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加坡艺术节：英语戏剧《新加坡》 
（今天：20时／明天：15时、20时／5日：15时，至
5日，滨海艺术中心音乐厅，门票：36元）
必要剧场呈献，灵感来自已故政治家拉惹勒南。如何
从信约出发，重新探讨在现代社会做一个新加坡人的
意义。售票处：SISTIC（63485555）

翻转艺术节：Tiger Lillies音乐会
（19时30分，至5日，在滨海艺术中心音乐室，门
票：35元）
Tiger Lillies表演和音乐风格充满黑色幽默和马戏风，
结合音乐和剧场元素。
售票处：SISTIC（63485555）

中国国际关系中的“例外论”（英语）
（15时30分－17时，国大武吉知马校园Tower Block
（6楼），东亚研究所会议室，免费）
国大东亚研究所主办，澳大利亚莫道克大学国际关系
学讲师张锋博士主讲。
电话：65163715／67791037

“Art Garden”儿童艺术展 
（10时－19时(周五至21时)，至8月30日，新加坡美
术馆，勿拉士峇沙路，门票：10元，周五18时后入场
免费／6岁以下孩童免费）
在这个乐趣无穷的庭院里展示的是灵感源自大自然的
艺术创作，你和孩子将有机会接触到会跳舞的太阳能
花朵，以及用纸张制成的鲜艳水果等。
电话：63323222
网址：www.singaporeartmuseu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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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润　报道

　　“精神上的痛比身体
上的痛更令我痛苦。”一
名面对死亡的癌症末期病
人这样告诉国大医院心理
医学科高级顾问医生柯以
煜教授。
　　对临终病人的悲痛关
注不够，没有为临终病人
提供足够的信息，让他们
为生命中的最后一段旅程
做好充分准备，柯以煜教
授认为这些是本地临终服
务需要改善的地方。
　　柯以煜教授和其他
29名来自本地医疗、社
区和学术界的专业人士对
本地临终护理服务的不足
之处提出看法，本地慈
善机构连氏基金会（Lien 
Foundation）将这些内容
整理成册，并在昨天发表
了这份改善临终生活素质
报告。

　　连氏基金会去年中发
表了全球首份临终生活质
量指数报告，新加坡在参
与调查的40个国家与地
区当中排名第18，在亚
洲排名第二。

让课题成为 
国家性课题
　　为更好地了解本地临
终服务的情况，连氏基金
会去年下半年访问了30
名与本地临终护理服务有
关的专业人士，向他们了
解本地临终护理领域有
待改善之处，以及如何改
善。
　　多数国人仍然视死亡
和临终护理为禁忌，专家
认为目前最需改善的是国
人对这个课题的态度，激
发国人对死亡课题的讨
论，让这个课题成为国家
性课题。

　　有专家建议举行大型
年度临终生活对话会，或
让保险经纪、激励讲师、
律师等举行公共讲座，推
广对死亡课题的讨论。
　　也有专家建议鼓励病
人提前为临终生活做准
备，与医疗人员讨论他所
希望的临终安排；让年长
义工在与临终服务有关的
机构服务，甚至鼓励保险
公司为接受临终护理和家
庭护理服务的病人提供保
险。
　　连氏慈怀研究中心主
任林方源医生说：“公众
对死亡课题的了解程度是
推动临终护理服务在本地
需求的关键，也会影响多
少医生和护士加入这个特
别领域，希望我们能够启
动这一良性循环，整个社
会都会从中受益，因为每
个人终将面对死亡。”
　　另一个需要改善的方

面是本地的医药文化仍以
治疗为主，而非护理，医
生向病人介绍治疗方法多
过照顾病人的其他需要。
　　报告说：“医生不
需要总把自己当作‘英
雄’，当治疗不再可行
时，医生应该把自己当作
协助病人善终的人。”
　　因此，专家建议应有
更多医疗人员接受临终护
理培训，新加坡目前只
有不到20名临终护理专
家。
　　除人力资源外，专家

认为经济资源也需重新检
讨，报告举例说，目前住
在慈怀护理中心的病人需
付的费用比在医院加护病
房的费用还高，这是因为
使用医院服务有较高的政
府津贴。这也是较多人最
终在医院去世的原因之
一。
　　根据2006年本地的
一项调查，57%的人在
医院去世，31%在家中
去世，但根据美国一项调
查，80%的人其实希望
有家人的陪伴在家中离
去。
　　专家由此指出应更关
注人们的死亡方式，尊重
病人的个人意愿，协助他
们在家里安老；给予“上
有老，下有小”的“夹心
一代”看护者更多支持，
以及让家人和女佣掌握基
本的临终护理。
　　此外，随着社会人口
老化，本地对临终护理服
务的需求增加，专家认
为，为了临终护理服务的
长远和稳定发展，政府应
协助和鼓励私人机构提供
慈怀服务，而不能只靠慈
善机构。
　　本地目前并没有私人
慈怀护理中心，林方源医

生说：“临终护理向来被
认为是慈善服务，为发展
商业模式造成困难，如果
没有成功的商业模式，让
私人机构踏足这个领域是
不现实的。”
　　他说，政府在加强
这个领域人力资源的同
时，也要提供足够的“好
处”，吸引私人机构参
与，更重要的是提高国人
对临终护理的了解和认
识，提高整体需求。

研讨全国 
临终护理政策
　　坚信推动临终护理服
务必须从基层做起，而非
“由上至下”，连氏慈怀
研究中心今年初受卫生部
委托，研讨全国临终护理
政策，研讨结果估计在
三四个月后上交卫生部。
　　负责这一项目的林方
源医生说，在借鉴国外的
成功做法后，他们将提出
一套适合本地情况的临终
服务政策供相关部门参
考，改善临终生活素质报
告内容也将为制订政策提
供深刻见解。

*wangrun
@sph.com.sg

李蕙心　报道

　　政府在推动环保和绿化方面的
工作，比国人参与环保的程度还要
超前，而国人普遍上存有的“自扫
门前雪”心态，使他们对环保还不
够热衷，是我国环保工作的最大挑
战。
　　年度总统环境奖(President’s 
Award For the Environment)得主
之一的滨海湾花园发展局长陈伟杰
博士认为，新加坡若要进一步向环
保之路迈进，人们首先必须了解到
保护和绿化环境的重要性，并以保
护环境为己任。
　　他在受访时指出，环保意识应
该从小在家里培养起，就好像礼
貌、为他人着想等传统价值观一样
需要根植，因此家长的角色举足轻

重。　　
　　他建议家长带孩子到植物园参
观，教导他们不同植物或昆虫的特
点，让孩子亲身感受大自然的奥
妙。如果家长自己缺乏这方面的知
识，可以事先通过互联网了解。
　　陈伟杰博士目前也是国家公园
局顾问，他曾在1996年到2006年
之间担任国家公园局局长，在他的
大力推动下，前往中央集水区自然
公园、双溪布洛湿地保护区和乌敏
岛的交通已更为便利。以他为首的
国家公园局也推出麦里芝蓄水池徒
步行和“树梢吊桥”，让人们有更
多接近大自然的机会。
　　纳丹总统昨晚在总统府颁奖给
陈伟杰博士，表扬他在环境绿化工
作上的贡献。这项由环境及水源部
设立的奖项今年已迈入第六个年

头，得奖的还有本地公共交通业者
SMRT企业有限公司和林景中学。
　　环保的好习惯最好是从小培
养起，林景中学从建校2000年开
始，就致力于倡导环境保护。学校
把环境课题融入地理和科学的教学
内容中，还举办多项环保活动，希
望学生能实践从课本学到的知识，
培养环保价值观。
　　校长宋美霞告诉记者，学校鼓
励每个学生每年参与至少六小时的
社区活动，这些活动包括上门探访
年长者、收集旧报纸、再循环物品
等等。所有中一和中二学生也必须
呈交与环保相关的专题作业。
　　在SMRT，无论是高层还是普
通员工，人人都贯彻环保节能的
宗旨。公司从2008年起每年举办
“生态英雄竞赛”，鼓励员工减少
使用水电和纸张。
　　公司也循环使用清洗地铁列车
和巴士的水，每天可省下多达11
万9000公升的水，公司也在所有
67个SMRT设施中安装节水环。在
节能方面，公司在地铁路程规划上
尽量不浪费电力，电动扶梯也装有
能源控制器。SMRT也采用“再生
刹车系统”（regenerative braking 
system），把列车刹车时产生的
多余能量转化为电力。
　　SMRT商务副总裁兼SMRT绿
化委员会主席刘嘉敏表示：“公司
目前在金泉地铁车厂和碧山修车厂
试用发光二级管(LED)灯管，如果
为期一年的试验证实灯管的节能效
果佳，就会向政府当局申请逐步更
换地铁站内的灯管。”公司也计划
推出‘绿色租户计划’，鼓励商店
租户节能环保。

*hueyshin@sph.com.sg

连氏慈怀研究中心主任
林方源医生说，公众对
死亡课题的了解程度是
推动临终护理服务在本
地需求的关键。

荣获总统环境奖的滨海湾花园发展局长陈伟杰博士建议家长带孩子到
植物园参观，教导他们不同植物或昆虫的特点，让孩子亲身感受大自
然的奥妙，从而能把环保视为己任。（萧紫薇摄）

新加坡书展今日活动

（6月3日）

下午1时至2时
小学奥林匹克数学简介——郑瑞粼老师主讲

下午2时至5时
2011年全国中学生华语新闻短片制作大赛——华文
报集团资讯娱乐网站Omy.sg及丹绒加东女校联办 

下午6时至7时
作家分享会《Coming of Age-- The Forgotten 
Faces of a Greying Asia 》, Mr David Tay主讲

晚上7时至9时
新智读书会《黄帝内经养生智慧》导读会，
导读者：王葆芳

李熙爱　报道

　　儿科专科医生陈谦和
小时候因好动而少阅读，
在高中考理解与写作只考
获B4。如今了解阅读的
重要性后，他在诊所设立
阅读处以鼓励父母多和孩
子一起阅读，身为父亲的
他也常常和自己的孩子讲
睡前故事。
　　陈医生从儿科专业训
练中意识到，和孩子阅读
对小孩的成长、学习和阅
读能力有很大帮助。“在
新加坡，成长中的小孩之
所以有较弱的学习能力、
语言能力和学业成绩，往
往最普遍的问题就在于家
长不阅读给他们听，孩子
自己也不阅读。”
　　因此，他争取到在他
所工作的诊所内设立阅读
处，同事也给予支持，捐

出他们的儿童书本。他希
望“阅读处”能推广到更
多诊所，让人们了解阅读
的重要性。
　　陈医生表示，英国的
儿科医生会在看诊时拨出
三分钟时间，阅读故事给
小病人听。新加坡虽然没
有这种客观环境，但他仍
然希望未来有机会实行。
他还主动向病人家长介绍
图书馆的阅读活动，包括
来临的“父子阅读乐”活
动。
　　“父子阅读乐”今年
已步入第五个年头，图书
馆图管局希望借由一连串
的讲故事活动和工作坊，

鼓励父亲、祖父甚至叔伯
通过经常陪孩子阅读或
讲故事给孩子听，促进亲
子关系。今年的主题是
“阅读——孩子的最佳礼
物”。
　　他认为父母亲在孩子
教育上都一样重要，但父
亲在孩子教育的角色常被
忽略。“我曾经读过，父
亲若积极参与孩子的教育
也多和孩子分享，这不但
能降低叛逆或不良行为的
机会，孩子也能在学习、
成长和未来有更好的表
现。”
　　除了在睡房阅读给孩
子听，他也会要他们扮

演角色，以加强孩子的沟
通能力和自信。5岁的陈
思佳已经会阅读简单的书
籍，有时还会念给妹妹陈
思媛（3岁）听。陈医生
表示，女儿的发音有时甚
至还比他标准！
　　图管局在来临星期
六举办家庭嘉年华会，
从 下 午 1 时 至 6 时 在 维
多利亚街的国家图书馆
举行。若想了解更多其
他 活 动 详 情 ， 请 浏 览
10000fathers.nlb.gov.
sg。

*leeheeai
@sph.com.sg

儿科专科医生陈谦和（右）在诊所设立阅读处，鼓励父母多和孩子一起阅
读，自己也常跟大女儿陈思佳（左）和小女儿陈思媛（中）讲睡前故事，而
小思佳有时还会念给妹妹听。（周国威摄）

改善临终生活素质报告：

激发国人讨论死亡课题
有专家建议举行大型年度临终生活对话会，或让保险
经纪、激励讲师、律师等举行公共讲座，推广对死亡
课题的讨论。也有专家建议鼓励病人提前为临终生活
做准备，与医疗人员讨论他所希望的临终安排；让年
长义工在与临终服务有关的机构服务，甚至鼓励保
险公司为接受临终护理和家庭护理服务的病人提供保
险。

诊所设阅读处
鼓励亲子读书乐

年度总统环境奖得主
陈伟杰博士：环保从小培养起

陈 谦 和 医 生 表
示 ， 英 国 的 儿
科 医 生 会 在 看
诊 时 拨 出 三 分
钟 时 间 ， 阅 读
故 事 给 小 病 人
听 。 新 加 坡 虽
然 没 有 这 种 客
观 环 境 ， 但 他
仍 然 希 望 未 来
有机会实行。

Source: Lianhe Zaobao © 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Limited. Reproduced with permiss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