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过丹戎巴葛一带时，你可
曾注意过尼路（Neil Road）上
有栋白色建筑，顶端一处建有颇
为独特的六角结构？其实只要仔
细观察就不难发现，这个亭子的
结构与虎标万金油玻璃瓶形状相
似，而这栋受保留建筑正是过去
生产虎标万金油的永安堂，多年
来矗立市区某处，静观丹戎巴葛
的变与不变。
　 　 配 合 市 区 重 建 局 下 周 六
（ 2 3 日 ） 举 办 的 历 史 建 筑
季（Architectura l  Her i tage 

Season）活动“丹戎巴葛一
日游”（Day Out@Tan jong 
Pagar），两名年轻人杨毓新
（26岁，自由业者）和沈家辉
（27岁，艺术总监）在当局协
助下设计了“Backyard 65”小
册子。
　　活动当天，公众可依据册子
上的资料展开步行之旅，探索过
去的永安堂等24个不同地点，从
历史文化视角窥探丹戎巴葛这个
繁忙商业区的人文风景。
　　这两名毕业自新加坡理工大
学传播设计系的年轻人，是在该
校助理教授张文豪的牵线下，义
务接下设计册子的任务。
　　杨毓新受访时透露，小册子
取名“Backyard 65”是希望国
人能探索丹戎巴葛和牛车水一带
这些“自家后院”较鲜为人知的
地点，65则是新加坡的国家地区
代码。
　　小册子的设计也类似国人过

去熟悉的“555”笔记本，方便
国人边怀旧边了解历史的同时，
能在空白页面记录下所观察到的
事。
　　自今年中起，杨毓新和沈家
辉在张文豪助理教授的协助下，
为小册子的设计与构思进行大量
资料搜集，在工作之余每周花约
40小时去完成设计、照片搜集、
拍摄、简介初稿撰写等工作，耗
时三个月完成册子。
　　沈家辉说：“我们是比较重
视视觉的人，所以我们先将区内
在视觉上引起我们注意的事物记
录下来。例如，尼路上突然‘冒
出’一块‘精武体育会操场’牌
匾，这就特别醒目。”原来，被
保留下的这块牌匾所在处是源自
上海的精武体育会会员过去习武
的地方。精武体育会是本地历史
最悠久的武术团体之一，其会所
也建在尼路上。
　　两人沿着丹戎巴葛街道将这

些视觉上较为吸引人的地点记录
下来后，再与市建局商讨要将哪
些地点编入小册子。
　　平时有参与社区义务工作的
杨毓新也认为，设计册子算是另
一种回馈社会的方式，希望借此
吸引更多国人去了解就在你我周
围的丰富历史面貌。
　　除了永安堂，过去有不少妈
姐前去祭拜的恭锡街准提宫、曾
招待过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茶
渊等丹戎巴葛象征性地标，都被
记录在册子内。
　　配合“丹戎巴葛一日游”，
设在武吉巴梳路的草根书室将展
出摄影师沙颖的作品，让公众透
过镜头认识20年前的牛车水，看
看时代到底在牛车水街头留下了
哪些印记。
　　欲参加“丹戎巴葛一日游”
的多场活动，可上网https : / /
uradayout2019.eventbrite.com
查询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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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数国人都使用加密短信应
用聊天，加密货币也越来越普
遍，使得贪污调查局人员的电脑
搜证工作更具挑战性，须与涉贪
者斗智斗勇洞察贿赂意图。
　　有别于刑事案，贪污案没有
明确的受害者，调查人员无法凭

受害者的证供找到线索，而涉及
贪污案件的索贿者和行贿者被带
回贪污调查局问话时，常常都会
三缄其口，企图蒙混过关。
　　贪污调查局电脑罪案鉴证组
与科技组主任庄智伟（39岁）
日前受访时指出，面对这样的情
况，透过数码鉴证技术，搜集足
以显示贿赂意图的证据非常关

键。“若我们能够掌握一些初步
的证明，调查人员就能根据这些
线索盘问涉案者，距离真相也更
接近。”
　　庄智伟说，涉贪双方的通讯
内容极有可能暴露贿赂意图，但
如今WhatsApp、Telegram等聊
天应用都经过加密，一些应用还
可以设置自动删除信息，使得破
解工作越发艰巨。手机、平板电
脑等电子设备的容量越来越大，
也意味着要处理的资料更加庞
杂。
　　以2014年丁思扬（译音）因
贿赂黎巴嫩籍足球裁判入狱的案
件为例，庄智伟忆述，当时调查

人员起获了丁思扬的两部手机和
一台电脑，发现里面有一些已删
除的应用和加密文档。
　　电脑罪案鉴证组组员花了数
月，利用尖端解密工具分析海量
数据，成功找到丁思扬发给足球
裁判，指使他们左右足球赛绩的
视频，在调查人员的配合下将丁
思扬绳之于法。
　　庄智伟说，随着比特币在全
世界普及化，贪污调查局两年前
也率先针对加密货币制定一套应
对程序，严防有心人利用虚拟货
币行贿。
　　“加密货币可以隐藏在U
盘、手机应用，甚至是在一张纸

上的QR码。因此，我们也为前
线搜证人员提供培训，提醒他们
留意类似的蛛丝马迹。”
　　为确保调查人员具备相应知
识与技巧，贪污调查局在10月14
日展开两年一度、为期两周的反
贪执行计划，邀请来自16个国家
的33名贪污调查人员出席，作为
相互交流经验的平台。
　　在贪污调查局拥有15年经
验的庄智伟以培训员的身份，向
出席者讲解了新兴的数码鉴证技
术。计划也涵盖其他重要课题，
如贪污与恐怖主义、情报行动
等。
　　负责反贪执行计划的贪污

调查局高级副司长洪绍亮（49
岁）指出，鉴于贪污手法层出
不穷，为确保课题与时俱进，讨
论范围也包括人工智能、数据分
析等前沿技术。“我们也注重提
供沉浸式体验，例如将出席者分
为小组，让他们参与模拟破案环
节。”
　　作为本地代表出席的特别调
查处首席特别调查员甄坚文（31
岁）分享说，有关人工智能的讨
论令他印象深刻。“有了新的科
技，查案人员能够利用数据分析
识别高风险人群，或在更短时间
内解读涉案者的肢体语言，有助
提高破案效率。”

加密应用与虚拟货币普及增加搜证难度

数码鉴证技术助贪污调查局搜集贿赂证据

黄贝盈　npeiyin@sph.com.sg

年轻设计工作者杨毓新（左）和沈家辉希望公众手持他们设计的“Backyard 65”小册子，窥探丹戎巴葛和牛车水新旧交融的人文风景，当
中包括过去曾生产虎标万金油的永安堂。（陈来福摄）

两设计师制作小册子　带领国人探索丹戎巴葛时代印记
宋慧纯　hcsong@sph.com.sg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是塑造准则和姿态的
重大历史契机。国务资政兼国家
安全统筹部长张志贤说，他希望
印度不拘泥于眼下的利益，改
从整体战略的角度考虑是否要加
入，免得错失良机。
　　他也表示，希望印度和其余
15个国家能够克服悬而未决的问
题，让印度最终能够加入协定。
“我们期待着包括印度在内的整
个区域能够携手并进。”
　　张志贤昨天在新加坡国立大
学南亚研究院举办的第四届海外
南亚人大会发表主旨演讲时，指
出这一点。
　　他在演讲后回答亚洲基础设
施投资银行投资运营局局长潘于
恩的提问，关于印度退出RCEP
之后该协定的存在意义与前景时
指出，加入RCEP的国家在某种
程度上其实是放胆一试。
　　张志贤说，越南二战后的
五十年烽火从未停歇，到1990年
才因所处环境艰难，决定改变路
线实施开放政策。
　　他也说，越南如今坚定不
移地支持亚细安一体化，也支
持RCEP等协定，因为它亲眼目
睹以及体会到一体化带来的好处
与增长。“瞧瞧他们今天所处的
位置……我们处于一个历史性
时刻，历史会根据我们做出的决
定，对我们做出评价。”
　　RCEP磋商本月初在曼谷尘
埃落定，亚细安10国和另外5个
伙伴国家预计在明年2月签署协
定，创造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
区。不过，印度由于国内制造业

的反对，暂时不参加协定。
　　张志贤在致辞时也指出，海
外南亚专业人士及企业在许多国
家的资讯科技、金融与贸易领域
扮演重要角色，南亚人也从世界
的一体化得益不少。
　　为帮助南亚克服眼前挑战、
实现该地区的潜力，以及改善人
们的生活水平和生计，张志贤建
议海外南亚人从加强经济合作、
增进互通性以及人才培养这三方
面帮助这个区域的发展。
　　他指出，国际贸易占南亚国
家经济总量很低的比率，远远低
于世界其他地区，但区域一体化
是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东南亚国
家的发展就是建立在各国解决或
搁置争议、共谋发展基础之上。
　　至于如何加强南亚地区互通
性，张志贤认为，该地区政府可
以借助私企或者跨国机构为建设
基础设施融资，弥补那里基础建
设的缺口。
　　“基础设施投资额很大，南
亚国家想要独自为这些项目提供
资金不太可能。”
　　张志贤也指出，我国设立的
亚洲基础设施办公室能够为南亚
地区和最佳伙伴配对，也能透过
与世界银行合推的项目，吸引国
际资金与基础建设革新项目。
　　南亚地区人口预计会在2030
年之前增至21亿，是全球预期人
口的四分之一。张志贤建议海外
南亚人有针对性地协助当地教育
和技术培训。
　　“海外南亚人了解该地区的
需求和潜力……教育是将年轻人
口这个丰富的潜在资源，转换为
具有创造力、生产力和为将来做
好准备的人才的必要步骤。”

　　新加坡全国眼科中心今年首
次在全国眼睛保健日活动上提供
身体功能检查，除了免费检查视
力，也为200名年满60岁的公众
免费检查听力和口腔健康。
　　新加坡全国眼科中心院长黄
天荫教授（51岁）受访时说，当
局希望通过提供身体功能检查，
让国人了解视力、听力和口腔健
康的重要。
　　黄天荫解释，国人近年来对
于癌症、心脏病和糖尿病等严重
疾病的认识有所提升，对于视
力、听力和口腔健康的退化，却
抱着“顺其自然”的态度。
　　“视力、听力和口腔健康良
好与否，也会影响个人生活品
质。不过，很多年长国人认为，
随着年龄增长，视力和听力衰退
无可避免，这也导致他们延后治
疗。一些病人视力退化一年后才
求医，那时才治疗已不容易。”
　　昨天是第20届的全国眼睛保

健日，约1000名年满60岁的国
人在新加坡全国眼科中心接受免
费视力检查。
　　全国眼科中心白内障和综合
眼科副顾问钟淑娟医生（36岁）
受访时说，谈到眼疾，一般人会
先联想到白内障、青光眼、糖尿

病视网膜病变等较严重疾病，其
实近视问题也不容小觑。
　　“随着年龄增长，近视可能
导致一些并发症，如近视者的视
网膜或变得脆弱易碎，导致视网
膜破裂。我们建议患有近视的人
也定期接受视力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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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1000名年满60岁的国人昨天在新加坡全国眼科中心接受免费视力
检查。（特约林新泰摄）

全国眼睛保健日首次为年长者提供免费体检

贪污调查局电脑罪案鉴证组与科技组主任庄智伟指出，有
别于刑事案，贪污案没有明确的受害者，调查人员无法凭
受害者的证供找到线索。有鉴于此，透过数码鉴证技术搜
集足以显示贿赂意图的证据，变得非常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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