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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报业控股“音乐献礼”音乐会
（18时15分，勿洛蓄水池浮动台，免费）
新加坡华乐团(SCO)呈献，本地知名指挥家郭勇德指
挥。

华族戏曲博物馆活动
（干达哈街52号(Kandahar St，马来苏丹皇宫旁)）
电影观赏《关公》（17时，免费）。
电话：62923393

华语儿童剧《丑小鸭》
（15时、20时，最后一天，维多利亚剧院，门票：
17、20元）
新加坡艺术剧场呈献，由毕业于南洋艺术学院的唐绍
伟改编和执导，谭瑞荣负责舞台设计。舞台剧要告诉
人们美的真谛——内心美。
售票处：SISTIC（63485555)

古装摇滚音乐剧《聊斋》
（周二至五：20时，周六：14时30分、20时，星期
天：14时30分，至18日，国家图书馆戏剧中心剧院，
门票：19、29、39、49、59、69元）
实践剧场呈献，描述风流书生桑晓爱上狐妖婴宁，但
不幸被女鬼封三娘欺骗，喝下毒药成了替死鬼。对爱
执著的婴宁，决定不顾一切到阴间救回情郎。
售票处：SISTIC（63485555)

文化创意与社会风潮——

一个制作人的经验谈
（15时－17时，传媒中心2楼礼堂，仁定巷82号，门
票：10元）
联合早报与台北工商联办，驻新台北代表处协办。台
湾电视制作人王伟忠主讲。
电话：63192332（拨电时留下英文姓名、联络电话、
身份证号码和出席人数）

“叩问永生—古埃及文明探秘”展览
（10时－18时，至4日，国家博物馆底层展厅，门
票：15元）
国家博物馆和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联办。展览探究古
埃及人对“今生”和“来世”的生活态度，展出230
件展品，包括雕像石碑、工具器皿、首饰、木乃伊棺
椁和陪葬品等。售票处：SISTIC(63485555)

活跃乐龄理事会活动
①50+展览会2010
（今天：10时-21时，4日：10时-20时，新达城
401-404展厅，免费）
售卖适合乐龄人士的产品与服务配套，活动包括45岁
以上的妇女可报名参加的金瑚姬选美赛，而艺人李国
煌及由周崇庆反串的Auntie Lucy也将亮相。
电话：62905864
②活跃乐龄嘉年华会2010
（今天：10时-21时，4日：10时-20时，新达城1楼
和3楼展厅，免费）
乐龄人士教育与宣传展，包括爬树活动及3对3篮球
赛。

胡民钟医生水彩画展
（10时－18时，至11日（星期一休息），Brother 
Joseph McNally Gallery，拉萨尔艺术学院F座1楼，
麦纳利街(McNally St)，免费）
展出40张水彩作品。电话：64965000

洪于杰　报道

　　本月5日，也就是下
星期一，是清明节正日，
所以这个周末料必是扫墓
祭祖的“高峰期”。
　　昨天是耶稣受难节公
定假日，不少人就趁空去
扫墓。蔡厝港华人坟场天
还没亮，就已经是人车攒

动，远近火光闪烁。在晨
曦微露时，处处可见白烟
弥漫，冥纸随风飘舞。
　　不过，车子虽多，却
没有出现好像往年那样的
严重交通阻塞现象。
　　坟场管理员林金说，
一般人会在周末或假日来
扫墓，而为了避开酷热的
天气，孝子贤孙们一般都

会选择清晨4时到上午10
时之间去上坟；他说，整
体来看，今年扫墓的人群
与往年相比，似乎有所减
少了。
　　陈健帆（63岁）和
一家大小共18人，昨天
清晨6点钟乘车来到蔡厝
港坟场，准备祭拜先人。
他说，扫墓不仅是源远流

长的华人传统，也是促进
家庭凝聚力的一种方式。
　　他说：“清明扫墓的
目的其实就是要慎终追
远，提醒后人饮水思源，
尤其是警惕年轻一代不要
忘祖。此外，我们还可趁
这个机会凝聚家人，围绕
着祖坟，一起和祖先‘共
吃早餐’。”

杨荣发　报道

　　今天是环线地铁站开
放日，从百胜站到大成站
的10个地铁站之间，公
众可免费乘搭往来。
　　这个环线地铁发现之
旅将在上午11时30分开

始，傍晚6时结束。
　　推特网站(Twitter)的
用户也可上@LTAsg，获
取环线地铁慈善活动的最
新情况。今年1月5日，
陆交局也在社交网络－
面簿(Facebook)推出环线
地铁Fan Page,与网民分

享环线地铁工程的最新
进展，想获取更多环线
地铁有关的资讯，可游
览facebook.com/circle 
line。
　　启用的新阶段环线长
11公里，沿线有11个地
铁站：多美歌、百胜、滨
海中心、宝门廊、尼诰大
道、体育场、蒙巴登、达
科达、巴耶利峇、麦波申
和大成。
　　马林百列集选区议员
兼芽笼士乃基层组织顾问
花蒂玛医生和陆路交通管
理局局长杨雅镁，将在当

天进行一场猫步表演，以
展开慈善筹款。

猫步表演筹款
　　“地铁环线慈善通
道”是首次在地铁站举办
的类似活动，目的是为
“陆交局关怀基金”筹
款。除了花蒂玛和杨雅镁
之外，约20名基层领袖
也将在当天上午11时45
分至下午12时15分，在
巴耶利峇地铁站内的通道
举行猫步表演。
　　多美歌站衔接到巴特
礼站的11个环线地铁站

在来临的星期天举行开放
日，公众可免费参观四个
博物馆。这包括土生文化
馆、国家博物馆、新加
坡美术馆以及新加坡集邮
馆。
　　开放日当天，有五个
环线地铁站（百胜，滨海
中心，达科达，巴耶利峇
及麦波申）将会有不同主
题的装饰，公众可参加由
电台主持的游戏和谜语，
并赢取丰厚的奖品。
　 　 当 天 下 午 3 时 至 4
时，陆交局也邀请公众穿
着黄色或任何有圆圈的服

饰，被陆交局人员发现，
就有机会赢取最佳服饰的
提名。
　　从巴特礼衔接到市
区多美歌的11个环线地
铁站将在4月17日（星期
六）启用，到时东部乘客
便可直接乘地铁往返市
区、北部及东北部一带，
无需绕到人流量高的政府
大厦或莱佛士坊转换站转
车。这不但可缩短乘车时
间、更快到达目的地，也
有助减轻现有地铁线的负
荷量。

　　国家环境局去年3月宣布第三期挖坟计划下挖掘
的1万个坟墓，至今一年，不到四成的家属向该局登
记认领遗骨。
　　环境局说，根据该局职员观察，这些受挖坟计划
影响的坟墓，一半以上都有后人前来祭拜和扫墓，因
此希望还没登记认领坟墓和遗骨的家属尽快向该局登
记。
　　环境局在去年3月宣布，将在蔡厝港坟场展开第
三期的挖坟工作。受影响的是在第四、五与六号区内
的1万座坟墓。到目前为止，这些在1968年到1978年
间下葬的坟墓，只有38%已被亲属认领。
　　登记认领坟墓期限将在今年6月到期。届时环境
局会把无人认领的尸骨火化，保留三年后才撒入海。

环线地铁10站今天开放

从百胜站到大成站供免费乘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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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的新阶段环线长11公里，沿线
有11个地铁站：多美歌、百胜、滨
海中心、宝门廊、尼诰大道、体育
场、蒙巴登、达科达、巴耶利峇、
麦波申和大成。

昨天是公定假日，蔡厝港华人坟场各个山头一大早就已经满是扫墓人。（谢智扬摄）

又是清明扫墓时
环境局吁家属认领遗骨

　　连氏基金为它和南洋理工大学联办的“环境事
业”人道关怀组织，注入另外1200万元的资金，以更
有效地协助亚洲的发展中地球人民改进生活条件。　
　　“环境事业”（Environmental Endeavour）
2006年成立，由连氏援助组织（Lien Aid）和连氏环
境研究所一起开展。当年连氏基金拨出了800万元推
动这个项目。“环境事业”第二阶段会继续通过科技
研究，为柬埔寨、越南和中国境内有需要的地区，解
决水源、污水处理和卫生条件等问题。
　　“环境事业”也计划推出“连氏环境研究奖
金”。连氏基金和南大希望通过设立奖金鼓励更多研
究员钻研出能协助发展中国家解决各种水源及卫生问
题的方案。
　　另一方面，全国肾脏基金会也和“环境事业”建
立了伙伴关系。
　　到目前为止，“环境事业”在六个国家推动的38
个项目已经惠及20多万人。“环境事业”至今也从慈
善家、基金会、国际非政府组织、公共部门和私人企
业获得570万元的捐助。

人道组织“环境事业”
再获连氏基金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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