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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耀故居●争端

　　围绕建国总理李光耀故居处
置问题指控的国会辩论前天结
束，新加坡民主党昨天发文告说
李显龙总理依然未解答许多重要
问题，以及李总理作为领袖不应
只凭片面之词宣称自己没有犯
错。
　　新加坡民主党在文告中说，
针对欧思礼路38号的国会辩论就
如他们所预料，李总理利用这次
场合为自己开脱解围，实际上有
许多重要问题悬而未决。“这是
因为当只有一方站出来谈论相关

问题，没有人会知道真相。”
　　文告也说：“作为一个被指
责滥用权力的领导人，他不应该
在没有接受法庭审讯或独立委员
会调查的情况下，就宣称自己没
有罪。”
　　李总理前天在国会上说：
“我们有什么必要在这样的情况
下，成立特选委员会或调查委员
会？这将成为另一个长篇韩剧。
我们是不是要为调查每个毫无根
据的指控、每个荒谬的谣言而成
立特选委员会？”

　　然而新加坡民主党认为，李
玮玲医生和李显扬的指控不能被
归类为“毫无根据”或“荒谬的
谣言”。
　　“众多的例子，包括李显扬
先生曾指责总理在7月3日的国会
演说中所言不实，加上过去两周
提出的其他问题，都是严重的指
控，值得详细聆听，若有必要，
须展开调查。”
　　李显扬前天在面簿贴文中
说，李总理错误地表达了父亲李
光耀的意愿，并曾在李光耀在

世时“误导”他，使李光耀认
为欧思礼路38号将被列为“历史
地标”（heritage site）。李显扬
说，父亲是在误信房子无法被拆
除的情况下，才会同意翻新计
划。
　　新加坡民主党说：“反讽的
是，此次国会辩论和李总理拒绝
上法庭或展开正式调查的举动，
让人进一步质疑他领导国家的能
力。这在我国面对许多严峻挑战
的时期尤其令人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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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党：总理未解答许多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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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体现关怀与热忱的教师有
塑造我国未来的能力，他们传授
的不只是课本知识，也有生活之
道，对学生有深远的影响。
　　教育部长（学校）兼交通部

第二部长黄志明昨天在国立教育
学院教师就职典礼致词时，以自
己中学时期的亲身经历讲述了教
师对学生成长的重要性。
　　他说，父亲当时被裁员，幸
好在这段艰难且“懵懂”的成长
岁月遇到了一名女科学教师，她

以关怀和热忱灌输学生做人的道
理，也不断激励学生，帮助他坚
强熬过困难时期。
　　黄志明鼓励昨天毕业的教师
说：“你能以充满意义却又无形
的方式影响学生的生命。这不仅
限于求学时期，你给予的肯定和
鼓励能启发他们，也会成为他们
毕业后珍藏的回忆。”
　　他强调教师不能只教导如何
考取好成绩，而须培养学生的学
习兴趣。教师应教导学生如何提
问，而不是只提供答案。

　　他也希望教师能为学生营
造“有安全感”的学习环境，
让学生不惧失败勇于尝试，由
此培养韧性及肯拼敢闯的勇气
（entrepreneurial dare）。
　　黄志明也说，教育部是个互
相扶持的大家庭，教师若面对困
难，可随时向身边有经验的同事
求助，也能使用各种辅助资源，
无需灰心。
　　本届共有1081名教师从教育
学院毕业，当中有新晋教师，也
有完成进修课程的在职教师。

　　有些新晋教师是受家人的启
发而决定踏上教育之路，昨天
获颁三份优异奖项的陈荣恩（25
岁）是其中一名。

六教师获颁杰出奖
　　他的母亲是小学教师，看到
学生在毕业后仍与母亲保持联系
深深打动了他，让他意识到教师
是深具意义的职业。
　　“我希望也能和母亲一样为
学生带来正面影响，也灌输他们
正确的价值观。”

　　另外，黄志明也颁发奖项给六
名“杰出青年教师奖”得主。他们
分别是华苑小学教师黄惠如（32
岁）、崇正小学教师法拉（34岁）、
淡马锡小学教师法德里（34岁）、
实勤中学教师周景文（34岁）、义
安中学教师卢佳俐（34岁），以及
维林中学教师孙国维（32岁）。
　　杰出青年教师奖自1999年推
出，旨在表扬年轻教师在栽培青
年所投入的努力和热忱，同时鼓
励年轻人投身教育事业。本届共
有962名教师获提名。

　　教师扮演故事人物，学生上
演故事情节，这些都是华苑小学
上课常见的画面。自黄惠如2011
年加入该校后，便逐步把戏剧引
入校园课堂。
　　毕业于国立教育学院戏剧教
育学士课程的黄惠如（32岁），
最初在自己小二班级的英文课上
尝试以戏剧辅助教学，有时让学
生表演，时而亲自使用道具生动
地扮演故事人物，由此引导学生
讨论与学习。
　　她发现戏剧教学法效果良
好，便向校方提议扩大在更多课

堂使用。现在，华苑小学除了英
文课以戏剧教学，品德教育课也
同样融入戏剧。
　　2014年擢升为英语部主任的
黄惠如指出，戏剧教学不但能建
立学生的自信，也能激发想象
力，还能让他们深入思考。
　　“当他们投入某个角色时，
便能引导他们从人物的立场思
考，设身处地为人着想。”
　　黄惠如坦言，当初在校内推
广戏剧教学法时，最大的挑战是
说服其他教师，尤其是性格内
向，不愿在学生面前放胆扮演故

事人物的教师。
　　为让其他教师接受戏剧教学
法，黄惠如会邀他们到她课上看
她示范，之后再鼓励他们亲自尝
试。“当他们看到学生们因戏剧
变得活跃，以及这种教学法的正
面效果，便渐渐改观并接受了。”
　　黄惠如告诉记者，获颁杰出
青年教师奖让她反思了教学生涯
的点滴，也提醒她一直以来的努
力是值得的。
　　“获奖给予我更大的信心，
激励我继续在教学中做出更多新
尝试。”

　　义安中学美术高级教师卢
佳俐每年指导500多人，其中
400多人是学生，其余的则是教
师。
　　中学时期就立志当美术教
师的卢佳俐（34岁）2006年加
入教育部，并于2012年回到母
校义安中学执教。
　　除了平日为学生上课，她
也在2015年加入新加坡艺术师
范学院（简称STAR），为学院
开办的课程当导师，与报名上
课的教师分享教学心得。
　　过去一年，卢佳俐指导了
100多名来自各校的美术教师。

　　她受访时说：“记得刚当
教师时面对了一些困难，后来
得到其他教师的帮助后慢慢克
服了。我也希望能以我的经验
为其他教师增值。”
　　她指出，由于指导的教师
也包括经验丰富的资深教师，
因此更似交换心得，自己也获
益不浅。
　　卢佳俐笑说，刚当教师时
曾紧张得每堂课都写好讲稿，
上课因此不太自然，与学生也
较难沟通。
　　不过熟能生巧，她后来无
需再以讲稿授课，也懂得如何

更好地策划教学内容与活动，
让学生了解美术在生活中无所
不在。
　　“我会向学生解释，社交
媒体上的照片，或苹果手机等
产品的设计，其实就含许多美
术概念，由此让他们意识美术
的实用性。”
　　谈及获得杰出青年教师奖
的感触时，卢佳俐说：“获奖
不只是对我的鼓励，也是对所
有美术教师的肯定。许多人的
观 念 是 美 术 不 及 其 他 科 目 重
要，这个奖项就证明美术教师
的热忱与贡献是受认可的。”

黄志明昨天在国立教育学院教师就职典礼致词时，讲述
本身在中学时期因父亲被裁，还好遇到了一名以关怀和
热忱教导他的教师，帮助他熬过了那段困难时期，以此
强调教师对学生成长的重要性。

黄志明：不仅教导课本知识

教师关怀与热忱对学生影响深远

（周柏荣摄）

卢佳俐让学生了解美术无所不在
黄惠如戏剧教学激发学生想象力

（周柏荣摄）

　　建国总理李光耀的幼子李
显扬昨晚称，家族内部纠纷演
变成公开争端是因兄长李显龙
总理，若他没有公器私用，将
政府卷入家族纠纷，这些分歧
根本不会公诸于世。
　 　 李 光 耀 三 名 子 女 因 在 父
亲 故 居 的 处 置 问 题 上 持 不 同
意见，造成李总理与弟妹出现
分歧。这个显赫家族的内部纠
纷，因李玮玲和李显扬于6月14
日发布的联名公开信而曝光在
公众视野下。
　　国会在刚过去的星期一和
星期二辩论围绕李光耀故居处
置问题的指控时，荣誉国务资
政吴作栋质疑李家姐弟别有用
心 ， 目 的 是 不 惜 以 伤 害 政 府
和人民为代价，“把总理拉下
台”。他当时说：“他们是为
了拯救新加坡而大义灭亲，还
是不顾对新加坡造成的伤害，
一心要报仇雪恨？”
　　李显扬昨晚在个人面簿回
应时坚称，他和李玮玲从一开
始就表明不是在批评新加坡政
府。“我们说的是我们对于兄长
李显龙的人格、行为、目的和领
导能力感到担忧。自李光耀逝
世后，李显龙为一己私利滥用
权力影响新加坡政府和政府机
构，我们因此感觉受到威胁。”
　 　 他 进 一 步 称，若 李 总 理

没有利用政府机构和“秘密”
部长委员会“强行达成个人目
的”，家族纠纷不会浮上台面。
“很不幸的是，李显龙才是那个
将政府卷入私人纠纷的人。”
　　李显扬也说，总理与他的
妻子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必须
遵守就连职位较低的公务员也
须遵守的行为准则，而他与李玮
玲“出示证据证明（李总理）没
有达标”是为了保护这个由父亲
建立的体制，而不是攻击它。
　　副总理兼国家安全统筹部
长张志贤过去两周多次澄清部
长委员会的角色时指出，李光
耀 故 居 处 置 问 题 涉 及 公 共 利
益，政府进行评估和探讨各种
处置方案是正当程序；委员会
也一直与李光耀子女保持公开
透明的对话，并非李玮玲和李
显扬所指的暗中操作。
　　张志贤周一在国会发表部
长声明时也指出，委员会2016
年6月成立之前，李总理和弟妹
已有意见分歧。
　　他说，在李光耀去世后不
久，一些小圈子里的许多人已
听到有关“王朝野心”和“滥
权”的指责，而李玮玲也在委
员会成立之前的2016年4月贴文
公开这样的指责，因此说委员
会“迫使”李显扬公开指责，
不符合事实和顺序。

若总理没公器私用
李显扬：分歧不会公开

　　李显龙总理放弃国会特权，
以个人声明的形式重新发表他的
国会演讲内容，这意味着若有人
对他的言论提出异议，对方可对
李总理采取法律行动。
　　李总理在星期一的国会辩论
中发表声明，反驳弟妹李显扬和
李玮玲批评他滥用职权，动用国
家机关介入家族纠纷的指控，
并在星期二为国会辩论做总结发
言。
　　他在国会发言时也交代了父
亲建国总理李光耀对于故居处置
的想法、如何尝试化解弟妹不
满，并且强调他已回避参与政府
任何有关处置李光耀故居的决
定，尽力做到公私分明。

　　他星期一发表声明时，就表
明会对国会议事厅里所说的话
“承担责任”，并另以不受到国
会特权保护的方式，公开发表讲
话内容。
　　议员在国会上发表的言论都
受到国会特权保护，这意味着他
人不能针对议员在国会的言论提
出诽谤诉讼，或要求任何国会以
外的委员会介入调查，以此保障
国会辩论的言论自由。　　
　　总理公署网站昨天发布李总
理部长声明与总结发言，并附上
他放弃国会特权的简短声明。李
总理说：“就如我在2017年7月3
日发表部长声明时所言，我谨此
以国会外发言的方式重新发表我

在国会的演讲，这不受到国会特
权的保护。”

公开国会上出示 
私人书信往来
　　李总理也公开了他在国会上
向议员出示的私人书信往来，当
中包括李光耀于2010年至2011年
间，三次致函内阁表达处置欧思
礼路38号想法的书信副本，以及
李光耀同意若无法拆除故居，将
故居内部重新翻修后，李显龙总
理夫人何晶讨论翻修计划的细
节。他尝试以这些通讯记录证明
李光耀生前虽然希望拆除故居，
却也意识到可能无法如愿以偿，
因此同意探讨其他选项。

　　除了放弃国会特权，李总理
以李光耀长子身份，向探讨李光
耀故居处置选项的部长委员会提
供观点时，也选择采用具有法
律约束力的宣誓声明（statutory 
declaration）做出陈述。他日前
在国会上说明这么做的意义时指
出，宣誓声明意味着如果他所说
被证实有误，“我可能因做伪证
而坐牢”。

扫描QR码
看李总理在国会公布的
八份家人电邮和信件

放弃国会特权

总理以个人声明形式　重新发表国会演讲内容

杰出青年教师奖得主①
杰出青年教师奖得主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