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装置艺术展
（全天，至9月11日，福康宁山公园大楼前（斜坡一
带的园地），免费）
新加坡雕塑协会与福康宁园林局联办，展出22名会员
以不同媒体的巧思妙作与观众同乐。
电话：9763 3010
网址：www.sculpturesociety.org.sg

“45年光影”阿巴斯摄影回顾展
（10时－18时，至9月18日，国家博物馆底层第2展
馆，史丹福路，门票：4元）
摄影大师阿巴斯首个大型个展，涵盖他45年来的经典
作品，包括以九个主题划分的130张黑白照。
电话：6332 4427／4429

“滨海月婵娟”陈更生剪纸艺术展
（10时－20时30分，至9月25日，滨海艺术中心3楼
Community Wall（靠近图书馆），免费）
电话：9732 6779

总统府开放日
（8时30分－18时，总统府，收费：公民及永久居民
免费，游客1元）
中华中学和培青学校的铜乐队将演奏乐曲，人民协会
也会在场呈献马来舞蹈表演。纳丹总统将最后一次以
总统身份与民同乐。

月圆河畔庆中秋
（17时－23时（周末至午夜12时），至9月12日，新
加坡河畔克拉码头，免费）
由《联合早报》、《联合晚报》、《新明日报》和艺
心创意公司联合举办。灯会从Central购物中心一直延
伸到亮阁，其他活动还有包括如民俗知识展、各项比
赛、穿传统服装照相、猜灯谜、亚洲美食街等。

王杭娟越剧说唱会
（19时30分，华族戏曲博物馆，干达哈街 (Kandahar 
Street)，收费：5元）
华族戏曲博物馆与东区越剧推广中心联办。
电话：62923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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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强、曾传兴师生
《神话·纸新娘》油画联展
（10时30分－20时30分，至9月11日，兴艺东方艺术
品中心，百利宫4楼8号，乌节路，免费）
电话：6738 4380

柬埔寨印象画展
（11时－19时，最后一天，新闻、通讯及艺术部大厦
雅殿，禧街，免费）
中华美术研究会主办，展出16名画家在柬埔寨的写
生，通过油彩、水墨、水彩、混合媒体等呈献的作品。
电话：6733 3822　　

新加坡美术馆展览
（10时－19时（周五至21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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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t Garden”儿童艺术展：最后一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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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跳舞的太阳能花朵，以
及用纸张制成的鲜艳水果等。
◆先驱画家刘抗百岁冥诞作品大展：至10月16日，
国家美术馆主办，展品分别来自国家文物局、国大博
物馆和刘抗家人的收藏。
电话：6332 3222
网址：www.singaporeartmuseum.sg

新加坡集邮馆展览
（9时－19时，周一13时开始，哥里门街，门票：成
人5元，12岁以下儿童、学生、乐龄者免费）
◆“兔子仙境”邮票展（至9月）
◆“珍邮记忆－孙中山与辛亥革命”邮票展：至9月18
日，在晚晴园和新加坡集邮馆邀请下，收藏家孟昭隆
把用了25年收藏的孙中山邮票带到新加坡展出，让大
家有机会借助邮票认识辛亥革命那段历史。
◆新加坡航空业100周年纪念邮展：至9月30日，通
过展览集邮馆永久性馆收藏的约80枚邮票、首日封和
明信片，以及私人收藏的60个民航与军机模型，还有
四顶战斗机机师所戴的头盔，让公众回顾这段辉煌的
航空交通史。
电话：6337 3888

　　学习英语，对中国的
社会及经济发展有什么帮
助？中国共产党为栽培人
才采取怎么样的策略？中
国高等学府的近代发展有
何特征，未来将面对什么
挑战？
　　六名来自新闻、通讯
及艺术部、环境及水源
部、教育部及总理公署的
公务员昨日获颁连瀛洲纪
念奖学金，将前往中国高
等学府进行交流，并访问
相关政府部门，深入探讨
一系列课题。
　　前副总理黄根成昨日
首次以连瀛洲纪念奖学金
理事会主席的身份，在
2011年奖学金计划开幕
典礼上致词。他强调，新
中两国的合作关系密不可
分，尤其是面对不明朗的
经济局势时。
　　黄根成说：“欧美国
家爆发债务危机及经济放

缓状况，中国和新加坡无
法置身度外。在这不稳定
的国际环境里，我希望两
国继续紧密合作。”
　　这些奖学金得主由公
共服务部门精挑细选出
来，他们将在接下来的一
年内，访问中国的相关政
府部门及高等学府，剖析
解读个别钻研的课题。
　　奖学金得主是环境及
水源部副常任秘书（政
策）陈慧、总理公署国家
安全协调秘书处处长郭柄
汛、新闻、通讯及艺术部
高级司长（产业及艺术）
廖俊文、教育部学校规划
与分配司司长林慧质、教
育部人事司长吕正扬、教
育部副常任秘书（政策）
黄子鹏。
　　吕正扬表示，他感兴
趣于中国共产党为网罗及
栽培人才而实行的措施。
　　他认为，中国政府在
栽培未来领导方面，可供
我国学习的地方有很多，

陈紫筠　报道

六名连瀛洲纪念奖学金得主是郭柄汛（左起）、黄子鹏、吕正扬、廖俊文、陈慧和林慧质。（蔡婉婷摄）

尤其是如何录取公务员、
所采取的栽培计划等。学
成归来后，他将学以致
用，把学习成果运用在人
事部门的事务上。
　　连瀛洲纪念奖学金
于2007年启动，由连氏
基金赞助1000万元奖学

金，为新中两国具有潜质
的优秀人才而设。今年参
与计划的我国政府官员是
第二批赴中国考察的奖学
金得主。
　　连瀛洲纪念奖学金理
事会原主席严崇涛本月卸
任，由黄根成取代，履行

为期三年的任期。中国大
使魏苇昨日也出席了开幕
典礼。
　　黄根成在5月大选结
束后不久，卸下副总理职
务，过后一直保持低调。
　　问及最近的动向，黄
根成说，近来全心投入为

居民服务。
　　至于坊间传他有可能
担任国会议长的消息，他
不作回应，只是笑着说：
“不需要等太久就能知道
答案了，因为10月即将
到来。”

ziyun@sph.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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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颁连瀛洲纪念奖学金

六高级公务员将赴中国考察
前副总理黄根成昨日首次以连瀛洲
纪念奖学金理事会主席的身份，在
2011年奖学金计划开幕典礼上致
词。他强调，新中两国的合作关系
密不可分，尤其是面对不明朗的经
济局势时。

民主党党选

游润恬　报道

　　新加坡民主党选出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
徐顺全博士保留秘书长职位、正副主席换人。
　　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五月大选前夕入党
并让不少选民眼前一亮的“生力军”洪永元医
生（56岁）和李娟（34岁），并没有进入中
委。
　　他们和陈如斯（57岁）及文森·维基新雅
博士（Vincent Wijeysingha，40岁）所组成的荷
兰—武吉知马集选区团队，在大选所取得的得
票率近四成，是党内表现优秀的竞选团队。陈
如斯一个多月前辞去民主党党籍以便角逐总统
选举。他在上周末以25％的得票率落败。
　　民主党在上周四（25日）举行全体党员大
会并推选出新一届中委。新中委名单在网站公
布。中委任期两年。
　　徐顺全（49岁）和陈两裕（49岁）保留
秘书长和助理秘书长职位。陈两裕在今年五月
的全国大选出征三巴旺集选区。
　　莫哈末佐菲里（Mohamed Jufrie，60
岁）取代甘迪安巴南（Gandhi Ambalan，67
岁）出任主席。莫哈末佐菲里是资深政坛人
物，曾四次代表不同反对党参选。他上世纪80
年代是工人党中委成员，1988年“跳槽”到
民主党，1991年重回工人党，过后又回归民
主党。
　　甘迪安巴南曾在1997年和2001年两次代
表民主党参选。他从2007年起担任主席，曾
多次与徐顺全参与非法集会等“公民抗命”活
动。
　　去年底入党的前政治拘留犯钟金全（64
岁）取代杨柱良（52岁）为副主席。杨柱良以
普通中委成员身份留在中委。
　　文森在大选前夕被纳入中委并担任助理财
政职位。他现在升作财政。
　　中委其他成员包括徐淑真（45岁）、伊萨
（Mohd Isa，53岁）、桑达西迈（Sadasivam 
Veriyah，58岁）等。
　　民主党在网上公布新中委名单时写道，五
月大选过后，党吸引到很多新党员和义工，党
因此要扩大管理架构，以便更好地善用人手。
　　这个管理架构将分成几个负责不同任务的
单位，包括社区服务、培训、政策研究、对外
沟通、基层运作和筹款。

主席：莫哈末佐菲里
副主席：甘迪安巴南
秘书长：徐顺全博士
助理秘书长：陈两裕
财政：文森·维基新雅博士
助理财政：刘约翰（音译）
中委：徐淑真、伊萨、桑达西迈、杨柱良等

yewlt@sph.com.sg

民主党新中委会名单

　　警方于本月22日和
23日两天，逮捕八名越
南籍嫌犯，他们相信在全
岛干下数起偷窃案。
　　其中一名45岁的越
南男子更是在本月23日
登机离境前一秒，在樟宜
机场被警方截获归案。
　　随后警方从这名嫌犯
携带的物件中，搜获17
台智能手机、三台MP3
音乐播放器及约2200元
现金。这些相信都是偷
来的赃物，总值超过1万
5000元。
　　警方自今年7月起，

陆续接到约20起商店失
窃的报案，分布在牛车
水、武吉士、乌节路等全
岛多个地点，受害者多是
在公共场所没有留意所携
带物品，遗失的物件包括
手机、手袋和钱包等。
　　接获报案后，来自东
陵警署、勿洛警署和中央
警署的警员展开调查，迅
速确定了嫌犯的身份特
征，随后在8月22日下午
4时15分左右，于哥里门
街的一家购物中心内逮捕
两名男子和五名女子，他
们均来自越南，年龄最大

的47岁，年纪最小的才
17岁。
　　目前，警方正在联络
受害者，以归还这些被偷
的财物。
　　本月22日被捕的七
名嫌犯已于昨天在共谋偷
窃罪名下被控上法庭，而
在机场被警方抓获的45
岁男子则在今天面控。
　　根据法令，共谋偷窃
罪一旦成立，可被判监禁
最长7年和罚款。　　
　　警方提醒公众在公共
场所保持警惕，随时留意
随身携带的钱包物件。

警方逮捕
嫌犯后，
搜获多台
智能手机
和赃款，
目前正在
联络受害
者，以归
还财物。
（警方提
供）

八越南人涉数起偷窃案被捕

洪永元李娟
没有进入中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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