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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环线带动房价上涨
李静仪

西

环线12个地铁站将在
下月8日启用，房地产
分析师预测，让许多
人引颈期待的环线全线通车，
将带动沿线一带的房价，不仅
转售组屋和私宅会受惠，包括
荷兰村（Holland Village）在
内的商业店面也身价上涨。
靠近地铁站的房子向来都
比较吃香，特别是在房产市场
炽热的时候，这在前后分三个
阶段通车的环线周遭的房价
“效应”可见一斑，有些地段
的表现还好过整体楼市走势。
耗资$8 billion打造的环

线，首两个阶段的16个地铁站
已在前年5月和去年4月启用。
ERA产业主要执行员林东荣受
访时说，自从这些地铁站投入
使用后，周围的转售组屋和私
宅价格上涨了10%至15%。
因此他估计，从玛丽
蒙（Marymount）到港湾
（Harbour Front）的西环线12
个地铁站下月启用后，沿线住
宅的估价会随着交通更加便利
而水涨船高，屋主叫价预料会
高出10%至20%。
Dennis Wee集团董事许家
荣尤其看好花拉路、荷兰村和
直落布兰雅地铁站附近的组屋
转售价将上涨。随着通车日期

逼近，这些地区的组屋转售价
已上涨了至少5%。”
例如花拉路地铁站对面
的女皇路四房式组屋，目
前的售价介于$520,000至
$560,000，去年这个时候卖
$460,000至$500,000，涨
幅超过10%。荷兰村附近的
三房式组屋转售价也起了一
成以上，现在卖$400,000至
$440,000，去年同期的售价
介于$360,000至$390,000。
至于私宅售价，莱坊
（Knight Frank）咨询与研究
部主管方宝顺指出，一般上只
要新地铁站建好，少了施工
时的围板和噪音，沿线的屋价

就已开始走高。他说，在罗
弄泉站启用时，在地铁站周
围500m以内的屋价上涨了约
22%。
西环线地铁列车除了途
经住宅区，也会经过以前从
不曾有列车川行的美食与购
物天地——荷兰村，以及办公
楼林立的纬壹科技城（OneNorth），这将能带动周边商
店和大厦的租金和售价。
方宝顺说：“自去年起市
场便对荷兰村的分层地契商店
更感兴趣，店主把售价调高了
15%至25%。纬壹科技城的情
况也一样，交通更为便利，员
工上下班也更加方便。”

Source: my paper © 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Limited. Reproduced with permission.

记录点滴
分享“忘记”
许淑美
假如你挚爱的人失去记忆，忘
了你是谁，那你依然被他爱着
吗？”
当两名年龄不到23岁的年
轻人，认真地问你如此沉重的
问题，你也许会心头一沉，反
复思索……
21岁的李先捷和22岁的巫
健闻，就是要启发人们思考跟
失智症（dementia）有关的课
题。
他们在连氏基金（Lien
Foundation）的支持下，设立
“Before We Forget”互联网
平台，鼓励公众分享跟失智症
有关的故事和照片。
巫健闻说：“当人们把故
事说出来，就好比用白纸黑字
记录对挚爱的记忆，让挚爱的
身份不朽地保留下来。”
这两名毕业自义安理工学
院（NP）的男生，也跟随两
名失智症患者和她们的女儿一
整年的时间，将她们的生活点
滴融入纪录片里，让观众进入
失智症患者和其看护人的内心
世界。
失智症是一种脑部细胞快
速坏死的疾病，患者的记忆力

会衰退、智力功能退化，性格
也会出现变化。
李先捷和巫健闻年纪轻
轻，为何对这个课题产生如
此浓厚的兴趣？其实两人在
NP念书时，就已通过摄影和
文字关注人道课题，但真正启
发他们拍摄失智症纪录片，
是因为巫健闻的母亲在3年前
患上“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
化症”（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ALS）。
巫健闻指出，ALS可说是
跟失智症相反的疾病，患者头
脑清醒，但身体活动机能则日
益退化。母亲的疾病给了他一
定的冲击，他跟好友李先捷
于是决定拍摄有关ALS的纪录
片，可惜原本答应拍摄的患者
突然离世，最后他们把焦点转
向失智症。
巫健闻说：“拍不成
ALS，失智症是另一个明显的
选项，因为失智患者人数比
ALS要多，而且随着人口的老
化，未来患上失智症的国人将
越来越多。”
两人在拍摄这部纪录片的
过程，遇到了什么问题？领略
到了什么？本报带你了解。
详文刊B10–B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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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健闻（左）和李先捷（右）希望通过纪录片改变人们以为失智
症是一种精神病的错误观念。（叶振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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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智症不是
“老人病”

记录
面对被
许淑美

本

地患有失智症的人
越来越多。卫生部
（MOH）的数据显
示，失智症病例从2003年的
21,000人，增至2008年的
25,000人，并估计到了2030
年，病患将增加到70,000名。
尽管如此，“Before We
Forget”纪录片拍摄者李先捷
和巫健闻在寻找拍摄个案时发
现，许多国人还是对失智症不
了解，误以为它是一种精神
病。
他们说：“很多人都认为
失智症患者行为疯癫，会乱发
脾气、对人吆喝、怪罪他人偷
钱等……通过这部纪录片，我
们希望让人们看到失智症患者
的真实生活，了解他们也跟你
我一样有情感，而不是疯子。
我们也想呈现看护者的心情故
事，看他们如何面对判若两人
的至亲。”

担心“家丑”外扬
多数人婉拒拍摄
由于公众对失智症普遍抱有既
定的负面印象（stigma），两
人好不容易锁定了20个个案，
但多数因“家丑不可外扬”而
婉拒拍摄。

巫健闻说：“我们费尽唇
舌苦求社工帮忙，才找到这20
个个案的联络人。锁定对象
后，需询问患者的家庭成员是
否愿意入镜，只要有一人不愿
意，我们就不用这个故事。”
最后出现在纪录片里的两
对母女，是他们在机缘巧合下
找到的。
其中一个看护者Joyce
Fernandez（50岁）是他们联
络失智症组织寻找个案时接
听电话的员工。Joyce后来因
要照料患失智症的母亲Celine
Fernandez（85岁）而辞掉工
作，以个人名义接受拍摄。
另一名受访者黄婷惠医生
（38岁）则是巫健闻赢得红十
字国际委员会（ICRC）年轻
记者奖后所认识的，她曾是该
组织的医生。当时巫健闻随口
表示有意拍摄失智症纪录片，
这才获悉黄医生的母亲严爱莲
博士（73岁）患有血管型失智
症（vascular dementia）。
kohsm@sph.com.sg

我的字典 HELPDESK
疯癫 fēng diān: Crazy
吆喝 yāo he: To shout
既定 jì dìng: Fixed
压抑 yā yì: Suppressed

失智症患者大部分是上了年纪的
人士，但它其实不是正常老化必
经的“阶段”。
造成失智症的确切原因不
详，患者是因为脑部细胞快速坏
死而丧失记忆，出现情绪转变，
沟通问题等。
最常见的失智症是阿尔
茨海默氏症（Alzheimer's

知道／不知道

个性硬朗的严爱莲博士是李先捷和巫健闻在机
缘巧合下找到的失智症患者。（受访者提供）

深切感受看护者心理挣扎
在 拍 摄 纪 录 片 的 一 年 里 ，李
先捷和巫健闻成了两名患者
Celine和严爱莲博士的朋友，跟
随她们到处走，并从中观察及
拍下这两对母女相处的细节。
拍摄时，李先捷和巫健闻
在服兵役，他们利用周末的空
档进行摄制工作。当Celine在
今年年初病重入院时，两人也
尽可能请假到医院陪伴。
那一段在医院陪伴Celine
的日子，也让这两个年轻人
深切感受到看护者的心理挣
扎。李先捷说：“自从医生给
Celine装上喂食管后，我们看
到Joyce（的心情）受到很大

的影响。她因为愧疚而不愿当
着母亲面前吃饭，时至今日依
然如此。”
巫健闻坦言，他在观察看
护者如何面对母亲的病时，多
少也帮助他了解自己的情绪。
“我的母亲患上ALS（肌
萎缩性脊椎侧索硬化症）初
期，我很伤心，并且有一股很
深的愧疚，因为当时我对母亲
和自己感到烦躁。我总是很压
抑，认为自己不应该有这样的
情绪，但在陪伴受访者的过程
中，我发现他们也会有这样
的情绪，这让我心里好受多
了。”

正视问题

打破恐惧

李先捷和巫健闻鼓励人们分享
失智症的故事，希望其他看护
者知道他们并不孤单，也希望
能借此改变人们对失智症避而
不谈的心态。
“当人们不原意了解或谈
论失智症，他们将不了解它的
症状。当父母出现失智症的症
状时，人们以为这是年纪大的
缘故，一旦确定患有失智症，
又不愿意让其他人知道。当一
户家庭对失智症避而不谈，另
一户家庭也有相同的恐惧，这
一整个循环就会不断重复。”
“唯一能打破恐惧和无知
的方法，就是公开谈论它。”

严爱莲博士因健康衰退进入慈怀病院，她不记得挚爱
的人每天探望她，抵不住孤独而陷入忧郁。

若怀疑家人可能患上失智
症，可到政府综合诊所
（polyclinic）就医，并请医
生转介到医院。
在新加坡，失智症患
者有两种法律选项：一个
是在心智能力法令（Mental
Capacity Act）下，通过制定
持久授权书（Lasting Power
of Attorney）委任所信任的
家人为被授权人，让获授权
者在他丧失心智能力时代表
他做生活和财务方面的各
种决定。详情可浏览www.
publicguardian.gov.sg。
另一个选项是预先医

disease）；另一种则是因为中风
导致脑细胞死亡所引起的血管型
失智症（vascular dementia）。
医学界尚未找到治疗失智症的方
法，但有药物能暂时缓解失智症
的症状。

失智症症状
失智症患者可能出现的症状包

疗指示（Advance Medical
Directive）。公众事先签署
这份法律文件，立下指示的
人，在患上不治之症并陷入
昏迷状态时，医生将遵照指
示，不使用任何维持生命的
特别治疗以延续他的生命。
申请表格可在诊所和医院索
取。详情可浏览www.moh.
gov.sg/mohcorp/legislations.
aspx?id=7120。
想更了解失智症，可浏
览以下网站：
www.alz.org.sg
alzheimers.org.uk
beforeweforget.org/
questions-about-dementia

括：
丧失记忆力，如忘了已吃饭
等
无法完成熟悉的工作
对时间和地点感到混乱
沟通出现问题
无法计划或解决问题
判断能力减弱
情绪和性格改变
抽离工作或社交活动
把东西放错地方

先睹为快看展览
“Before We Forget”纪
录片预计明年下半年在
网上发表。公众可到以
下地点参观同名展览，
浏览纪录片中的照片，
以及听公众分享他们的
故事。
Jurong Regional Library
即日起至本月30日
早上10时至晚上9时
The Arts House，Film
Gallery
本月10日至25日
早上10时至晚上9时
网站：beforeweforge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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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医生给Celine装上喂食管后，女儿
Joyce总在母亲看不到的情况下悄悄吃
东西。（受访者提供）

B11

5!
re 3
K
MIL

• W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