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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届新加坡全国运动会带动了社区运动
会，也吸引不少新面孔积极参与竞赛。
　　由新加坡体育理事会和人民协会联办的
首届新加坡全国运动会（Singapore National 
Games）七项运动赛事的预选赛在昨天，以
社区运动会（Community Games，原名为体
育锦标赛）的方式掀开序幕。
　　光是首天的四项运动项目，即羽球、足
球、保龄球与篮球已吸引1451人组成197支

队伍，在全岛17个地点一较高低。
　　至今已有15个群区（cluster）的8505人
组成1064支队伍，参加七项运动，即羽球、
足球、保龄球、藤球、乒乓、英式女子篮
球和篮球，共19个组别的赛项，而最终将有
约2700人组成的360支队伍脱颖而出进入决
赛。
　　加上龙舟、田径与游泳这三项将在较迟
时举行的运动项目，主办单位预计首届全运
会的10个运动项目，将吸引1万多名居民踊
跃参与。

1000多支队伍参加
　　全运会指导委员会顾问，也是贸工部政
务部长的张思乐，昨天在信佳—凯秀民众俱
乐部举行的全运会吉祥物与标志推介仪式后
受访时说：“我们有超过1000多支队伍参加
全运会，其实我们并没想到能吸引这么对队
伍参加，完全超乎了我们的想象。”
　　他说：“虽然以往的体育锦标赛能够吸
引一些队伍参与，但兴趣不高，我们希望全
运会能让它‘重生’，为它注入新的生命、
新的精神。”
　　张思乐也指出，人协与体理会给予了很
大的支持，通过重新设计运动会，将它推向
了全国性的层面，并鼓励更多队伍参与。
　　他说：“最重要的是，运动会不是为吸
引熟面孔参与，而是为鼓励任何对运动有兴
趣的公众报名。”
　　询及将为这次赛事投入多少资金，张思
乐说，他目前没法提供一个具体数目，但所
拨出的款项足够主办整个运动会与周边活
动。
　　由于这是本地首次举办全运会，属“试
点”阶段，因此只设立了10个运动项目。
　　但张思乐说，他们也会依据公众的反
馈，再根据设施等条件来做出调整，并不排
除进一步扩大未来的运动会，包括设立单项
赛事、融入更多运动项目的可能性。

吉祥物与标志出炉
　　另一方面，经过三个星期4000多人参与
的网上票选活动，全运会的吉祥物与标志终
于出炉。
　　由南洋艺术学院设计与媒体系二年级学
生杨文宇（21岁）所设计的全运会标志从35
个设计中脱颖而出，并在最后的网上投票环
节中获得了近四成投票者的支持。
　　杨文宇说：“我的设计由S、N、G，也
就是全运会的缩写组成。S看起来像一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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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名初入行的年轻教师被编排
担任普通（工艺）源流班的级任老
师，满怀理想的她用心教导他们数
学，不过她付出的努力却像是在湿
柴上点火，怎么也无法点燃学生对
学习的热忱。
　　有学生甚至对她直言：“cher
（学生对教师teacher的简称），你
何必浪费时间教导我们？我们是普
通工艺班，我们是学不来的。”

以诚意赢取学生信任
　　这名教师没有因此放弃，学生
的这番话反而激起她帮助这些学生
的决心。她花时间去了解每名学生
的家庭背景、他们缺课的原因，用
诚意感动并赢取学生对她的信任，
最终她成功让班上四分之三学生的
数学成绩翻红转黑。
　　这名执意帮助这些学术成绩较
差学生找回自信的教育工作者，就
是宏茂桥集选区议员的殷丹博士
（35岁）。
　　这名人民行动党在去年5月大选
中引进的唯一马来族女新人，在过
去近一年来，在国会上除了关注马

正当大家都在热议即将在
明年初开始收生的裕峰中
学，要如何为学术能力较
差的学生提供多一个升学
管道之际，国会议员中却
听到两把不认同把这些学
生集中在专门学校的声
音：一个来自向来积极为
特别需求学生谋福利的
摩绵加冷集选区议员潘
丽萍，另一个则是教育界
出身的宏茂桥集选区议员
殷丹博士。殷丹博士说，
她对这个课题的关注，源
自于她当年教导普通（工
艺）源流学生的经验。她
指出，按因材施教的原则
为学术成绩较差的学生设
立专门学校，或许在资源
分配和行政工作上带来方
便，但令她担心的是，这
样的安排很可能间接促使
阶级观念、精英心态在孩
子心中成形。

“社群精英主义
　并不健康”

　　向来重视互助精神的马来回教社
群，近年来出现一个令殷丹博士感到
担忧的现象：有一小部分精英分子在
取得成功后，会与社群划清关系，甚
至表明“我跟其他马来人不同”。
　　殷丹博士在受访谈到马来回教社
群中引起她关注的课题时，提到社群
中出现的这种精英主义现象。
　　据她解释，导致这个现象产生的
原因相信跟这几十年来形成的刻板印
象有关。
　　“过去二三十年来，数据似乎显
示，马来人无论在社会经济地位或是
学术成就方面，比华人和印度人来得
低。我想这让人产生印象，认为马来
人的处境较差，这相信也是为何那些
无论在社会经济地位或学术上取得一
定成就的马来人，会向外界表明他们
已跳出这样的格局，并与处境较不好
的社群划清界限。”
　　不过她认为这样的现象并不健
康。“社群中同胞能取得成功，提升
经济能力，我当然为他们感到高兴，
但若（这些取得成功者）在面对社群
中较贫困者时，指他们没有努力工作
所以活该这么穷，这就不对了。”
　　她透露，一些属于中高收入阶级
的专业人士前来向她求助时，会抱持
那种这是他应得权益的心态，认为政
府理所当然应该帮助他们。
　　她举例说，曾经有一对育有一名
特别需求孩童的夫妇，前来要求她写
信给有关政府部门，争取更多津贴。
她看了他们的资料后，发现这对夫
妇家庭收入超过8000元，住公寓式组
屋，而且拥有一辆汽车，这才明白为
何他们所能获得的政府津贴有限。
　　当她向他们解释他们无法获得更
多津贴的理由，并指出政府鉴于资源
有限，必须优先帮助那些贫困者脱贫
时，她没想到对方反而质问“为何这
些低收入者不打两份工努力赚钱自
救？”
　　殷丹博士感慨：“我觉得我们来
到这个阶段，有很多人很成功、环境
很好，不过却缺乏对贫困者的关怀之
心……我想这方面我们需要进行更多
的公共教育，这也是为何教育部所提
倡的道德教育很重要。”
　　为了避免这种阶级分化的心态在
社区内抬头，殷丹博士透露，她计划
在其惹兰加由区推行一项关怀与分享
计划，鼓励区内有经济能力的一群，
捐赠食品和购物券给区内需要帮助的
居民。
　　殷丹博士透露，她希望能在今年
底之前落实计划，到时她准备邀请捐
赠者亲自把赠品交到受惠者手中，让
他们看到自己的捐献如何帮助到其他
人。

曾任中学教师的殷丹博士亲眼看到分流制度以及普通（工艺）源流的标签如何影响学生的自信心，所以她对教育部为这些学术能力较弱学生
设立专门学校的决定无法表示认同。（谢智扬摄）

首届全运会   全岛17地点竞技

杨文宇（左）设计的全运会标志；邹慧有设计的吉祥物纷纷脱颖而出，成为本地全运会最
鲜明的“印记”。（陈斌勤摄）

奔跑的运动员，G是在游泳的选手，再
配合缤纷多彩的颜色，我希望能给这个
标志增添律动感，也象征了体育的精
神，充满了能量与热忱将大家联系在一
起。”
　　而新加坡理工学院视觉传介设计
课程的一年级学生邹慧有（18岁）所设
计，有着心形脸蛋、火焰鬃毛的逗趣
狮子吉祥物，则顺利从16个参赛作品中
“突围而出”，更在网上投票中获得了
压倒性的胜利，总共获得超过七成的投
票。
　　邹慧有受访时难掩兴奋心情向记者
解释，她所设计的吉祥物名叫Nila，灵
感来自于发现新加坡的山尼拉·乌他马

（Sang Nila Utama）。它的火焰鬃毛代
表了运动员比赛时的热忱与冲劲，而心
形的脸蛋则象征着居民之间的互动，融
合在一起共创社区。
　　昨天特地前往信佳—凯秀民众俱乐
部，支持儿子的友人参加篮球比赛的冯
家敏（45岁，家庭主妇）看了全运会的
永久吉祥物与标志后，大赞它们别具特
色，很有代表性，吉祥物也很亲切，让
人一眼看了就喜欢，容易留下深刻印
象。
　　社区运动会将一直举行至7月29
日，而全运会则将从9月1日举行至9
日。

来回教事务，也经常针对教育课
题发表意见。
　　在最近有关为普通（工艺）
源流生设立专门学校的讨论中，
这名看起来温文儒雅的学者提出
的反对意见，引起了人们关注。
　　目前是国立教育学院政策与
领导力研究部助理教授的殷丹博
士，当年在大学毕业后，曾经在
兀兰一所邻里中学执教四年。
　　她日前接受本报专访，谈到
她当年教导普通（工艺）源流学
生后的小小领悟：“要是我无法
让他们（学生）感觉我真的关心
他们，他们不会认真听我讲课，
因为他们关注的不是身为老师的
我有多少学问，而是我到底有多
真诚要帮助他们。”
　　由于她亲眼看到分流制度以
及普通（工艺）源流的标签如何
影响学生的自信心，她对教育部
为这些学生设立专门学校的决定
无法表示认同，认为这“违背了
我国社会所强调的包容与融合的
精神”。

宁选“校中校”模式教学
　　“要是我能做主，我会选择
把所有普通（工艺）源流学生留

在主流学校，以‘校中校’的模
式为这些学生提供小班教学制、
不同课业内容。这种安排的好处
是，来自不同源流的学生在课
堂外，仍会保有很多的交流机
会。”
　　在她看来，让不同学术能力
和家庭背景学生在同一屋檐下
学习很重要，这一方面除了能方
便那些成绩取得进步的普通（工
艺）源流学生升上同校内的普通
（学术）源流，另一方面也能给
不同源流的学生提供更多相处和
互动机会，这样一来，当他们踏
入社会时，才不至于对来自不同
阶层同学的生活缺乏认识。
　　虽然即将在明年开课的专门
学校裕峰中学校长杨国平日前在
受访时强调，会透过课程辅助活
动加强与其他主流学校的联系，
不过殷丹博士担心，这种合作项
目比不上同校同学一起主办活
动、庆祝节日那样有助促进不同
背景的学生融合。
　　殷丹博士以17岁初院生不久
前投函报章，埋怨教育部投入资
源给学术成绩欠佳的工艺教育学
院生，建设设备完善校舍的情况
为例，说明已经有一些学生不自

觉地流露出精英心态，而这“在
一定程度上，跟区隔不同学术能
力学生的制度有关”。
　　“来自顶尖初级学院的他们
觉得，（政府对他们投入较多
资源）是他们应得权益，所以才
会有所埋怨，在他们视为成绩较
差的工院生为何有这么好的校
舍。”

对特选学校有意见
　　除了不认同设立专门学校的
做法，殷丹博士也对以英文和华
文为第一语文授课的特选学校有
意见。
　　为避免不同背景的学生有疏
离感，她认为特选学校或许有必
要对那些没有选修华文为第一语
文的学生敞开门户，甚至考虑允
许学生把华语当第三语文选修，
以促进不同种族和背景的学生之
间的融合。
　　身为三名年幼孩童的母亲，
殷丹博士坦言，她当初接受行动
党邀请参选之前，经历一番心理
挣扎。她的老大今年12岁，老幺
不过一岁半，身为职业妇女，要
平衡工作与家庭已非常不容易，
想到日后还需投入时间照顾选

区，她不是没有顾虑。
　　不过考虑到能代表不同群体
针对教育政策、如何为在职母亲
提供更多援助等课题发表意见，
她与在警察部队担任警监的丈夫
讨论之后，作出了从政的决定。
　　由于她是在去年一月、大选
前才开始在原议员黄守金负责的
惹兰加由区学习处理基层事务，
所以她在选后积极走访居民，以
拉近她跟居民的距离。
　　她还悄悄透露自己正在学习
华语，以便能直接跟老一辈、不
会讲英语的居民直接交流。
　　她说，以前念莱佛士女中的
时候，同学在上华语课时她都在
课室一角自修，所以现在或多或
少听得懂一些，不过现在要开始
学讲华语还是有一定难度。
　　还好她丈夫最近也突然兴起
要学华语，所以他自然成了她练
习说华语的对象。
　　问她学习进展，她腼腆笑
说：“我现在恐怕只达幼稚园程
度，不过跟居民交流，简单的
‘你好吗？’‘吃饱吗？’这些
都还可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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