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配合食疗药膳来帮助癌症病人减缓痛苦，增强癌症的治
疗力度？科学的饮食及日常护理对于晚期癌症病人意义有哪些？科
学饮食和护理对癌症病人的康复有什么重要意义呢？什么是癌症病
人科学的饮食方式和护理方法呢？来听听专家的讲解。有需要的癌
症病人还可与教授一对一交流，详细了解自己的病情与对应的调养
和护理，改变自己不正确的饮食及生活方式，活得更好更健康！

在癌症病人患癌症之前，其实身体早早就已经有一系列的症
状预示即将变成癌症，恶性肿瘤的发生是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如
果我们可以早早注意这些癌变早期症状，就可以及时的杀灭早期
癌，甚至不发生癌变。各种胃肠炎症溃疡、大便异常、肝炎、肝硬
化；乳房肿块、月经、白带异常。那么如何预防癌前症状癌变呢？
哪些人群哪些疾病应该高度关注呢？欢迎来听我们的讲座，有专业
医师为你一一解答。

《肿瘤康复与药膳》介绍了肿瘤的主要康
复措施和17种常见癌症的抗癌药膳。原
料易得，操作简单，对号入座，即可找到
相应的调补方法和药膳。内容有：

所有出席者赠送《医药+保健》杂志

●手术前后：补气补血、恢复体力药膳方等
●放化疗：升白细胞、止呕吐、提高免疫药膳方等
●康复期：哪些食物能抗癌、防止复发转移的药膳方
●中晚期：改善食欲、缓解疼痛、减轻胸腹水药膳方
●常见肿瘤的调养方法：鼻咽癌，肺癌，肠癌，乳腺癌等18种肿瘤

10:00-11:30 中医辩证-癌症早中晚期不同的食疗原则
11:30-12:00 癌症病人领灵芝
14:00-15:30 癌症病人的日常护理
15:30-17:00 重视癌前症状，让癌症远离你

8/9/2013 星期日 11:30-17:00 地点：讲座现场
9/9/2013 星期一 9:00 - 15:30 地点：1 Ubi Crescent

#06-05 Number one Bldg

地点：国内税务局5楼礼堂 Level 5 Auditorium, Revenue House,
Opposite Novena Square（Novena MRT）

交流安排

现场售书

癌症病人特赠

特邀

报名：:67480266 / 67470605 / 81812195

重视癌前症状让癌症远离

黄霖教授：广东著名中医专家，广州医学院第一医院主任医师、
教授、硕士生导师。资深营养专家。从事中医，中西医结合临床，
教学，科研工作30多年，累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运用中医，食疗
等方法应用于临床，指导肿瘤患者全面康复。

黄杰教授：中国高级营养师，护理专业教授。原广州医科大学社
区护理教研室副主任。42年医疗临床实践经验。黄杰教授多年来对
各类急/慢性疾病、亚健康人群医疗、预防、护理和饮食调养指导有
独特见解和丰富经验，尤其对癌症的预防、治疗与家庭护理指导经
验丰富；并对中医饮食养生颇有研究。

入场免费癌症专题讲座

怎样调养护理
癌症病人

讲座安排 8/9/2013 星期日 欢迎参加

与黄霖教授和黄杰教授一对一交流 (请提前预约交流)

《肿瘤康复与药膳》$5 /本 + 获赠一瓶灵芝精粉* 先到先得 卖完为止

癌症病人每人灵芝精粉5瓶。凭IC和证明领取，
没有附带条件 (每人只限领一次，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免费赠送

:67480266 /
新加坡梅鹤医药中心 新加坡家庭医药出版主办：

(SMS /
Whats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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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洁梅　报道
ohkm@sph.com.sg

　　要求个人发表负责任言论并不
是限制言论自由，个人可自由谈论
政治，甚至可批评政策与决策者，
但决不能作人身攻击。起诉他人诽
谤的权利不是抑制政治言论自由，
而是维护制度与个人操守的名誉。
　　外交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前
天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武吉知马校园
举行的对话会上，与在场约60名国
大与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律系学生分
享他对司法与政治课题的观点。
　　他在谈及诽谤法令的作用时，
语气坚定地强调：“起诉他人的作
用在于维护制度与个人的正直，

而不是避免他人对政府提出批评。
若你对我作人身攻击，说我贪污，
那我会起诉你诽谤，要求你证明你
的言论属实。不过，若你批评我愚
蠢、不知所言，批评政府的每个政
策、批评决策者不知所言，那不构
成诽谤，没有人可起诉你。你可以
质疑我的能力、政策，尽管提出来
辩论，这不构成诽谤。”
　　媒体发展管理局今年5月底宣
布的新闻网站执照条例也在会上成
为热点课题。尚穆根指出，作为一
个弹丸小国，新加坡不能被不实言
论影响社会和谐。新闻网站长久以
来都得遵守相关条例。新添的部分
包括5万元的履约保证金，以及在
接获内容违反条例的通知后须在24

小时内删除。尚穆根强调，政府并
不是要限制人们发表意见，过去也
未曾要求网站拿下政治观点。
　　有学生反映，身边朋友带有一
种不信任的眼光看待政府，尚穆根
对此表示，所有政治家都会受到公
众一定程度的质疑。总会有少数人
愤世嫉俗，但整体来看，多数国人
对政府的信任度非常高。
　　这项对话会由国大法学院属下
学生组织法律学会和国大刑事司法
学会主办，国大法学院院长陈西文
教授（Simon Chesterman）为主持
人。律师出身的尚穆根也谈到维护
我国司法制度的重要。“任何针对
司法制度的诽谤言论，政府必须采
取行动，起诉诽谤者是维护司法的

公正。”
　　最近一项调查显示，许多国人
愿意经济放慢以求更缓慢的生活节
奏，尚穆根对此也提醒说，经济放
慢将带来一定的影响，包括可减少
的就业机会与薪金。
　　尚穆根也认为，任人唯贤的制
度在我国依旧重要。他说：“任人
唯贤制度不一定全凭成绩，我们
可以更多元的方式看待。人们其实
在意的不是任人唯贤制度，而是大
家是否有公平的机会……三五十年
前，人们觉得大家都处在同一个起
跑点，可是现在人们的感觉有所不
同。因此，我们更要帮助那些弱势
家庭的孩子。”
　　除了本地的政治与社会课题，
学生也与部长讨论对本地法律课
题，如免死刑的定义放宽等。尚穆
根也呼吁学生不要只把律师事业当
作赚钱工具，应从工作中找到满足
与充实感，参与无偿服务。

维护制度与个人诚信　
尚穆根：诽谤法没限制对决策者批评

配合新公平雇佣框架

职总：设全国工作信息库
侯启祥　报道
howks@sph.com.sg

　　一名妇产科医生，被指性
侵未满16岁女生，要女生替她口
交，跟她发生性关系等，昨天被
控上法庭。
　 　 6 3 岁 的 被 告 王 腾 吉 （ O n g 
Theng Kiat）被指10次开车载女
生到罗弄哈哇的武吉布朗（Bukit 
Brown）坟场，在车上性侵她。
此外，被告三次带女生开房。
　　被告行医30多年，在鹰阁医
疗中心开设诊所，他通过苏峇士
律师表示要认罪，法官案展本月
10日提堂让被告认罪和求情。被
告获准保释。
　　被告面对13项控状，控方打
算提控其中两项控状，余项交由
法官下判时考虑。
　　女生案发时才14岁，为保护
她的身份，媒体不得报道她的
名字和任何可能泄露她身份的 
资料。
　　由于案件在提控阶段，被告
和女生怎么认识等细节不得而
知，案情不详。但据知，被告和
女生没任何关系。被告最近因亲
人出事，患上抑郁症。
　　根据控状，被告涉嫌在2011
年9月到2012年初，获得女生同
意，对女生做出性侵入行为和猥
亵行为。
　　被告涉嫌在2011年9月6日上
午，开车把女生载到武吉布朗坟
场，在车上对女生做出猥亵行

为，包括让女生暴露胸部。
　　他也涉嫌在同天中午12时
许，把女生带到马里士他酒店开
房，让女生替他口交，最后跟她
性交。
　　2011年9月间，被告三次开
车载女生到武吉布朗坟场，在车
上对她做出猥亵行为，吻她胸
部，让女生替他口交，以及跟女
生发生性关系。
　　被告在2012年初，开车把女
生载到武吉布朗坟场，进行口交
和性交。
　　被告面对的13项控状中，其
中四项指他抵触儿童与青少年法
令。在这些控状中，以跟女生性
交和进行口交罪刑罚最重，可被
判坐牢最长10年、或罚款，或两
者兼施。

　　能不能站上国际舞台，要看
设计师的创意和功力。土生土长
的服装设计师陈书林（Max Tan）
带着自创品牌，成功在欧洲闯出
名堂。
　　本期《逗号》偕同学生记者
访问这名设计达人，了解他如何
走上国际伸展台，挥洒新加坡的
创意。
　　怀有音乐梦想，却不知道如
何迈开音乐历程的第一步？你是
否也想拥有自己的音乐作品，通
过旋律展现美妙歌曲？随“潮流
达人”来到Playground Studio，观
摩演唱人在录音室录制歌曲的全
过程。
　　《联合早报》属下学生报将
连同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在10月
5日（星期六）上午在报业中心
礼堂举办一年一度的华文教师交
流会。交流会以“充电吧！老
师”为主题，探讨如何提高教师
的个人素养，为自己开发更多可
能性。新民中学前校长及教育专
家吴中博、本地剧场编导及国立
教育学院助理教授李集庆，以及
明星绘本作家陈之财，将同教师
分享心得。活动详情可参阅本期

《逗号》。
　　另外，由推广华文学习委员
会、《逗号》和新民中学联办的
“2013年全国中学编采比赛”成
绩出炉，今年的六份得奖作品，
将从本期起陆续在《逗号》刊
登，敬请留意。

被告王腾吉表示要认罪，法官案
展本月10日提堂。（海峡时报）

第31期《逗号》　
本地设计达人　裁出创意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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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98533或电邮ccarmen@
sph.com.sg询问。

杨丹旭　报道
yangdx@sph.com.sg

　　配合不久后将推出的新公平雇
佣框架，全国职工总会建议在新加
坡设立一个全国工作信息库，帮助
求职者进行更好的职位空缺配对。
　　职总秘书长林瑞生昨天在参加
工会领袖针对国庆群众大会课题
进行的对话会后受访说，劳资政
三方还在就公平雇佣框架的最终模
式展开讨论，不过职总希望看到的
一个讨论成果是，“在引入劳动市
场测试概念的同时，为专业人士、
经理和执行人员（Professionals，
Managers and Executives，简称
PME），尤其是年长PME，设立更
好、更有效的工作信息库。”
　　人力部今年初宣布，将效仿其
他国家的“劳动市场测试”做法，
推出新的公平雇佣框架。这个框架
的细节预料在未来几个月内出炉，
它相信会要求雇主在招聘时公平对
待本地员工，在确保请不到本地人
后，才招聘外籍员工。
　　林瑞生说，目前我国并没有一
个专门的工作信息库，无论是职总
的就业与职能培训中心（e2i），
还是社区发展理事会以及劳动力发
展局的职业中心CaliberLink，都得
依靠职业展来获得相关信息，帮求
职者介绍工作，没有一个平台收集
所有职位空缺的资料。

　　职总因此呼吁，在推出公平雇
佣框架的同时，建立一个工作信息
库，帮助各个就业机构获取就业市
场职位空缺的信息。
　　林瑞生说，随着劳动队伍中
PME人数增加，寻求e2i帮助的求
职者中，PME已经占了三分之一，
可是目前e2i并没有足够的高薪职
位空缺，满足这些求职者的需求。

设立U PME中心
　　因此，e2i需要加强收集职位
空缺的信息，与雇主紧密合作，为
求职者寻找更多更好的职位空缺，
尤其要帮助在经济重组过程中受影
响的年长PME。林瑞生相信，有了
这个工作信息库，e2i将能更好地
为越来越壮大的PME群体服务。

　　林瑞生也介绍了e2i接下来的
几项工作重点，包括在裕廊东的就
业与职能培训中心蒂凡那学院，设
立一个照顾PME的U PME中心，及
一个照顾低薪工人的U关怀中心。
　　U PME中心和U关怀中心将开
放给所有工人，即使没有加入工会
的人，也可以到中心寻求求职援
助，参加提升培训。
　　林瑞生在对话会上向工会领袖
宣布成立这两个中心时，工会领袖
对职总帮助非会员持不同看法。有
工会领袖指出，职总不该发出“错
误信息”，让人们以为不用加入工
会同样能获得好处；也有人认为，
工会应该让工会会员获得更多帮
助，否则无法鼓励人们加入工会。
　　林瑞生回应说，帮助非工会会

员是职总的“大胆举措”，因为无
论是不是工会会员，服务工人的利
益始终是职总的使命，不过职总会
区分会员与非会员，特别给予会员
更多照顾，在工作场所更好地代表
他们。
　　e2i接下来也会加强与中小企
业的合作，帮助中小企业与求职者
配对。
　　林瑞生说，中小企业面对的一
个难题是无法吸引好的本地员工，
e2i接下来将在这方面扮演更积极
角色，帮中小企业分析其中原因，
教雇主如何把中小企业的工作变得
更吸引人。与此同时，e2i会针对
性地培训求职者，协助他们掌握中
小企业需要的技能，为他们做好加
入中小企业的准备。

职总秘书长林瑞生（站立者）与130名工会领袖在新落成的就业与职能培训中心蒂凡那学院，探讨如何帮新加
坡工人争取更好的福利，提升他们的生活。（何炳耀摄）

医生被控性侵未成年女生

林瑞生说，目前我国并
没有一个专门的工作信
息库，各机构得依靠职
业展来获得相关信息，
帮求职者介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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