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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生活节奏太快，你是否
觉得每天忙忙碌碌，没时间停下
脚步消化各种生活资讯？
本报5个好读易懂的专栏，
教你从个人保健做起，充满自信
地进出厨房和厅堂，轻松掌握生
活的风吹草动，让自己和家人活
得更自在。
借用台湾福建名曲：“拢
是为着你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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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有哪些
小撇步，让你
做起家务事来
更轻松？让本
报智慧王，每
天为你提供一
个小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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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10分钟，让专
科医生为你解答最
切身的健康问题。
吸收重要保健知
识，掌握最新医
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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拢 是为 着 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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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民财

明日胜典
哪个方位和时辰对你有
利？哪个投注站中奖机
率高？哪些食物可催旺
财运？让风水大师 为你
指点迷津！
Ｐ8

本报邀请美食
界名厨梁丽
莎，教你轻轻
松松，烹煮

上至政府重大政策，下至白
糖鸡蛋涨价，凡是关系民众
衣食住行的社会课题，本报
都一网打尽！

多道东南亚
风味菜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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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Lianhe Wanbao © 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Limited. Reproduced with permission.

弃冠世姐男友曝光

2年前贪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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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 Low上周与男友
郑锦龙出席新加坡
部落格大奖颁奖典
礼。（图／OMY）

与话题女王交往
上街被指指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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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冠世姐Ris Low男
友首次曝光，原来他是两
年前因涉及贪污，被判入
狱的前新传媒高级客户经
理。
之前向媒体自爆正在热
恋中的刘依 王敏，上周与31岁
男友郑锦龙出席新加坡部落格
大奖颁奖典礼，这是两人首次一
起出席公开活动，引起人们对这
对情侣的好奇。
目前是房屋经纪的郑锦龙接
受本报访问时，针对他有前科一
事，态度坦然。
两年前，他在新传媒任职
时，在一次幸运抽奖中涉及贪
污，被判坐牢3个月，当时被媒体
广为报道。回首当初，他坦言，
整个事件他咎由自取，“是我一

时糊涂，起了贪念。”
郑锦龙说，坐牢的日子“不
长也不短”，却是他人生最低
潮，但也让他有机会反省。
“我发誓，绝对不能重蹈覆
辙。要发达，有很多诚实的路可
以走。与其想一步登天，不如扎
扎实实地打拼。”
刘依王敏因盗用他人信用卡乱
刷，被判缓刑两年，之后，她在
媒体上的言行常惹争议，让她成
为话题女王。
郑锦龙说，这些他都不介
意，他也没有资格去嫌弃女友。
“我不是王子，我选别人，别人
也会选我...”
他说，家人、朋友对于两人
交往起初是惊讶，但都没反对。
两人第一次约会，他就向女
友坦言，自己有前科。他表示，
这段经历让他更能体会女友之前
面对风风雨雨的心情。

一见钟情 没认出她是弃冠美姐
郑锦龙说，他与刘依王敏算一
见钟情，但初次见面，并没有认
出她就是弃冠美姐。
郑锦龙透露，他与女友是去
年底正式交往。两人第一次碰面
是在一间Spa。
“当时我是Spa的客户，她
刚好在那里上班两天，负责推销
配套。她尝试向我推销时，显得
不熟练又很尴尬。但我觉得她漂

亮又可爱，于是说，我不想买配
套，不如做个朋友吧。
他说，虽从媒体听闻Ris
Low，但当时两人是在交换电话号
码和名字后，他才发现，眼前的
女生就是她。
他透露，认为后，拍拖了
三、四周后，刘依王敏才答应成为
他正式的女友。

‘我不是有钱人’
今年完成两宗百万豪宅的交易，
但郑锦龙坚称，自己不是有钱人。
刘依王敏针对“1500元预订Ris
Low”的电邮，昨天在媒体上作出
驳斥时声称，她不会去当陪游，因
为已交到有钱男友。
郑锦龙说，他是一家小规模公
司的房屋经纪，主要针对武吉知马
的豪宅市场。这一带的房子价值400
万至上千万元，今年以来，他已完

成两宗500万豪宅的交易，但他坚
称，事业才刚起步，自己绝对不是有
钱人。
另外，刘依王敏也在媒体上说，
就算她要满足性需要，不必找其他男
人，找男友就好。对此，郑锦龙则笑
着表示，不愿置评。
他指出，女友是在针对上述电邮
做出驳斥，但因她个性太直率，加上
不够成熟，才会说出那番话。

新加坡热卖会大奖

500万多多

下周五开彩
吴绍君

报道

历来第一次，多多500万元“新
加坡热卖会大奖”，将在下个星期五
开彩！
新加坡博彩公司首次推出500万
元的“新加坡热卖会大奖”，想抢先
机的多多迷，最快可以在明天傍晚6
时10分开始下注“新加坡热卖会大
奖”大奖，但必须连同7月19日（星
期一）的多多一并购买。
要“专攻”500万元“新加坡热
卖会大奖”，多多迷则必须在7月19
日傍晚6时10分以后才能下注。
为了方便顾客，全岛所有新加坡
博彩公司及零售店将预先准备好彩
券，顾客可以10元购买，里面可附
有的彩券根据日期而定，包括电脑选
号系统7（Quickpick System 7）的
“新加坡热卖会大奖”券，或外加7
月19日的多多彩券以及一张8月4日

全球生命终期护理

新加坡大彩彩券。
从明天至下个星期一（本月19
日）之间，凡购买两份10元彩券，将
可获得一个购物袋。
大奖将在开彩当日半小时前，在
晚上9时截至售票。
为了配合500万元“新加坡热卖
会大奖”的举行，7月22日（星期
四）将没有多多开彩。

黄小芳

（综合讯）42岁英国妇人弗雷泽有一
半黑人血统，怀有白人丈夫一对龙凤胎，
小宝宝出生前妈妈已直觉他们会是一对黑
白双生宝宝。
双生宝宝3月出生时肤色无太大分别，
儿子丹尼尔肤色轻微偏黄，当时医护人员
认为他患了黄疸病。到4个月大时，丹尼尔
皮肤开始变黑，妹妹马莎则是白人。黑白
龙凤胎的诞生机会率只有百万分之一。
英国夫妇生下黑白龙凤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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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生命终期护理
排 行 榜 出 炉，新 加 坡 高
居亚洲第2，仅次台湾。
为促进世界各国的
生命终期护理发展，连
氏基金发起名为“死亡
质量指标”的调查，并
委托经济学家信息部展
开研究，结果于今早公
布。
当局针对全球40个
发展国家，以当地生命
终期护理的环境设施、
广泛性、价格和素质进

2013年

行分析与比较。调查显
示，本地的生命终期护
理排名亚洲第2，世界
排名第18。
经济学家信息部结
合了多位国际专家、学
者与医生的意见，认为
本地的生命终期护理素
质甚高，基本的环境设
施则有待加强。
当局指出，本地的
医疗透明度以及终期看
护的素质良好，对终期
病患的“不复苏”原
则，以及大量的义工团
队也获得嘉奖。
连氏基金项目总

监李宝华说，“从一个
国家照料终期病患的方
式，可得知该国的心理
素质。评估全球生命终
期护理的同时，也可窥
探社会的进步与人民的
顿悟。”
全球调查中排行第
一的是英国，其他亚洲
国家如台湾、香港、日
本、韩国和马来西亚的
全球排名分别为，14
名、20名、23名、32
名、和33名。
中国和印度则屈居
榜末，分别排名37与
40。

小一学生不考试

新评估制：讲故事、写日记、表演……
顾功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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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故事、写日记、表演……小
一学生到了2013年将不再有考试，
小二生也只须应付年终考试，其它
评估形式将取代现有考试评估制。
为贯彻小学教育检讨与执行委
员会之前提出的小学全面教育理
念，16所小学自去年7月起试验性
改革教学与评估方法。
其中包括废除小一与小二生的
部分考试，改以讲故事、小测试等
其它形式，评估学生课业及学术以

英语课

外的学习进度。
教育部兼国家发展部高级政务
部长傅海燕昨天出席“小学教育全
面评估研讨与展示会”时指出，全
面评估的精髓，是把重心从考试转
移到平时的多样化评估上，以增强
低年级小学生的自信，评估他们掌
握知识的程度。
除教学法、评估之外，老师将
更关注学生对于掌握知识概念的反
馈；学生则通过自我评估与同学互
评，更明白自己“错在哪里”，家
长也可通过交流汇报，了解孩子的
成长。

数学课

●目的：增强口语交流技巧
及自信
●形式：学生通过戏剧表
演、角色扮演、讲故事等
活动，训练自己的口语及
呈现技巧。
●评估：老师列出评分细
则，学生自我及互相打
分，每个学生也收到老师
的评估反馈，并呈报给家
长；这样一来，三方都明
白学生的口语长处及需要
改进处在哪里。这和目前
传统口语测试，学生只拿
到成绩、没有反馈，是不
一样的。

华文课

●目的：善诱学生
掌握概念、运用
技巧的能力。
●形式：写数学日
记，通过绘画、
数学方程式或文
字，表达当天学
习的数学概念。
●评估：不像测验
让学生感到害
怕，老师通过日
记，了解学生掌
握到什么程度。

●目的：激发学
生说华语的积
极性。
●形式：在“华
文趣味日”
上，通过绘画
书测试学生的
读说能力。
●评估：学生以
讲故事、自
我评估、同学
互评及家长评
估，了解掌握
能力。

邱德拔医院
看诊病人达3万5000

3月底投入服务

郭倩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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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在3月底开始
投入服务以来，邱德
拔医院至今已看了3万
5000名门诊病人，住院
病人也超过500名。
卫生部长许文远今
早在卫生部的博客上
说，在这些门诊和住院
病人当中，很多是三巴
旺区的居民，他们对该
医院有很好的评价。
部长说，该医院的
紧急部门和病房刚投入

服务两周，所看的门诊
病患和接受的住院病人
都比亞历山大医院多。
许文远说，该医院
将在下周开始接受由新
加坡民防部队救护车送
去的病人，这些病患都
是紧急情况或事故中的
伤者，这项服务将有助
于舒缓其他医院的紧急
救护服务。
部长指出，目前另
一组人员正在策划建造
新的裕廊医院的工作，

卫生部长许文远

混血英妇 生黑白龙凤胎

▲全球生命终期护理排行榜
出炉，新加坡高居亚洲第
二，仅次台湾。（档案照）

狮城居亚洲第2

小学全面评估例子：

给新闻 $50

许翔宇

坐牢

小朋友的自信心。（档案照）
由考试转入各式评估，以增强
小学教育将逐渐转型，重心

与话题女王交往，两人一起上街时常被
指指点点。
去年被批英语差而掀起风波的刘依王敏，
也因自创造的“Boomz”和“Shingz”等无
厘头词汇，而名声大噪。
郑锦龙说，和女友一起逛街，常被认
出，尤其年轻学生常指着女友说：“喏，她
就是那个boomz！”他说，不会为此受困
扰，反而觉得颇自豪。
对于女友是否正如媒体上的形象那样
bimbo（胸大无脑）的女生，郑锦龙说，女
友是心直口快，没心机的人，bimbo形象是
媒体放大和炒作下的结果。
“不是说，私底下，她英语就很标准，
或是很聪明。其实，她就和一般女生一
样。”
在他看来，女友很潇洒、有自信，“无
论媒体报道如何写她，她似乎‘刀枪不
入’，照样抬头挺胸过日子。

我不是王
子，我选别
人，别人也
会选我...

这家医院将为西部的
居民服务。部长期待
这家预计在2015年竣
工新医院的服务比邱
德拔医院做得更加出
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