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吉隆坡19日讯）一名现年14岁
的女生，尽管是出生于马来西亚，
却因为父母的缘故只能以非公民的
身分生活，然而命运之神并没有因
此而眷顾她，在10岁那年诊断出红
斑狼疮。在患病和拿不到身分证的
双重压力下，她仍打起精神努力生
活。

林于清表示，侄女Belle（化名）是
因为父母是在没有注册结婚的情况下生下
她，因此尽管有报生纸，却无法拿到身分
证，目前的身分仍属于非公民。

林于清：父母未注册结婚生下她

她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Belle是在10
岁的时候诊断出红斑狼苍，但因为没有身
分证且属于非公民，因此在政府医院求医
时，需缴付非公民的费用。

“因为她不是公民，所以去政府医
院看病会很贵，都会被收取非公民的费
用。”

她指出，当Belle是以非公民的身分看

医生时，每一次的看诊都需要支付100令
吉的注册费，验血则需400至500令吉的费
用。

“至于药方面，政府医院也不会提供
药给我们。”

她表示，红斑狼疮对肾会造成影响，
所以Belle吃的药都是与肾相关的药物，一
粒药丸的费用差不多是15令吉。

“一天要吃3粒药，一天下来药的费
用是45令吉。每个月的话就差不多需要
一千多令吉。”

她也披露，Belle小时候也曾因为病情
严重而被转入加护病房（ICU），由于非
公民的身分，ICU费用为约2万令吉。

“不过她现在的病情已经受控制了，
所以现在是每个月基本上是需要一千多令
吉来买药。”

没办法享政府福利

她表示，Belle非公民的身分也对她的
学习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比如每年需要支
付200至300令吉的学费。

“不是公民的话，去读书会比普通人
贵，而且也不能贷书。还有，如果学校有
提供牙齿检查，Belle也不能去。

“总之所有关于到政府给予的福利，
她都没有资格拿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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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于清说，为了减轻家中因为她非公民身
分而所需承受的负担，Belle目前以售卖

塑胶彩（Acrylic）画作的方式，为自己赚取购买药
物的钱。

她表示，Belle自小就喜欢画画，但在此之前
只是使用铅笔和颜色笔作画。

她说，随着我国在去年落实行动管制令
（MCO），大家也空闲下来，她便让Belle开始尝
试用塑胶彩作画，而Belle也渐渐爱上用这个媒介
来作画。

“慢慢地这个就变成她的兴趣和爱好了，也
刚好可以帮忙她的爸爸，至少能赚一点用来买药，
因为家里只有她爸爸一个人做工罢了。

“她是用她的热诚来画这些画的，她自己也
希望可以用卖画的钱来帮忙她的爸爸，让爸爸不用
这样辛苦。

“有了这个方法来赚钱，也不用再去太担心
买药的钱够不够，至少不会像之前那样辛苦。”

父为唯一经济来源

她补充，目前Belle是跟爸爸、公公和婆婆一起住，爸
爸是家中唯一的经济来源。

“家里只有爸爸一个人在工作，每个月需要一千多
令吉来买药也是很不容易，所以她就靠画画来帮忙补贴一
些。”

多年申請身分證不果

林于清说，他们过去几年都努力向
国民登记局（JPN）申请Belle的身分证，
但至今都还没有结果。

“她5岁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去申请，
JPN用了差不多5年的时间才说申请没有
被批准。那是我们第一次申请。

“第二次申请是在2017年，到现在
都没有任何回应。

“我们每天去问JPN，官员都只是说
在处理中。当这个事情一直在处理中，我
们也做不了什么。”

她说，一日无法解决Belle非公民的
问题，就得继续面对必须看贵医生买贵药
的问题。

“所以最主要我们还是想要解决身
分证的问题，如果（Belle）可以拿到身
分证，就不用那么多麻烦了。”

她透露，随着Belle逐渐长大，Belle也
会时常询问家中长辈为什么她没有身分
证。

“她已经10多岁，每天都会问，为
什么她的朋友有身分证，她却没有。为什
么我们去看医生要给（持）护照（者）的
钱，为什么我们需要自己买药？她每天都
会有很多这样的疑问。”

Belle一般上需要2至3个星期的时间
来完成一幅塑胶彩画。

Belle的画作目前是透过线上的方
式来售卖。

对于Belle的画作，大部分买家给
予的反馈都非常正向。

Belle在绘画上极有天分，绘画笔下
的天鹅栩栩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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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尔巴灵加19日中央电）
印尼爪哇岛一名行动图书馆员想
出新招，鼓励孩子带着他们捡拾
的垃圾来借书，既有助于环境整
洁，又能鼓励孩子阅读。

中央社引述外媒报道，亨达
蒂每个周日都会骑着满书本的三
轮车到孟坦村，孩子们会用捡来
的塑胶杯、塑胶袋等垃圾换几本
书来读，亨达蒂再把那些废弃物
带走。

亨达蒂告诉英媒，她不断灌
输孩子们要多多阅读、也要爱护
环境的观念。

每当她一出现，孩子们就
围着她的“垃圾图书馆”，吵着

要看书。这些孩子都带着垃圾袋
来，亨达蒂三轮车上的书很快就
换成一堆垃圾，她很高兴这些孩
子能少花一点时间玩线上游戏。

亨达蒂说：“让我们从小
培养识字文化，好减轻网路世界
的伤害。我们也应谨慎处理废弃
物，以对抗气候变迁、拯救地球
不被垃圾掩盖。”

每周100公斤回收或卖掉

亨达蒂每周约搜集100公斤
垃圾，她的同事会加以分类，然
后送去回收或卖掉。

她有6000本藏书供借阅，除
了孟坦村，她还想带着这座行动

图书馆去其他邻近地区。
11岁的亚拉希亚求知若渴，

他在村里到处捡垃圾。他说：
“如果垃圾太多，环境会变脏，
对健康不好。所以我为了借书而
捡垃圾。”

当地主要公共图书馆馆长帕
鲁皮说，亨达蒂的行动补足了他
们对抗青少年网路游戏瘾及推广
阅读的努力。

印尼15岁以上人口识字率约
为96%，但世界银行今年9月一
项报告示警，冠病疫情将导致逾
8成15岁以上人口达不到经济合
作暨发展组织（OECD）认定的
最低阅读水准。

小朋友们围着“垃圾图书馆”，吵着要看书。（互联
网照片）

亨达蒂每周约搜集100公斤垃
圾，她的同事会加以分类，然后送
去回收或出售。(互联网照片）

印尼“三輪車圖書館”出新招

鼓勵孩子帶垃圾來借書

在挑 战 重 重 的 路
上，林于清很感

恩遇到许多好心的人。
她表示，Belle在医院

接受治疗时，医护人员都会
尽量给予帮忙，并不会因为
Belle非公民的身分而给予差
别待遇。

“医生对我们都很好，
给我们很公平的治疗，接受
跟公民一样的治疗，没有因
为是非公民的身分而对我们
不好。

“而且如果我们有什么
问题，他们都会给我们协助
和指导。”

买画人反馈非常正向

而在售卖塑胶彩画时，
林于清表示也遇到了很多好
心人，许多买家在购买时，
即使了解到需等待Belle耗费
一段时间完成画作后才能取
得画作，但仍愿意等待。

“因为作画是需要时间
来做的，一幅需要用差不多
2到3个星期的时间，尤其她
之前刚开始尝试的时候，因
为不熟，需要3个星期的时
间来画一幅。”

她表示，从买家一方
收到的反馈也都是非常正向
的。“很多在收到画作时都
会觉得很开心，认为画作很
五彩缤纷，看了心情会很
好。”

Belle母亲是泰国人

她说，一些人刚开始只
是抱持着想要帮助的心态来
购买画作，但在收到作品觉
得喜欢后，会再次回购。

“他们都觉得Belle是一
个很有天分的孩子，加上用
这样的方式来给自己买药可
以说是很独立的，都会觉得
以她为荣。”

此外，她也感谢一直以
来帮助他们的国会议员，协

助他们跟进Belle身分证的问
题。

林于清指出，Belle的情
况让他们一家上了很宝贵的
一堂课，即注册结婚是非常
重要的，否则将会影响到下
一代。

结婚没注册将影响下一代

她披露，Belle的生母是
一名泰国人，在生下Belle没
有多久后，就不告而别。

“就因为她的父母没有
注册结婚，导致她现在的身
分属于非公民，既不是马来西
亚人，也不是任何国家的公
民，没有一个国家承认她。”

“所以如果当两个人要
生孩子时，一定要去注册，
没有注册的话会影响到小
孩。”

她指出，当孩子没有身
分证时，有很多事情都会受
影响，包括之后无法考取驾
照，也无法申请护照。

“Belle本身因为非公民
这个问题，加上还有生病，整
个人都没有以前那么开心。

“我们只能跟她说要坚
强，她也很独立。

“现在去看医生、打
针、吃药、抽血都已经变成
她的习惯了，我们平时要抽
一次血打一次针都会怕，可
是她每个月或每两个月都需
要经历这些，这真的很不容
易。

“我们也是希望可以获
得一些组织的帮忙，在药物
方面帮助我们，让我们不用
这样辛苦。”

她 指 出 ， 若 有 任 何
好心人想要询问有关画作
的详情和购买画作，可通
过电话号码012-2115564
联 系 她 ， 或 到 脸 书 群 组
（https://www.facebook.com/
groups/646165876075718/）
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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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遇到許多好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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