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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无止境地使用能
源，因此要不断地生产能
源。于是，100年后，我
们看到地球上多处建造工
厂、洪水泛滥，感觉到气
温升高，嗅到隐约的烧焦
味。
　　国立教育学院今年初
与资讯通信发展管理局
合作设立了“未来课室
3.0”（Classroom of the 
Future 3.0）。这个未来
课室设于国立教育学院，
以环球气候变化为内容，
再通过不同场景设计的展
览厅来展出未来在各个角
落可能出现的新教学科
技，还有新学习方式。
　　以上所描述的情景就
是访客走进其中一个展示
厅“气候体验中心”时，
可能经历的四维体验，这
是为了让学生了解现在若
过度消耗能源，对百年后
的地球所造成的影响。
　　未来课室3.0有四个
展览厅，包括以家里的客
厅、外面的咖啡座、气候
体验中心和课室为场景来
设计。
　　国立教育学院副院长
（教学法发展与创新）黄
修群副教授就说：“我们
未来的课室，将是整个世
界。我们的课室将是一个
环球课室。我们随时、随
地都能学习。”
　　除了展示本地研发的
资讯通信科技，这个未来
课室的宗旨，包括启发教

师和决策者来改善学生的
学习体验。
　　“未来课室”概念分
别在2005年和2008年推
出1.0和2.0版。
　　“未来课室3.0”的
其中一个特点在于强调合
作式学习，例如身处在不
同国家的学生，可通过视
频跟其他国家的学生一起
呈现作业内容、学生通过
互动式桌面显示系统把各
自收集到的资料相互传
阅。
　　“未来课室3.0”也
展出了一些目前还未存在
的科技，如输入图片或整
篇文章就能启动、整理和
分析搜索资料的搜寻引
擎。
　　这个未来课室上个星
期四迎来20多名圣若瑟
国际书院的师生，他们是
首批学生访客。学生参观
时都非常投入，频频发问
有关环保的问题。
　　12岁的娜美雅说，
她最喜欢气候体验中心，
“因为我能预见到未来可
能发生的事情，处于现代
的我们，可以协助扭转趋
势。”
　　到访的教师也备受
启发，六年级教师科尔
曼（Emma Coleman）
说，这些展现的科技能把
来自不同国家和专业的专
家聚集一起上课，可跨越
各个学校和国家。
　　她指出，学生若能从
小就接触不同国家的知识
和人，将有助他们扩大视
野。

●学生未来可能在校外的咖啡座，用

互动式桌面点菜，还可以把收集到

的作业资料通过这个平台传送到其

他人的平板电脑，一起讨论功课。

咖啡座
●他们在互动式桌面搜索时，可输入

图片或整篇文章来启动新一代搜寻

引擎，搜寻引擎会分析和整理结果。

课室
●学生可通过视频跟不同国家的学

生分享专题作业成果，即使语言

不通，也可通过即时翻译沟通。

课堂上也可邀请来自不同领域的

专家，通过视频讲课。

气候体验中心
●学生用平板电脑调整地球使用和

生产的能量，荧光屏会展出这些

消耗能量在100年后对地球气候的

影响，让学生通过四种感官体验

这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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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课室3.0”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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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求与时并进，战备军人协
会每五年都会进行检讨，部署未
来的发展计划。今年的检讨工作
将在近期内完成。
　　协会去年4月开始向战备军
人收集反馈，了解他们的兴趣以
提升协会的服务与设施。
　　国防部兼教育部政务部长黄
循财昨天出席战备军人协会40
周年的庆祝活动时，向在场的会
员透露检讨工作的进展。
　　领导这次检讨工作的黄循
财，也是战备军人协会会长。他
致词时说，协会目前已通过网上
调查、访问以及小组讨论方式，

向1800名战备军人收集意见。
　　检讨委员会将根据他们的意
见提升协会的素质，确保协会推
出的服务与节目与时并进，俱乐
部设施能满足会员的需求。协会
也将继续举办活动，促进会员的
交流。检讨工作的建议预料将在
几个月内公布。
　　战备军人协会在2001年第
一次进行检讨，上一轮检讨在
2006年展开。检讨委员会曾根
据年轻会员的喜好，为他们成立
兴趣小组。
　　黄循财致词时说，协会的成
立来自已故副总理吴庆瑞的建
议，其宗旨是肯定军人的贡献，
凝聚团队情谊。
　　协会这些年来不断发展，目

前已拥有五个俱乐部。坐落在榜
鹅的新俱乐部预计在2015年落
成。协会将继续改进，把发展推
向高峰。
　　战备军人协会副会长林清耀
准将受访时说，协会为军人提供
交流的平台。以每年举办的战备
军协新加坡湾跑步大会和陆军半
程马拉松为例，它是许多军人的
集体回忆。
　　为庆祝成立40周年，战备
军人协会为会员与其家人准备一
系列的娱乐、体育以及亲家庭活
动，包括电影播映会、体育竞
赛、派对等。
　　其中一项新活动是4万米攀
岩活动。参与者将在9月间举办
的六天活动中，合力完成4万米

的距离，为慈善筹款。
　　庆祝活动将举行至明年1
月。这段期间，会员到指定的零
售商消费时能享有优待。他们也
能到面簿网页SAFRA Facebook
上载战备军协的活动照，并有机
会获得奖品。
　　拉开帷幕的庆祝活动是《马
达加斯加3: 欧洲大围捕》播映
会。昨天有超过1000名会员与
其家人受邀到乌节路的戏院观赏
电影。接下来，将有另九部电影
的播映会。
　　公众可上网www.safra.sg
查询各庆祝活动的详情。
　　战备军人协会有超过20万
名会员，其中包括战备军人的家
属。

每五年一次　　军协检讨工作近期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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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自小就居住在哥
南亚逸，但明智中学中三
生李思敏却没有特别留意
身边的景物，更别说认识
区内有历史意义的建筑物
了。
　　但自从和学校里另六
名同学一起参与“哥南亚
逸文化遗产径”研究工作
后，李思敏对自己居住的
邻里有更深入的了解。
　　她负责研究位于实
龙岗路的新中国汽水公
司（National Aerated 
Water Company），并
为本地曾经生产汽水，包
括她爱喝的Kickapoo汽水
而感到惊喜。
　　她和同学们多月来
的努力昨天开花结果，
“ 哥 南 亚 逸 文 化 遗 产
径”昨天由新闻、通讯及
艺术部长雅国博士正式推
出。
　　“哥南亚逸文化遗产

径”将带领参与者，走访
六个具有历史、文化或宗
教意义的地点，包括前实
龙岗消防局、新中国汽水
公司和前民防部队总部
等。
　　另一名参与文化遗产
径研究工作的是中三生贺
诗玛，她在深入了解区内
不同建筑物的历史后，从
它们如何能够顺应时代变
迁、在不同阶段用作不同
用途中体会到本地历史的
丰富。
　　她说：“这也反映了
国家进步的步伐。”
　　明智中学的学生除了
负责幕后的研究工作，也
将担任“文化使者”，定
期带领居民走访这些地
方。
　　这项计划得到哥南亚
逸民众俱乐部青年执行委
员会的支持。
　　雅国博士昨天在推
介仪式上回忆说，他在
1997年刚到该区担任议
员时，就听闻穿过这一带

的加冷河两旁有许多伐木
厂，可是现在，它们已搬
到遥远的克兰芝去了。
　　他说：“希望通过这
个文化遗产径，你们和身
边的年轻人能更常到区内
不同角落走动，与不同的
人交谈、分享各自的故
事。”
　　雅国也说，他希望哥
南亚逸文化遗产径能起着
抛砖引玉的作用，鼓励
更多区内居民参与“新
忆工程”（Singapore 
Memory Project）的筹
备工作。
　　为配合2015年的新
加坡建国50年纪念，新
闻、通讯及艺术部发起了
“新忆工程”计划，目
标是在2015年之前收集
到500万个国人的个人记
忆。
　　雅国说：“我们不是
为了新加坡的官方故事做
准备，而是为了谱写由国
人经历拼凑而成的共同回
忆。”

明智中学的学生深入研究哥南亚逸一带的历史后，推出了“哥南亚逸文化遗
产径”，他们希望让区内居民更熟悉自己生活的环境，了解区内历史。

（何家俊摄）

参与文化遗产径研究
学生感受实龙岗丰富历史

四维体验　即时互动
国立教育学院出现“未来课室”

我最喜欢气候体验中心，因为我
能预见到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

处于现代的我们，可以协助扭转趋势。
——学生娜美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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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玉枝（48岁）在十年里三次患乳
癌，三次都战胜病魔。即使要切除乳房，
她也不以为意，始终秉持着“活着最重
要”的信念。
　　配合世界癌症幸存者日（每年6月
的第一个星期天），国立癌症中心昨天
在圣占姆士发电厂（St James Power 
Station）举行庆祝活动，吸引了约300名
癌症病患、已康复者和他们的家人出席。
许玉枝是其中一人。
　　许玉枝在2000年首次被诊断左边乳房
患第三期乳癌。她切除肿瘤、进行电疗和
化疗的几个月后，在2002年右边乳房被诊
断患第一期乳癌。这次，医生也切除了肿
瘤，许玉枝再次进行电疗。
　　许玉枝说，最令她受不了的是化疗的
过程，她形容那是“生不如死”。
　　她说：“化疗后，我全身骨头酸到要
断掉，一直呕吐，把胆汁都吐出来了，没
胃口，头很晕。”
　　除了脱发，她还瘦了十多公斤。她
说，她每三周化疗一次，化疗后，她总要
辛苦一个星期，休息两个星期后又再化
疗，心里不免产生恐惧感。
　　过后的八年，她正常生活。在2010
年，癌症再次上门。就在她生日当天，自
己检查乳房时，摸到左边乳房有个花生粒
大小的硬块。她的心情顿时陷入谷底，心
想：“今天我生日，为什么又送这个礼物
给我？”
　　医生证实，她的左乳再次患癌。为了

避免另一个乳房也患癌，她动手术切除了
两个乳房，还进行乳房重塑手术。她说，
做这个决定并不困难，因为对她来说，
“命才重要”。
　　许玉枝谈到如何度过这个困难时期时
说：“我有一个信念，就是活下去，还有
一个目标，就是维系完整的家庭。”
　　她指出，丈夫给予她最大的支持，他
在她生病时会帮她清洗伤口，即使伤口发
炎、生脓，也没有推辞。在她化疗后，只
剩下几撮头发时，是丈夫为她剃头。
　　由于她之前患乳癌，卵巢将来患癌的
风险高，因此去年她接受了医生的建议，
动手术切除卵巢。许玉枝说，她身上多处
伤疤，但丈夫始终没有嫌弃。
　　许玉枝目前在蛋糕店兼职包装饼盒，
也经常参加乳癌基金会乳癌病患互助小组
活动，通过自己的经历，帮助其他乳癌患
者克服困难。
　　即使接下来再患上其他种癌症，许玉
枝说，她也会乐观面对，不会放弃，因为
没什么比“活下去”更重要。
　　以乳癌为例，国立癌症中心的数据显
示，从2004年到2010年在该中心接受治
疗的约6000名妇女中，截至去年，幸存者
达84％。
　　乳癌是本地女性中最普遍的癌症，每
年有约1400名妇女被诊断患上乳癌。
　　国立癌症中心肿瘤内科高级顾问医生
叶咏心说，他们总是希望癌症病患接受治
疗后会好好地照顾自己、定期回医院复
诊，但以上病人存活率的数据也意味着，
病人不需过于悲观，他们还是能取得不错
的康复结果。

　　中心去年也为乳癌幸存者推出一项新
计划，除了一般的肿瘤外科医生问诊服
务，一组受过专业训练的护士，也会教导
他们如何改善生活方式、饮食或运动来增

强健康。
　　为了纪念已过世的前国立癌症中心病
人妹妹，一名许姓女士捐了3万元，赞助
一个“希望之树”雕刻。这个雕刻代表了

病人对抗癌症时坚韧不拔、勇敢的精神。
　　卫生部政务部长许连碹博士昨天在活
动上为这个雕刻揭幕。雕刻将在国立癌症
中心展出。

三患乳癌  她没有被击倒

许玉枝勇敢对抗病魔，只为了要活下去，维系一个完整的家庭，跟丈夫郭爱（中）、儿子郭建荣（后）和女儿郭思彤（右）共
享天伦之乐。（谢智扬摄）

　　公益长跑POSB PAssion Run for 
Kids即将在今年9月举行，并将是首个
途径滨海湾花园的长跑活动。
　　这个迈入第四年的公益活动是由储
蓄银行及人民协会主办，估计可吸引超
过8000人参加，包括3000名儿童。
　　活动将在9月16日举行，并将以
滨海湾中央岬（Promontory @ Marina 
Bay）为起点。
　　公众可报名参加不同距离的长跑项
目：10公里成人竞赛、专为儿童而设的
800公尺或1.2公里竞赛还是适合一家大

小的3.5公里家庭漫步。
　　参与竞赛的得奖者将可各获得最高
达300元的奖金。
　　要是参加10公里的成人竞赛，部分
赛道将穿越景色怡人的滨海湾花园。该
花园将在本月底开幕。
　　去年的公益长跑为有需要的孩童筹
得38万元善款。
　　想要报名参加今年竞赛的公众，可
到储蓄银行的网站www.posb.com.sg/
runforkids查询详情。

首个途径滨海湾花园活动

公益长跑9月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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