应该怎么做？

符兆明律师答：

‘

为了安全起
见，你应该报
警。一般来说，
父母可惩罚孩子，
包括体罚。不过一
旦在孩子身上造成
伤势或疤痕，那就
越界了。

6匪2车夹攻 一路碰撞狂飙

大道抢车 惊魂30公里

▲砂 锅 鲑 鱼 卷
4）起锅放入蒜末、姜末爆
香，放入鲑鱼卷。
 5）加入蚝油、水、酱油、米
酒、胡椒粉、糖调味，放入丝瓜块、
倒入太白粉水勾芡。
 6）将丝瓜块移入预热的砂锅
底，盛入鲑鱼卷、汤汁，撒上葱花
内铺

那不是他的工作，两人为
此闹得很不愉快。
不久后，老汉上前质
问这名主管，是否对他有
偏见。年轻的主管当场否
认。
两人说话时，那名老
汉的右手持着一把橘色小
刀对主管说，如果对方不
高兴，可以叫他离开。
主管声称，当时，他
看到老汉握着小刀走向
他，他就后退，并拿起身
边的一支木棍防备。
不久，那名老汉便在
混乱中受了伤，后脑血流
如注。
大厦的保安人员见
状，马上报警，并召救护
车将老汉送院。
警方受询时说，案件
目前还在调查中。

厨师叮咛：
丝瓜料理前
先川烫可保
持翠绿。

即可。

《料理美食王》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在新亚东风（SingTel mio TV
第72频道）播出。食谱和照片由新亚东风提供。

（太平讯）大道劫车惊魂！
一名青年在南北大道开车，被
分乘2车的匪徒夹攻；青年狂飙，
一路和匪车碰碰撞撞，飞驰约30公
里路后，到了收费站始脱身！
6名持刀匪徒分乘两辆名车干
案，一前一后逼使青年停下轿车
后，砸破后者车窗，准备动手抢
车。
不过，青年临危不乱，猛地撞
开匪车，高速狂奔，期间，他也把
逼近的匪车撞开，以摆脱他们，过
程惊心动魄。
刚大学毕业的23岁王姓青年
说,上月31日晚上7时15分，他驾

驶本田雅廓轿车载友人往槟城
机场后，沿着南北大道返回太
平。
当时，他没发现已遭匪徒跟
踪，途中其手机响起，他接电话
时，一辆深蓝色马赛地轿车突然驶
近他的车，其车后又紧随一辆黑色
奥迪轿车。
由于马赛地极靠近他的车，他
便按车笛提醒对方，但对方不理
会，更越过其车，停在他车前欲把
他拦停。
“这时，匪徒挥动巴冷刀柄2
下，击破我座位的车窗玻璃，我很
害怕,马上踩油门撞开前方的马赛地

其中一名刀匪砸破后者车窗，
准备动手抢车。
后狂逃。”
在逃跑途中，奥迪轿车成功追
上他，车内一名光头幪面匪，更亮
刀喝令他下车。
为摆脱对方，他以车子猛撞匪
车，对方车子因而在路上打转，并
撞向分界堤。但匪车过后仍穷追不
舍，直到他抵达甘文丁收费站，匪
车才没再追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