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影区助理警察莫哈默玛祖理（Mohamad Ma-
zuri）表示，根据过去记录显示，加影犯罪黑区

除了锡米山、美华山花园（Taman Bukit Mewah）一带，
还包括柏丽玛绍嘉娜（Prima Saujana）新建的住宅区。据
了解，加影区普遍发生的罪案为路边抢劫，其中不乏强
行劫走摩托车、抢劫路人等案件。

玛祖理举例说：“一些居民平时习惯骑摩托车到住
家附近丢垃圾，犯罪份子便会趁着居民下车丢垃圾时把
摩托车劫走。”此外，由于加影地区交通四通八达，行
车路口极多，当罪案发生时，即使警方想要快速逮捕罪
犯，也难以追踪他们逃跑的方向。警方指出，罪犯通常
会预先将巴冷刀装入羽球拍袋内，再骑摩托车到处犯
案。可是民众一般不会防范路边的摩托车骑士，让罪犯
有机可乘，再加上社区居民一般缺乏睦邻精神，鲜少与
附近邻居交流，所以即使有邻居家遭洗劫，也浑然不
知。罪案发生后，警方接获投报赶至现场调查时，他们
才愿意透露曾看到有可疑人物在附近徘徊，却没有第一
时间通知邻居。

警方披漏，部分罪犯来自森美兰州以及吉隆坡地区，
他们在犯案后会立即返回自己的住所。因此，当警方
得知罪案发生赶至现场时，匪徒通常早已逃之夭夭。此
时，警方唯有记下闭路电视视频中罪犯的样貌特征，再
通报其他社区的警局，以协助早日破案。然而现阶段只
有特定地区设有闭路电视，令警方不易执行逮捕任务。

蓄意破坏份子防不胜防

针对加影治安问题，加影区市议员黎潍裮在受访时
特别提及，日前接到焦赖斯理阿曼再也花园（Sri Taman 
Aman Jaya Cheras）居民投诉新安装的路灯损坏一事。他
到场探查后，发现路灯遭人蓄意破坏，因此就算市议会
已承诺尽快修好被破坏的路灯，却无法避免不法分子的
蓄意破坏，也令市议会徒增一笔不必要的开销。市议会
目前也因资金不足，而不打算在加影区加装闭路电视。
他补充说道，加影区市议会鲜少收到有关治安问题的投
诉即使发生安全设施被破坏的事件，也是因为该地区没
有建立围篱计划（Rukun Tetangga），但马来西亚的法律

却不允许建立围篱计划，“不过基于治安不好的缘故，
雪州政府或是地方政府，会特许居民实行此计划。”

常年在锡米山巴剎摆摊的蔬菜小贩王诗敏向本报记
者透露：“大约在两个月前，我经常会看到警察到这里
附近巡逻，但大概过了两个礼拜后，就没什么再看到
了。”对此，锡米山巴刹的杂货铺小贩林秀凤却不以为
意，觉得或许只是警方人手不足，所以较少过来当地巡
逻。她并不清楚巡警有没有在锡米山地区执勤，但是若
有罪案发生，警方仍会依法办事。受访者均表示，他们
没有因为罪案持续发生而减少外出。毕竟他们仍需经常
出门办货，或送孩子去补习，所以无法避免外出。

此外，住在锡米山附近的赖月儿表示，因为曾亲眼目
睹街边枪案，所以她外出时会格外留意周遭的环境，也
不会为了节省时间选择走小巷或无人陪伴时夜归，以避
免自己成为下一个受害者。她也表明自己不会因为罪案
频发，而限制孩子出门的自由。

为防止犯罪率继续攀升，加影警区主任威利（Wil-
ley）会于每个星期一带领几位警员，在加影区实行社
区警务。除了向民众了解当地的安全状况，也会将印有
警局电话号码的资料派发予民众。助理警察玛祖理补充

说：“若当地在早上9点发生的罪案比较多，警方就会在
那个时间加派巡逻警力。但是罪犯也会时常改变犯案地
点，所以警方也会变更巡逻的地区。”他劝告民众不要
只在罪案发生后才报案，如果看到可疑人物在住家附近
徘徊，也可立即通报警方。此外，民众外出时应携带防
狼器，若遇到可疑份子，应立即拨打加影行动室（Bilik 
Gerakan Kajang）热线电话。

防范罪案 民众警方皆有责
▲助理警察莫哈默玛祖理向记者说明犯罪黑区的治安问题。

▲  警方提醒民众随时小心周遭环境的安全。

●   保持镇定，如果对方持有武器，别                       

         试图对抗。

●   记下罪犯的外在特征，如：长相、       

         服装等。

●   记下罪犯的车牌号码以及颜色。

●   立即拨打警方热线或是到临近的警局报案。

防范小贴士

《观察家》组织架构

▲安全措施虽能防止罪案发生，但若遭到破坏，就已失去其功能。

▲警方认为睦邻计划能够减少罪案发生。

警政民应协力打击犯罪

若不幸成为受害者，民众应该：

不久前，加影区发生了占据各大主流媒体头条的掳童案新闻。此事不仅
敲响加影区的治安警钟，也造成人心惶惶。然而，在这罪案屡见不鲜的
社会里，加影区的安全措施，如：加装闭路电视、增加警方巡逻次数
等，是否足以防范罪案于未然?

加影行动室

（Bilik Gerakan Kajang）

热线：03-8733 6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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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如何防止掳童案再次发生，加影市议员黎潍
裮在接受本报访问时表示，“家长将孩子送到幼儿
园，孩子的安全就需要受到保障。”他将建议市议
会强制要求幼儿园和补习中心在入口处安装闭路电
视。至少在案发后，警方能及时透过闭路电视了解
现场情况。

一位不愿具名的家长，对自己孩子目前就读的幼
儿园所提供的防范措施表示满意，她说：“幼儿园
平时都会紧闭大门，直到家长去接送孩子，他们才
亲手交到我们手上。有时候，我拜托熟人去替我把
孩子接回家，他们会先打电话来跟我确认。”

因此，即使是掳童案件发生后，该家长也没有主
动要求院方增强措施来保障孩子的安全。另一名陈
姓家长也对幼儿园有信心，相信幼儿园有危机处理
能力，能提供适当的防范及应对措施，无需家长要
求。

当被问及是否觉得将孩子送到幼儿园是一种风险
时，大多受访者认为任何事均有风险，只能自己尽
量小心。尽管风险在所难免，陈先生表示会事先了
解现况，以避免将孩子送到经常发生治安问题的区
域学习，降低孩子成为受害者的机率。

托管机构防悲剧重演

托管机构与补习中心是许多孩童的第二个家。加影区多
家幼儿园和补习中心在锡米山掳童案发生后，均更关注
保护孩童的措施，以避免不幸事故再次重演。

孩童安全摆首位

安全重在防范

▲托管机构与补习中心的大门，只为身份正确的接送者打开。

在马来西亚，一般双薪家庭为解决孩子无人看顾
的问题，而选择将孩子送到幼儿园与补习中

心，所以这两处便自然成为孩子们长时间聚集的地方。
因此，幼儿园与补习中心能否确保孩童安全无虑，便是
家长们最关心的议题。

本报记者走访多家位于加影区的幼儿园与补习中心
后，发现他们除了选择安装高性能安全系统来保障孩童
的安全，也会将不愿告知前来原因的陌生人拒于门外。
更有甚者，当记者致电访问时，还被要求报上院方所授
权的密码，才能够亲自与院方洽谈。

位于加影区的爱星补习中
心兼安亲班，不只设有保
安系统，来者都需经由工
作人员输入密码才得以通
关。该补习中心与位于楼
上的另一家补习中心也保
持友好关系，他们平日会

分别使用各自的闭路
电视监看楼下环境，
如果发现任何异状
便会互通讯息。爱
星补习中心负责
人黄慧珊受访时
表示，他们在送

小孩去育华小学上课时，会由两名老师随行，并经常提
醒孩童提防陌生人。

家长配合院方确保孩童安全

位于加影亞沙再也花园（Taman Asa Jaya）幼儿园的副
院长玛丽（Marry）在受访时表示，所有前来就读幼儿园
的孩童，他们的父母需在报名表格上填写孩子的接送人
名单以及车牌号码。若放学当日前来接送孩子的人，并
非表格中指名的人，院方将会先打电话给家长确认，以
策安全。

她也指出，平时若小孩在院子里玩耍，至少会有2至3
位老师陪同。尽管如此，她仍希望执法单位可以加强当
地的巡逻。而黄慧珊针对接送问题也回应道，他们会要
求父母亲自到大门口接送孩子。即使父母迟来接孩子，
他们也会陪小孩一起逗留在中心内，等到父母抵达再 
离开。

而与爱星同区的好学生补习中心中心负责人丽贝卡
（Rebecca）指出，如果来接孩子的人不是孩童的双亲，
他们会先让小孩自己辨认来人，再打电话给父母，经过
再三确认，才让孩子离开。由此可见，纵有电子安全系
统协助这些课前与课后托育机构一臂之力，仍需家长的
全力配合，才能全面地保护孩童的安全。

▲ 黄慧姗表示，他们确保所有孩子都
回家后，才会各自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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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医生展示治疗干眼症的眼药水。

长时间对着电子产品，将提
高患上干眼症的机率。

▲

眼睛表面主要由水、盐水和油质三个成分组成。当
三个成分不平衡时，就会令眼睛干涩不舒服，这

就是人们常听到的干眼症 （ Dry Eye ）。

眼科专业顾问黄颖昌医生指出，眼睛经常掉眼泪的
现象是一种反射动作，而干眼症患者则会长时间持续类
似症状。一般而言，干眼症无法从眼部外观做出诊断，
须通过自身感受并询问专家才能确诊。此外，因个人体
质有所差异，干眼症的症状不一定会同时出现于两只眼
睛，有时只有一只眼睛会出现症状。倘若干眼症的症状
持续不停，眼睛除了容易疲惫，也会长出油脂凝固物
（concretion）。

不良习惯引发干眼症

罹患干眼症的原因形形色色，但多数都与人们的生活
习惯不良有关。除了长时间待在冷气房容易引发干眼症
之外，现代人经常熬夜、睡眠不足，因而导致精神紧绷
等状况，都会间接提高患上干眼症的机率。此外，个人
体质也会影响干眼症的病情，例如本来就有鼻子过敏等
生理因素的人会较容易患上干眼症。

除此之外，黄医生指出干眼症患者一般不分男女老
少，而该病的高风险群一般是长时间面对电脑的大学生
与上班族。由于长时间面对电脑，造成眨眼次数减少，

使眼睛长时间处于不舒服的状态，因而患上干眼症。

民众对干眼症皆一知半解

大部分民众对干眼症的认知并不深入。他们或许听说
过什么是干眼症、会出现什么症状，但一般都不太了解

确切的病因。而一般民众即使感觉眼睛不舒服，也不会
主动咨询医生的意见。

一名就读商学系课程的陈姓女大学生表示，她所了解
的干眼症是眼睛会出现泛红的现象，而病患则会觉得疼
痛。她说自己因为课业繁忙，需要长时间使用电脑赶报
告，如果觉得眼睛不适，就会自行减少面对电子产品的
时间。

此外，办公室执行员许唯君说：“身边的朋友包括我
自己，现在没有患上干眼症，因此不会特别关注干眼症
的病症。”不过，她觉得每个人都有责任保护自己的灵
魂之窗。即时工作繁忙，她也尽可能在小休片刻时，多
看绿色植物，让眼睛多休息。与此同时，她认为减少戴
隐形眼镜的次数，则能避免让眼睛过度疲劳。

另外，受访的谢姓小贩虽听过干眼症这个名词，但
对它了解不多。“我平时看电视的时间都是两到三个小
时，隔一段时间就会让眼睛休息，这样眼睛就不至于太
累。”，而被问起眼睛疼痛时是否会向医生咨询，他则
表示，“若问题不严重，一般不会去看医生。”

文明病来袭

--乾眼症
病症常在我们忙着为生活奔波时，悄悄找上门。文明
病，又被称为城市病、富贵病，是现代人普遍容易患上
的疾病。其中，干眼症是最常见的疾病之一，但真正了
解干眼症与预防方法的民众却为数不多。▲黄颖昌医生解说罹患干眼症的症状。

▲诊疗所陈列着各式各样的药品。▲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将提高患上干眼症的机率。

大多数民众对干眼症的症状与病因一知半解。黄颖昌
医生指出，眼药水虽可帮助舒缓眼睛干燥问题，但不能
彻底治疗干眼症。他强调，“干眼症虽不会导致失明，
但也不容忽视，患者眼睛若出现类似症状，可以先让医
生做检查，才可及时做出诊断，对症下药。”

验光师黄珮琪表示，民众可透过改变生活方式与调整
日常作息，减低罹患干眼症的风险，下图为黄珮琪所建
议的日常护眼方式。

护眼小贴士：
●  适时减少使用电子产品；

●  若眼睛不适，可用毛巾热敷眼睛五至十分     

      钟，以舒缓眼睛不适；

●  多摄取维他命A和B ；

●  调整日常作息，预防眼睛过于疲劳。

干眼症的症状有哪些？

1.   眼睛不断流眼泪；

2.   眼睛发红发痒；

3.   眼睛感到疼痛、不舒服；

4.   视力变模糊。

妙招解救干眼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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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生最需要拼搏与奋斗的阶段，兴趣就好似奢侈
品。加影一家具厂的老板刘志山自小学就立定目
标，决定把制作家具这一技之长当成终身事业。对
他来说，努力做好每件家具，不只是对顾客负责，
从中获得的满足感亦让他更努力向上。

提起创业过程，刘志山认为自小培养
的画画天分，对他的家具事业有很大的
帮助。因为每件家具都需要画构造图、
量尺寸等，从事家具行业除了细心还需
具备更多的耐心，“我很喜欢画画，在
学生时代还是这方面的模范生呢！”

创业第一年，也就是1997年，刘志山
的家具工厂才开业几个月，就不幸遇上
席卷东南亚的金融风暴。

当时，许多中小型企业，纷纷因资金
问题倒闭，人们也因为消费能力下跌，
而减少添置新家具。对刘志山而言，在
公司还未上轨道的情况下，唯有努力克
服困境，才能面对营业收入大量减少的
危机。

当时刘志山与太太发现，人们虽不添
购新家具却会选择修理旧家具的趋势，
因此灵机一动想出将生意改为“修理家
具”的对策，这也多亏了刘志山观察与
思考的习惯。所以，夫妻俩挨家挨户派

发传单，努力宣传修理家具的服务，才
让公司得以度过金融风暴的难关。

尽管在金融风暴期间，公司面临倒闭
的危机，刘志山仍坚守注重家具构造和
工程的信念。“我的原则是不能偷工减
料！”他强调，如果家具在制作过程中
偷工减料，那家具本身就已经不牢固或
不耐用，若再次损坏或出现问题，便无
法再做修复。“偷工减料的木板，在修
补时钉上的钉子就不可能扎实。”

他认为东西是死的，人是活的，每
个问题都会有解决办法。“看、学、思
考、研究”的自学态度让他可以靠自己
解决问题，从不依赖别人，也总抱着“
我可以”的想法看待难题。

除了家具，他也钻研维修电器、水管
等设备，若遇到朋友家里的水管坏了，
他会用不同的原理“分析研究”水管损
坏的问题，从中找出最佳解决方案。

现年50岁的刘志山兴趣甚多，尤
其对家具事业十分热衷。努力

拼搏家具业的38年里，他一直抱着“
看、学、思考、研究”的自学心态，不
停在生活中摸索，从中得到能够促使他
不断自我增值的满足感。

刘志山回想起，在那个家家户户都
非常贫困的时代，父母曾这么教育过
他：“不会读书没有关系，但不可以做
坏事；学好手艺，就不会饿死。”由此
可知，刘志山的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
就赋予他自由的成长环境，令他得以发
展出一套自学方式，能从容面对任何未
知的挑战。

自小就爱好画画、设计、手艺和运动
的刘志山，由于不擅长念书，所以自12
岁开始就选择在放学后，到哥哥的家具
厂当学徒。那时年幼的他，从事收拾木
屑、打扫工厂到排木板等任何工作，总
是尽力做到最好。

习得扎实基本功 独当一面做家具

在当学徒的两年期间，刘志山除了帮
忙搬抬家具，也会不时向哥哥偷师，学
习装钉木板的方法，或是趁着其他员工
在休息时，研究各种不同家具的构造、
制作原理和技巧，“我就看别人怎么
做，再自己研究其中的原理！”

短短两年内，刘志山已经能认清所有
制作家具的原料，并对制造家具的基本
功了若指掌。

某日，当年的师傅，也是刘志山的哥
哥，问他是否能独自制作一个完整的柜
子，并说：“如果你会做，就代表你能
独当一面了。”虽然已具备制作家具的
基本功，但刘志山却不曾试过自己动手
完成一套家具。不过，他仍接下哥哥给
予的挑战，凭借自己平日细心的观察和
研究，只用一天的时间便完成了他人生
的第一件作品——床头柜。

至今，他仍记得哥哥对他第一次制
作家具的手艺赞叹不已的情景，因为
哥哥没想到，只当过两年学徒的弟弟，
已经在不经意间累积这般实力。刘志山
凭着“看、学、思考、研究”的自学态
度，为自己拉开取得成功的序幕，也从
中得到难以言喻的成就感。

“我一直没有停止学习，每当成功完
成任务就会很有满足感。”对刘志山来
说，一时的成功并没有让他停滞不前，
反倒促使他更加努力地学习、摸索与研
究。这样的个性，也让他决定在32岁时
创立自己的公司。他说，从事家具业必
须掌握好排板、涂浆糊等基本功，否则
就不能算是制作家具的能手。

文字：李佳憓	 摄影：李佳憓、李芷彣	 编辑：郑文慧

坚守真材实料原则   

刘志山钟情于家具制作，每件亲手装置的家具    
都让他很有满足感，并将之化为进步的推动力。

刘志山自学成才

▲刘志山正制作防蚊网，看似简单的步
骤，背后讲究的是细节和技巧。

1997年开办的家具工厂规模日渐庞大，
高峰时期曾聘请高达30多名员工。

▲他非常注重家具的构造和工程，认
为做好每件家具是对顾客的责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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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人走在一起做任何事，在旁人眼里
看来似乎都很幸福甜蜜，因为这些事

一旦换成一个人做，旁人对当事人就会产生一
种“他/她怎么没有人陪，好孤独好可怜”的莫
须有怜悯。其实，一个人自由自在，不需顾虑
太多的日子，也可以活得精彩美好。

近年，在马来西亚年轻一辈的社交圈中，流
行庆祝“单身也可以很骄傲”的“光棍节”。
这个节日兴起于20多年前的中国，其诞生的意
义在于宣扬一种“应该以单身为傲”的生活态
度，也可说是一个试图突破“单身等于可悲”
刻板印象的非官方节日。在每年的11月11日，
许多单身男女，都会以节日之名，光荣地宣布
自己的“光棍”身份。他们会选择与朋友一起
庆祝这一天，或者买礼物犒赏自己。而这个源
自于中国的光棍节，也逐渐随着互联网的盛
行，传播到世界各地。

光棍节之所以落在11月11日，原因是“1”
形似一根光滑的柱子，而4个“1”比起其他小
光棍节（1月1日）以及中光棍节（1月11日与11
月1日）更显得形影相吊，也更强化形单影只的
印象。

随着今年的光棍节将至，本期《观察家》专
门捕捉了一些独自行动也依然愉快的画面，例
如一个人坐在安静角落，一边听音乐一边看杂
志；一个人到公园骑脚踏车，放松身心；一个
人在游戏厅里玩游戏。其实，一个人能进行的
娱乐还真不少。

当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已对群体活动习以
为常时，不妨安排与自己的偶尔独处，不与他
人沟通交流，尽情享受专属自己的时光。不管
单身与否，大家都能应该尝试找时间与自己相
处、与内心交流。个人独处的时光，不需担心
寂寞、也别害怕孤独，这说不定会为你带来意
想不到的收获。

自在生活

▲ 一个人骑脚踏车独享美景，是人生一大享受。

倚靠在围栏边，静静俯瞰商场中央宠物展热闹现场的男子。

当两个人与一个人擦肩而过时，……

如果觉得很无聊，可以到电玩中心消磨一整天。

他想一个人沉浸在杂志里的世界，别打扰！

文字：李芷彣，冯彦欣	 摄影：李芷彣，何征峰	 编辑：邱薏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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