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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访街坊
杨丹旭　 报道／摄影
yangdx@sph.com.sg

　　每个人都拥有梦想，可是对多数人
而言，曾经的梦想往往在走走停停的日
子里渐行渐远。然而，她选择勇敢向前
跨出一步，梦想从此不再虚无缥缈。
　　遇见22岁的张贝嘉，是在巴米士街
（Purvis Street）的一家咖啡馆。她穿着
围裙，像朋友一样招呼记者和同行的朋
友。
　　原以为身穿围裙忙碌的她，只是一
个利用课余时间打工的普通女孩。交谈
后才发现，原来她是这家咖啡馆的主人
之一。
　　她在走出校园一年多后，与同样

喜欢烘焙的澳大利亚朋友劳伦（Lauren 
Chamber，29岁）一起经营起这家咖啡
馆。
　　由于家境不算富裕，本身也没有太
多积蓄，张贝嘉为了开咖啡馆，得和
劳伦一起贷款筹集资金。咖啡馆开始
营业后，她每天都在咖啡馆给自己“打
工”，赚得的薪水中有一大部分需要拿
来偿还贷款。
　　这样的方式创业不辛苦吗？张贝嘉
腼腆地点头，但坚信她做了正确的选
择。
　　“要是你有梦想，就要去尝试和实
践，才会知道它是否能成真。”
　　在咖啡馆温馨如家的氛围中，她们
经营的不是一门生意，而是一分共同的
梦想。

在巴米士街开咖啡馆的张贝嘉这么

说：“要是你有梦想，就要去尝试和

实践，才会知道它是否能成真。”

“经营”梦想

韭菜芭城隍庙地方戏曲
（20时，至8月15日，韭菜芭城隍
庙广场，阿鲁慕甘路（Arumugam 
Rd），门票：5、10元）
韭菜芭城隍庙联谊会庆祝“清溪显
佑伯主”圣诞，邀请中国、台湾及
新马闽、潮剧团公演140天助兴。台
湾陈美云戏剧团演出至7月12日。
电话：67443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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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下午4时到昨天
下午4时，指数低过
5 0属于良好水平。

黄伟曼　报道
ngwaimun@sph.com.sg

　　驾驶大型油槽车的马来男
司 机 在 两 名 孟 加 拉 客 工 协 助
下，将大量含油废弃物倾倒入
万国路沟渠。他昨天承认因贪
图方便，自行决定非法倾倒秽
物 ， 认 罪 后 被 判 最 高 罚 款 额
一万元。
　　被告是50岁的阿米尔。控
状指他在去年11月11日下午3时
左右，将大型油槽车上约3立方
米的含油废弃物倾倒在罗弄万
国一带的沟渠内，触犯环境公

共卫生法令。
　 　 控 方 传 票 显 示 ， 被 告 事
发时是为一家名为SL Grease 
Control Pte Ltd的垃圾收集公司
工作。这家公司获国家环境局
批准，进行垃圾收集。
　　阿米尔接受环境局调查员
调查时，在招供书中承认，他
与两名孟加拉客工一同将油槽
车上三分之一的废弃物倾倒入
沟渠，两名客工是按照他的指
示办事。
　　问他是否是按公司吩咐进
行非法倾倒时，他表示是自行
决 定 。 他 解 释 ， 这 是 因 为 当

时正赶着到另一个地方收集废
油。他向调查员表示很后悔犯
罪。
　 　 根 据 法 令 ， 非 法 倾 倒 垃
圾或废料，可判坐牢长达12个
月，或罚款最高一万元，或两
者兼施。
　　环境局提醒公众，非法倾
倒垃圾是严重罪行，不严加取
缔 ， 这 样 的 行 为 对 环 境 会 造
成危害。公众一旦发现有人非
法倾倒垃圾或废弃物，应拨环
境局热线电话1800-2255632
（CALL NEA）。

马来西亚画家 
李美恩作品展
（周一至周六：11时－19时／星
期日：13时－18时，至7月8日，
季节画廊，PoMo购物中心2楼21／
24号，实利基路，免费）
电话：67416366

“油香画艳”油画展
（周一至周五：9时－12时、14
时－17时，至8月31日，义安公司
珍藏馆，潮州大厦2楼，登路97
号，免费）
电话：67379555

非法倾倒废弃物　油槽车司机罚万元

　　假期结束了，又得穿上校服回学校
上课啦！最新一期《逗号》请本地学生
根据偶像剧的校服设计，拼凑出心目中
的理想校服，并探讨本地校服的优缺
点，看看它们如何能“偶像剧化”。
　　一名澳大利亚昂贵私立学校的学生
考不上法律系，怒告母校没给她足够的
支援并索取赔偿。学生考不上理想学
院，该由谁负上责任？学校的学费越贵
或名声越响，学生就有权要求更多吗？
本期“交流”版请学生和老师提出看
法。
　　由推广华文学习委员会、《逗号》
和新民中学联办的“2012年全国中学编
采比赛”，共吸引超过60支队伍参赛。
12支决赛队伍在假期中到报业中心进行
“集训”，学习用电脑审稿、制图与排
版，也更了解到刊登一篇新闻报道的
“内幕”。
　　《逗号》上月举行的华文绘本创作
工作坊吸引了不少爱好绘本的人向本地
绘本作家刘聚洪“偷师”。你是不是有
兴趣创作儿童故事，希望能出版本身的
儿童绘本？那赶紧参加“话中有画”

（Beyond Words）华文绘本创作比赛。
比赛由《大拇指》和国家艺术理事会联
办，脱颖而出的优秀作品，将交由出
版商印制成书。公开组欢迎13岁及以上
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参赛，可上网: 
http://www.nac.gov.sg/grants-initiatives/
funding/beyond-words，查询比赛详情。

最新一期《逗号》
偶像剧VS本地校服

《逗号》目前只接受学校订阅以及
在巴士转换站内的buzz  pod售报
亭出售。有意订阅的学校，可拨打
63191005或63198533询问。

林妙娜　报道
meownar@sph.com.sg

　　在不少欧洲国家，学前教育教
师普遍拥有大学文凭，当中不少也
具备硕士学位。可是在本地，学前
教育对一般师资的学历要求仅是专
业文凭。
　　学历要求较低，抑制了学前教
师的薪金，间接造成人手严重不

足。

　　在一项关于学前教育的全球调
查中，新加坡表现一般，在45个国
家当中排名第29。表现最不理想的

是与“素质”有关的因素，它们多
与师资有关，包括师生比例、教师
培训和平均薪金，以及学前教育与
小学教育之间的衔接。我国在“素
质”上排名第30位。
　　调查的研究围绕在三到六岁幼
童的学前教育课程上。
　　这项今年初展开的调查，引起
委任经济学人信息部（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进行调查的本地
慈善机构连氏基金，以及学前教育
专家的关注，他们呼吁政府为学前
教育领域投入更多资源，提升学前
教育课程以及师资水平。
　　在政府为学前教育领域注入的
款项排名中，新加坡排名第26名。
　　基金总裁李宝华说：“本地学
前教育制度主要由私人业者形成，
所提供的素质参差不齐；我国贫富
悬殊日益扩大，在这样的背景下，
不平等的问题可能日益加剧。一个
更平等的学前教育环境将让弱势家

庭孩童不输在人生起跑点上，甚至
改变他们的一生。”
　　师资是学前教育业者最大的成
本开销，其次是租金。有多年学前
教育经验的邱金珠博士指出，政府
投资在这方面的款项多数以津贴方
式拨给家长，如果政府能增加拨款
并将部分款项导向业者，减轻人力
和其他方面成本负担，这也有助于
减轻家长需负担的费用。
　　她建议，幼稚园课程可建立
在较健全的小学制度上，幼稚园
二年级可规划成教育部“小学前”
（pre-primary）课程的一部分，以
确保所有孩童进入小学前，都能负
担得起并有机会接触到内容完善的
教育。
　　邱金珠也是学前教育中心Pre-
school for Multiple Intelligences的创
办人。
　　在师生比率方面，排名10名以
内的国家，每名学前教师照顾的孩

童介于5到11人，新加坡教师则需
同时照顾20名学生。
　　在“可负担性”和“供应”方
面，我国分别排名第21名和25名。
　　整体排行前三名依次是芬兰、
瑞典和挪威。韩国第十，是排名最
高的亚洲国家。
　　报告指出，国家愈富裕，愈有
可能提供可负担得起的学前教育环
境。这同时反映了这些国家不论是
在文化或政治上都非常重视学前教
育。但是在这方面，我国表现一
般，人均收入虽高但有效为弱势家
庭提供津贴却有限，而个别学校水
准也参差不齐。
　　和我国面对同样问题的发达国
家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
　　另一方面，不少相关研究报告
显示，政府为学前教育作出的投资
与孩童成年后的收入和社会利益之
间有直接关系。
　　经济学人信息部分析师苏雷士

引述这些报告说：“一部分的回报
可在孩童身上看到，他们一生中的
收入将增加，更重要的是日后得用
在补救的花费、犯罪率和对社会福
利的依赖将减少，整体社会将从中
获益。政府在这方面的年回报率是
8％到17％。”
　　职总优儿学府总裁陈智诚针对
报告受访时说，和四年前相比，本
地学前教育的环境大有改进，全岛
增设了200多家新托儿所，另有200
家新中心在计划当中。但是，人力
资源是学前教育领域的瓶颈，他因
此希望各单位提升这个领域的就业
和升迁机会。
　　教育服务雇员联合会执行秘书
洪鼎基则相信，提升这份工作的专
业形象，有助于改善情况。
　　他说：“不论是公众、业者或
政府，都应认同学前教育工作者的
薪金，应与拥有相同学历、从事其
他行业者的同等。”

全球调查：我国学前教育　师资要求较低
调查引起本地学前教育
专家的关注，他们呼吁
政府投入更多资源，提
升学前教育课程以及师
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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