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黎远漪　报道
yuanyi@sph.com.sg

　　一名活跃于基层23年的基层领
袖，七年前注册成为证婚人后，不
但见证了781对情侣共结连理，她
那随时都绽放的温暖微笑，与把每
一对新人都当成自己孩子般关爱的
态度，让她获选为本届“最杰出家
庭生活领袖”。
　　58岁的彭桂香（家庭主妇）
看上去与其他安娣别无两样。她
昨天受访时笑说：“我有时候很
kaypo（好管闲事），做证婚人却
需要很严肃，所以我在2005年成
为油池家庭生活领袖（Family Life 
Champion）不久后，人民协会问我
要不要注册成为证婚人，我真的很
犹豫，因为我怕性格不适合，但最
后还是答应了。”
　　彭桂香担任证婚人这七年间，
总共见证781对情侣缔结良缘，平
均每年百多对，恰逢“结婚高峰
期”时，每天见证三至四场婚礼更
是不在话下。她是58名家庭生活领
袖证婚人中，见证最多的一位。
　　为了方便油池居民，她甚至提
出要求，并成功在油池民众俱乐部
内设立一间证婚室。
　 　 同 时 ， 她 也 不 忘 发 挥 “ 多
事”、“健谈”的本色，时不时慰
问自己见证过的新婚夫妻，甚至积
极邀请他们参加区内的亲家庭活
动，如母乳辅导课程。
　　负责油池区的蔡厝港集选区国
会议员任梓铭，昨天在记者会上为
彭桂香背书时说：“彭女士获颁本
届最杰出家庭生活领袖奖，我一点
也不惊讶，甚至还在想，凭她这23
年为这个区所付出的贡献，她是实

至名归，而且早该得奖了。”
　　来自87个选区的58名家庭生活
领袖证婚人，去年共为2945对新
人证婚，占全国结婚宣誓典礼的
13％。
　　彭桂香将在来临星期六（28
日）从任梓铭手中领取奖项。其他
获奖的家庭生活领袖包括最佳家庭
生活领袖新人奖的周丽爱、最杰出
生活领袖兴趣小组奖的李国强。
　　另一方面，人协也在记者会
上 汇 报 在 去 年 设 立 的 家 联 大 使
（Family Life Connector）计划进
展。
　　人协活跃乐龄与家庭生活署理
事长祖安清心（Joan Pereira）受访
时指出：“家联大使其实是各个区
内的义工或基层领袖。他们主要任
务是辅助、支援家庭生活领袖，举
办各类亲家庭活动，同时协助家庭
生活领袖吸引更多居民参加活动，
促进家庭生活。”
　　这个计划推出一年，已吸引
367人成为家联大使。在他们的协
助下，家庭生活领袖去年所办的亲
家庭活动数目也上升60个，至657
个活动，所触及的居民也相对增加
1万3673人，共4万5516人。
　　协会也设下目标，希望能在明
年将家联大使的人数增至500人，
同时他们也会提供培训课程，让家
联大使学习如何策划更有效益的亲
家庭活动。
　　与此同时，随着社会逐渐老龄
化，推动三代齐聚增进感情的活动
也是人协的另一重点。
　　因此，人协设下目标，希望到
了明年，每个选区内都能有个跨代
兴趣小组，帮助不同年龄层的家庭
成员巩固家庭观念，增进感情。

10 新加坡 2012年7月25日　星期三*

讲座

今日触点

如何打造第一品牌 
（陈宥全博士主讲）

如何创建卓越组织？ 
政府怎么援助？ 
（何玉珠主讲）
（19时30分－21时30分，科艺大厦
《科艺讲坛礼堂》，麦波申路150
号，免费）
老板联谊会举办。
电话：67442651

郭宝崑节：音乐剧《老九》
（周二至五：20时／周六：14时30
分、20时／星期天：14时30分，至
29日，国家图书馆三楼戏剧中心，
门票：35、42、46、50、56、66
元）
实践剧场呈献。讲述老九在追求热
爱的失传木偶表演，和领取奖学金
的光明前程之间挣扎。
售票处：SISTIC（63485555）

英语音乐剧《假凤虚凰》 
（La Cage aux Folles）
（周二至星期天：20时（周末增演
15时场），至8月4日，滨海艺术中
心剧院，门票：35－125元）

野米剧场呈献。讲述一对经营一家
夜总会的同性伴侣，其疼爱的独子
突然宣布要和一名保守派政治家的
女儿结婚，而该政治家却正计划着
如何让这家夜总会关闭，令整个夜
总会大家庭顿时闹得鸡犬不宁。
售票处：SISTIC（63485555）

“生物节律”展
（10时－18时，至8月14日，新加
坡科学馆，门票：12元，3－16岁
儿童8元）
科学馆与柏林圣三一学院联办，展

现科学与日常生活中息息相关的内
容，以及科学的独特性和优美。
电话：64252500

国家博物馆展览
（10时－18时，史丹福路）
◆乌克兰黄金珍宝展（至8月26

日，门票：11元）：乌克兰国家历
史博物馆和乌克兰历史珍品典藏馆
借出近260件文物，以乌克兰的黄
金珍宝为载体，为观众呈现东欧大
草原地区丰富独特的文化。
◆新加坡建国前之20年（至11月18
日，免费）：这项关于1945到1965

年新加坡历史面貌的展览，共分成
“战后的新加坡”、“不满情绪高
涨”、“政治觉醒”、“走向建国
之路”、“文化生活”和“合并与
分家”六个部分，图文并茂地叙述
了民众在当时经历的挑战。
电话：63323659／5642

　　悠扬的旋律在空中回荡，乌黑发亮的黑
胶唱片在电唱机上转着，乐声夹杂了唱针刮
擦唱片发出的“兹兹”声，让人仿佛回到上
世纪70年代。
　　音乐是从牛车水巴刹一间小店发出的，
里面堆满黑胶唱片、卡带、旧挂历、影视杂
志等，全都是上个世纪的产物。
　　在数码科技挂帅的今天，买黑胶唱片的
人已经越来越少，货源也不多，但老板麦礼
强（56岁）凭着自己对旧时物品的喜爱，坚
持在三年前开了这间店。
　　他告诉记者，过去30年来，他以维修古
董家具维生，可是买这种家具的人日益减
少，维修的人更少，他必须改行寻求新出
路。
　　“我搜集这些旧唱片差不多六年才开始
做生意，刚开始的时候很多东西不懂，就跟
供应商和顾客慢慢学。有些顾客会问有没有
一些唱片，我就知道什么唱片难找。也有顾
客出很高价钱要买唱片，我才知道哪些唱片

价值高。”
　　店里有3000多张唱片和300个卡带，每
个都承载了一代人的回忆和情感。曾有一名
中年妇女到他店里找一张70年代台湾歌星甄
秀珍的旧唱片，让他印象深刻。“她说她找
了很多年都找不到，她形容唱片封套的样

子，我印象中好像有这张唱片。我一从箱子
里抽出来，她看到马上就哭了。”
　　访问的一个小时里，就有三四名顾客上
门。当被问及生意如何时，他笑着说：“赚
得不多，但可以糊口啦！应该会做到去世为
止吧！”

街访街坊

演出

李蕙心　报道／摄影
hueyshin@sph.com.sg

他一从箱子里把台湾歌星甄秀珍的旧唱片
抽出来，那名女顾客马上就哭了起来。

贩卖旧时情感

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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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下午4时到昨天
下午4时，指数低过
100属可接收水平。

彭桂香为新人证婚后还时不时与他们联系，她的用心与付出获得充分认
可。（陈渊庄摄）

她是证婚最多的安娣
活跃的基层领袖彭桂香担任证婚人七年，共见证
781对情侣缔结良缘，把每一对新人都当作孩子般
关爱的态度，让她获选“最杰出家庭生活领袖”。

吴若杉　报道
wruoshan@sph.com.sg

　　提到心理卫生学院总是让人联想到
精神病患者，但对于傅绮莲来说这却是
触动她心灵的地方。
　　刚入行三年的一天晚上，傅绮莲在
病房里为病人盖被子时，一名患有失智
症的病人叫住她，傅绮莲为她盖上被
子，自己却没被子盖，她问傅绮莲是否
要共用一条被子。病人的关心与问候让
她深受感动。
　　傅绮莲说：“她谁都不认得，但竟
知道我是她护士。看见病人关心我，让
我很感动。我应该为他们付出更多。”
　　这名36岁的心理卫生学院助理护理
教育主任是今年总统护士奖得主之一。
身为一名护士、教育者和研究员，傅绮
莲协助设立心理健康教育中心，为医护
人员提供培训，并有机会与本地和美国

专家交流。她认为要培养下一代优秀的
护士，就应该做好教育工作。她说：
“我希望通过教育培养下一代护士，我
们需要一批能把圣火传下去的人。”
　　她目前在南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
院念博士学位，继续为护士提供指导。
　　除了傅绮莲，今年还有两名总统护
士奖得主，分别是中央医院的连秀美
（42岁）和竹脚妇幼医院的黄睿萍（47
岁）。
　　连秀美是中央医院助理护理处长兼
临床专科护理师，她每星期都抽出时间
到新加坡国立大学为攻读护理硕士学位
的学生讲课。连秀美也同其他护士讨论
研究出清洗伤口的新方法，她使用热水
冲日本绿茶，等它降至室温后再用来清
洗伤口。绿茶散发出的香味让病人有舒
服的感觉，为病人提供多一项清洗伤口
的选择。
　　护士生涯中，让连秀美印象深刻的

一次经历是遇到一名年轻的末期乳癌患
者。病患头皮上长了许多肿瘤，她非常
希望能在家中与家人和年幼孩子一起度
过生命中最后的日子。为完成病人最后
心愿，连秀美和同事教导病人丈夫如何
在肿瘤上放软垫子，减轻病人躺着时压
到肿瘤的疼痛，她也安排休假的护士轮
流登门照顾病人。
　　黄睿萍则在竹脚妇幼医院担任乳房
检测与治疗部门的资深临床护士长。她
受访时说，加入护士行列主要是因为父
亲患有末期肝癌，她觉得盼望无助，也
受到很大打击。因此，当卫生部招聘护
士时，她就踏上白衣天使的道路。
　　细心的黄睿萍经常观察病人病情和
情感需要。如果需要经济援助，黄睿萍
会介绍他们给社工，发现病人情绪低落
或沮丧，则会给他们介绍心理医生。
　　总统护士奖自2000年开始颁发，至
今有38人获奖。傅绮莲、连秀美和黄睿
萍昨天从总统陈庆炎博士手中接过奖
项，各获得一座奖杯、一张证书和6000
元奖金。

苏俊勇　报道
jysoh@sph.com.sg

　　东南区将发动学生收集2000公
斤的塑料瓶和铁罐，以筹集一万元
的职总平价食品券，帮助区内400
个家庭。
　　东南社区发展理事会与职总平
价基金会联办“环保有益在东南
2012”。这项计划将推行三个月，
区内学生每收到五公斤的再循环塑
料瓶和铁罐，职总平价基金会将赠
送25元的食品券给区内贫困家庭。
　　这400户人家都是东南社理会
的经济援助计划受益人，除了赠送
食品券，主办单位也计划让他们上
与理财有关的课程。
　　东南区有14所学校参与这项活

动。主办单位希望向学生传达“绿
化”及“宽厚”的信息；“绿化”
是这项活动主旨，“宽厚”则是学
生为贫困家庭筹集食品券的善举。
　　工艺教育学院也为活动尽一份
力。工教院学生耗费半年时间设计
及制造三台能收集、压碎以及列表
显示数据的绿色银行机器（Green 
Bank Machines），轮流置放在14所
学校两个星期，让学生把家里可循
环的塑料瓶和铁罐“存放”进去。
　　光华学校的黄俊荣（10岁）对
这项活动很感兴趣，因为除了能参
与环保还能帮助较贫苦的家庭，一
举两得。光华学校是参与环保活动
的14所学校之一。
　　主办单位也举行海报设计比
赛，让参与计划的学校参加。

学生善举
2000公斤瓶瓶罐罐换万元食品券

　　四年一度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即
将拉开序幕，你准备好在接下来两
周里为健儿们欢呼打气了吗？
　　新加坡这回共派出23名运动员
角逐九个项目，其中两个项目首次
派出选手参加。《逗号》推出本届
奥运会的新加坡选手点将录，让大
家对今年奥运会有更热切的期待。
　　奥运会将在英国伦敦举行，欢
迎读者跟随本期“潮流达人”到本
地各个角落寻找英式文化的踪迹，
充分感受奥运会所势必掀起的英伦
风潮！
　　从周杰伦、林俊杰、苏打绿到
五月天；人气歌手除了是流行文化
的代表，还能间接通过歌与词来引
发学生对华文的兴趣。学生报《逗
号》、《大拇指》和《小拇指》将
在8月18日（星期六）上午举办华
文教师交流会《让华文“潮”起
来》，探讨中文流行文化的价值和
力量，并说明报章新闻如何与华文
新课程手牵手，提高教学质量。
　　2012年华文教师交流会邀请函
和报名表格已陆续寄给学校，欢

迎科主任推荐教师出席，每所学校
最多三位老师参加。表格请传真到
6741 1683或电邮ccarmen@sph.com.
sg。报名截止日期为8月10日。

第25期《逗号》赶上奥运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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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名总统护士奖得主连秀美（左起）、傅绮莲和黄睿萍捧着奖杯，脸上绽放出灿烂笑容。
（程友明摄）

三白衣天使获总统护士奖

alwgoh
Highligh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