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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农历新年，新加坡博彩
公司今年再次推出奖金总额高达
1500万元的双重多多大奖，开彩
地点改在博彩公司的新办公楼。
　　今年的500万元团圆多多大奖
将在下个月8日（星期五）晚上9
时30分开彩，1000万元红包多多
大奖则在同月22日（星期五）晚
上9时30分开彩。
　　团圆多多大奖是在农历新年
千万红包大奖的基础上另外推出
的特别多多奖。虽是500万元大
奖，但去年奖金累积至700多万
元。红包大奖则进入第14个年头，

去年最后累积奖金为1004万元。
　　新加坡博彩公司昨天宣布两
个大奖的开彩日期和下注细节，
今年的两个大奖都在位于密驼路
210号的博彩公司总行举行。
　　为方便顾客下注，博彩公司
也推出团圆大奖和红包大奖的10
元彩包，另外红包大奖还有228元
的彩包。

下注详情：
500万元团圆多多
�1月31日下午6时10分开始，可

同时下注2月4日的多多和团圆

多多。
�只下注团圆多多，可从2月4日

下午6时10分开始。
�2月8日晚上9时下注截止，晚上

9时30分开彩。

1000万元红包多多
�2月14日下午6时10分开始，可

同时下注2月18日的多多和红包
多多。

�只下注红包多多，可从2月18日
下午6时10分开始。

�2月22日晚上9时下注截止，晚
上9时30分开彩。

1500万元新春双重多多大奖下月推出

杨漾　报道
yangyang@sph.com.sg

　　裕廊中区将兴建首个公共网球
场，招标工作目前已完成，预计最
快年底竣工。它也是裕廊区首个社
区网球场。
　　裕廊集选区议员洪维能昨天
在记者会上介绍裕廊中区概况及
发展时说，这个工程是邻区更
新计划（Neighbourhood�Renewal�
Programme，简称NRP）的一部
分，球场建在裕廊东32街第311至
316座组屋一带。
　　洪维能说，在邻区更新计划
下，基层原本有意兴建篮球场，但
很多居民反映说区内的篮球场已足
够，而网球场是更理想的选择。他
说：“建屋发展局起初对这个建议
比较犹豫，因为从未有邻里社区在
该计划下建网球场，但由于居民反
应十分热烈，经过一番讨论后终于
同意了。”
　　裕廊中E分区居民委员会主席
彭星元说：“一般公寓才会有网球

场，许多居民都希望能在邻里社区
也建造网球场，提升社区环境的质
量，同时有更多样化的运动设施供
他们选择。现在愿望达成了，他们
都很开心。”
　　网球场将由裕廊市镇理事会管
理，居委会负责居民租用球场的事
宜。
　　洪维能在2011年全国大选当选
后负责裕廊中区的基层工作，带
领基层领袖以“用心聆听、用心
服务”的宗旨来服务居民。自2011
年5月至今，基层组织已收集超过
1500个居民意见和建议，并积极采
纳可行的建议。
　　裕廊中区共有3万5427个居
民，三成年龄在50岁以上，并有
9657个住家单位，超过九成是公共
住屋。
　　在硬体设施方面，丰嘉中学附
近将增建有盖走道，区内106家邻
里商店也有意展开“为商店重新注
入活力（Revitalisation�of�Shops，简
称ROS）计划，该计划目前已获近
半数业者支持。

为有需要居民 
推出多项援助计划
　　洪维能也与基层携手为区内有
需要家庭推出多项援助计划。
　　住裕廊东32街租赁租屋的张伯
荣（60岁），因中风导致行动不
便，由于经济问题，他买不起床，
索性只睡床褥，但每次躺下或起身
都非常麻烦。昨天，他收到一份来
自基层组织的新年礼物——崭新单
人床，让他以后要休息时更方便。
　　张伯荣和其他461户人家，
在去年中陆续搬入裕廊东32街第
373和374两座租赁组屋，这是裕
廊中区第一次建造租赁租屋。基
层组织注意到申请社区关怀计划
（ComCare）的人数越来越多。
　　为进一步帮助有需要居民，基
层组织推出“援手计划”（Project�
Helping�Hands），目前已筹得8万
5700元善款，为有需要的居民添购
基本家居用品如电饭锅和炉灶，并
定期分发食物。
　　计划推出至今，已有12户家庭
受惠，他们分别获得14件家庭用品
和家具。
　　除了“援手计划”，基层组
织也发动区内五所学校学生和居
民一同参与“饮水思源献爱心”
（Project�LOVE）计划，为有需要家
庭送上食物礼包或礼品。到今年2

月为止，预计将有545户家庭受惠。

易华仁将与居民展开对话会
　　洪维能说，区内有需要家庭大
约有600户，其中大多数来自两座

租赁组屋。
　　他说：“我们做家访时也发现
一些住四房式组屋的居民也需要帮
助。这些家庭的一家之主可能在某
段时间失业，导致家里没有收入，

我们也会尽力减轻他们的负担。”
　　总理公署部长兼贸工部及内政
部第二部长易华仁将在来临星期天
访问裕廊中区，了解该区的发展情
况，并与居民举行对话会。

裕廊中居民希望区内有公共网球场，基层组织听取居民的意见，争取在邻区更新计划下兴建网球场，预计最快
在年底竣工。（构想图由裕廊中区基层提供）

预计年底竣工

裕廊中区将兴建首个公共网球场
裕廊中E分区居民委员会主席彭星元表示，许多居
民都希望能在邻里社区也建造网球场，提升社区环
境的质量，同时有更多样化的运动设施供他们选
择。因此，居民也对愿望能达成感到开心。

简  讯

警方吁目击者提供 
武吉知马车祸详情
　　武吉知马高速公路日前发
生一起电单车与汽车相撞的车
祸，电单车女乘客送院急救，
一个星期后伤重不治。
　　这起致命车祸发生在本月
19日晚上10时20分左右，地点
是武吉知马高速公路朝兀兰关
卡的方向，在兀兰3道出口之
后。
　　当时，行驶在事发路段的
一辆电单车和一辆汽车不知何
故相撞，造成49岁华族男骑士
手部擦伤，后座的47岁华族女
乘客则头部受伤。两人在清醒
情况下送入邱德拔医院接受治
疗。女乘客因伤势严重，于上
星期六不治身亡。
　　男骑士和26岁马来女汽车
司机目前在协助警方调查。
警方吁请目击者拨打1800－
5471818提供线索。

李蕙心　报道
hueyshin@sph.com.sg

　　本地美食辣椒螃蟹的主角青
蟹，因为过度被捕捞导致全球产
量大减。淡马锡理工学院的研究
小组正研发人工养殖青蟹的方
法，如果研究成功，未来本地渔
场将能采用这种技术大量养殖青
蟹。
　　青蟹（mud�crab）肉质鲜美，
无论是辣炒或用汤熬煮都一样美
味，深受饕客喜爱，但也正因为
如此，东南亚渔民大量捕捞，导
致近几年来青蟹数量锐减。
　　联合国食品与农业组织去
年的数据显示，2006年全球青蟹
产量高达12万公吨，到了2010年
产量下降至10万公吨，跌幅达
17％。
　　产量下降但需求不减，提高
人工养殖青蟹的效率可能有助于

解决这个问题。
　　淡马锡工院应用科学院水产
养殖研究室经理韦国良博士率领
的小组，从去年11月展开人工养
殖青蟹的研究。他受访时说，只
有20％的青蟹幼苗能顺利长成小
螃蟹，养殖成功的关键在于生长
环境。
　　韦国良举例说，鱼的排物泄
物会产生氨（ammonia），经生
物过滤器过滤后氨转化成硝酸盐
（nitrate），若含量过高将对生物
有害。一般做法是把部分脏水排
掉，然后添加干净的水，但经常
换水会对鱼造成压力，甚至导致
鱼死亡。他说，养殖青蟹也面对
同样的挑战。
　　为了提高青蟹的存活率，研
究小组在水缸里培植绿藻以吸收
硝酸盐，保持水质干净，免去换水
的麻烦，缸里的青蟹也不会受到
干扰。小组也计划在缸里放入浮

游生物（plankton）食用绿藻，确
保绿藻不会过度繁殖，浮游生物
同时也是青蟹的饲料，一举两得。
　　研究小组希望，新养殖方法
能把青蟹幼苗的存活率提高40％。
　　这项研究预计为期两年，如果
研究成功，还可发展成大型商业规
模。到时，小蟹供应将更稳定，也
不会导致青蟹被过度捕捞。
　　圣淘沙名胜世界护洋基金
（RWS�Marine�Life�Fund）昨天宣
布，拨款2万元给研究小组做为第
一年的研究经费。负责护养基金
的名胜世界海洋生物园教育与保
育总监古必胜在记者会上说，护
养基金将在一年后检讨研究进度
后考虑是否再拨款。
　　该基金也将资助本地海洋保
护组织Youths� for� the�Wild，从3月
16日至23日在海洋生物园举办活
动，向公众宣导海洋生物保育知
识。

胡洁梅　报道
ohkm@sph.com.sg

　　罪案现场曾是易多乐斯（33
岁）常去的地方，如今这名服务
11年的前警务人员执起教鞭走入
教室，想以阅历丰富学生的学习
过程。
　　国立教育学院昨天为317名教
师举行就职典礼，中途专业的易
多乐斯是其中一人。除了新晋教
师，获得毕业证书的教师还包括
24名修读教育学士课程的在职教
师，他们也是完成该课程的第二
届学生。教育学士课程是供无大
学学历的小学教师修读的兼职课
程。
　　人力部兼教育部高级政务次
长贺华吉致词说：“教师对学生

的影响力深远，即使在学生踏出
社会后。好教师能带给学生长远
的良好影响……因此培训教师须
协助他们掌握适当的价值观、知
识与技能，好让他们应付培育学
生的挑战。”
　　他指出，国立教育学院的课
程获得国际肯定。澳大利亚昆士
兰的教育学院最近一项调查就将
我国的国立教育学院列为其中一
家拥有最佳作业方式的教师培育
机构。

加强教师价值观教育
　　国立教育学院院长李盛光
教授也强调价值观的重要。他
指出，灌输价值观是教育重要一
环。教师培训也会加强有关价值
观的教育，这包括培养教师的身
份认同及鼓励他们在社会和自己
的专业领域里作出贡献。
　　服役后加入警察部队的易多
乐斯没忘记儿时要当教师的志
愿。他在新跃大学考获英文学士
学位后到英国进修。他是康柏中

学的英文与文学教师。为了让学
习更有趣，他会与学生分享工作
经验，并适当地融入教学，例如
进行角色扮演让学生当侦探、书
写警方报告等。
　　东景小学教师王兴晖（39
岁）则通过进修考获教育学士学
位。执教鞭10年的他说：“课程
着重新教学法，这可帮助我提升
知识，在教育的道路上能与时并
进。”
　　音乐教师韩慧萍（26岁）也
认为，教师须不断充实自己。原
本持教育专业文凭的她执教两年
后重返校园修读学士课程，增进
专业知识。
　　本地现在有超过3万3000名
教师。教育部曾透露要壮大教师
团队，把人数从2006年的2万6000
人，增加至2015年的3万3000人，
它去年已达成目标。教育部受
询时说，聘请的教师人数每年各
异，但教育部仍会继续聘请拥有
理想条件、价值观与能力的人选
当教师。

教师就职典礼　317人执起教鞭

英文教师易多乐斯（左）离开
警察部队后拿起教鞭；而音乐教
师韩慧萍通过进修增进专业知
识，他们对栽培年轻一代充满热
忱。�（海峡时报）

解决过度捕捞问题

淡马锡工院研发人工养殖青蟹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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