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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航空领域增长势头趋
软，以及本地劳动市场紧缩的双
重压力下，航空业者必须持续通
过创新方式和科技的运用来提高
生产力，以应付艰难运作环境所
带来的种种挑战。
　　财政部兼交通部高级政务
部 长 杨 莉 明 昨 天 在 首 届 “ 航
空业生产力会议”（Avia t ion 
Productivity Conference）上致词
时，呼吁本地航空业者改变思维
并积极转型，以创新能力为主要
驱动力，在日益严峻的营运环境
中持续取得增长。
　　杨莉明也呼吁各家航空企业
加强合作，通过相互交换和分享
心得，提升整体航空业的效率与
生产力。她说：“在目前的发展阶
段，我们不能再单独行事，整个
航空领域必须群策群力、相互学
习，并一同采纳最佳商业做法。
整个航空业也必须意识到，交流
与分享其实能让各方获益更多，
而这需要各家业者改变内部的企
业文化。”
　　不过，杨莉明强调，政府与
业者的目标一致，希望通过生产
力的提升，巩固我国作为航空枢
纽的地位。因此，政府将通过一
系列措施和奖励计划，在提高生
产力的道路上助航空业者一臂之
力。
　　她以日前宣布的财政预算案
声明为例指出，政府将在“未来
技能”（SkillsFuture）框架下提
升每一名新加坡人的在职培训，
以期强化国人的职业技能。她呼
吁航空业者把握良机，借助这项
计划让旗下雇员受益。

将推出更多奖励计划 
协助业者提高生产力
　　杨莉明昨天也透露，政府将
加强航空业发展基金（Aviation 
Development Fund），为业者推
出更多奖励计划，协助他们提高
生产力。
　　这个基金自2010年设立以
来，已为企业拨出超过3000万
元。政府将在未来几周公布详
情。
　　在新加坡博览中心举行的航
空业生产力会议是由新加坡民航
局主办。
　　杨莉明昨天也颁发奖项给
第 二 届 “ 作 业 创 新 挑 战 赛 ”
（Process Innovation Challenge）
的优胜者。参与这项挑战赛的航
空业者必须制定一套能在九个月
内落实的生产力提升计划。成功
者可获得民航局高达一半或最高
7万5000元的经费资助。共有12
家公司获得补助，它们共提呈16
项计划。
　　新翔集团（SATS）共有三
个计划在挑战赛中胜出，其中一
项是利用两部自动化机器，缩短
准备飞机餐食材的员工往返厨房
和储藏室的时间，从以往两个小
时减至一小时又15分钟。这让公
司能更好地调派职员，更有效率
地为更多航班准备餐食。
　　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洪
纪元（Alex Hungate）受询时指
出，由于航空业竞争越加激烈以
及航空增长逐年放缓，集团近年
来加速使用创新工作方式和科
技，而初步成效可从集团去年10
月至12月的季度盈利情况显见。
但他指出，由于一些计划需要好
几年落实，目前要判定效益仍言
之过早。

杨莉明：应对种种挑战
航空业者须改变思维积极转型　　（陈美谕报道）新加坡国立大

学与华盛顿大学经过两年协商后，
今年联合创办“次世代研究所”
（New Age Institute）。新研究所将
在下半年进行首个研究项目，对年
长者从病重到康复阶段的照料进行
研究。
　　国大校长陈祝全教授日前在大
学城举行的次世代研究所推介会上
说，研究所将和新加坡中央医院、
樟宜综合医院与陈笃生医院合作，
向大约30户家庭进行长达12个月的

研究，探讨老年病人在选择医疗护
理方面所面对的困难，以及如何为
这些病老提供最适合的照料等。
　　医学科技不断进步，国人寿命
持续延长，保持活跃的乐龄生活对
国家发展至关重要。“次世代”正
代表成年之后的乐龄阶段。
　　国大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属下
的次世代研究所，将着重针对人口
老龄化所导致的社会问题进行研
究。
　　此外，研究所将与决策者和专

业人士紧密合作，采取跨学科研究
模式，涵盖经济学、社会科学和工
程学等领域，确保研究结果能够反
映真实社会情况。
　　卫生部兼人力部高级政务部长
许连暄博士在推介会上讲话时说：
“美国、法国和瑞典老人占总人
口的比率，在60年内从7％倍增至
14％，但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比这
些西方国家更快。在1965年，新加
坡人平均寿命仅为65岁左右，如今
已经延长到83岁，我们必须立即着

手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问题。”
　　尽管我国与美国之间存在着巨
大的社会与文化差异，但两国间在
社会课题和政策上的异同，不仅能
激发研究人员的创意思维，也可让
双方各取其长，避免闭门造车而原
地踏步。
　　许连暄强调，我国在延长国人
心智和身体健康、医疗保健模式，
以及城市规划及提高城市流动等三
个领域需要创新的解决方案。

国大华盛顿大学联办研究所　探讨照料病老课题

杨漾　报道
yangyang@sph.com.sg

　　建国总理李光耀年少时在日军
的肃清行动中，在一个名为高长古
的人力车夫协助下躲过一劫。《联
合早报》高级执行级记者谢燕燕凭
着敏锐的新闻嗅觉，拼凑零碎的信
息以及搜寻蛛丝马迹的线索，通过
文字还原了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由她采写的《二战时陪少年李
光耀避过日军大检证　寻找人力车
夫高长古》特写报道，获得新加坡
报业控股华文媒体集团2014年“最
佳特写奖”。
　　谢燕燕说：“为了完成这篇报
道，除了收集早期的档案，也通过
李光耀的弟弟李祥耀医生牵线，认
识了高长古的后人和了解他背景的
人士。采访经历可以说相当有趣，
过程中不断会有新发现。”
　　报业控股华文媒体集团昨天举
办2015年新春团拜会，并在联欢会
上颁发了集团常年新闻奖共14个奖
项。早报成为颁奖礼上的大赢家，
共获得其中12个奖项，包括最佳专
题、最佳特写、最佳评论、最佳新
闻照片、最佳新闻版面设计和最佳
新媒体新闻奖。
　　政府去年年中宣布将在今年底
推出终身健保计划后，早报医药专
线组记者随即策划了一连八期的
《终身健保系列报道》，内容涵盖
重症治疗、中低收入家庭如何受惠
和私人保险等相关课题，带领读者
从多角度认识这份全民保险。

旅游拍下震撼场面 
《荷兰的眼泪》获奖
　　负责采写的其中一名医药线执
行级记者黎远漪说：“从新闻策划
到见报都有不同的挑战，特别是我
们得寻找适合每期不同主题的病患
个案，说服他们拍照并提供个人病
历资料和家庭经济情况。在团队合
作下，我们得以顺利完成任务。”
　　早报摄影记者陈斌勤凭借一组
名为《荷兰的眼泪》照片，荣获最
佳新闻照片奖。

　　他去年7月在马航MH17客机事
件后去荷兰旅游，刚抵达阿姆斯特
丹机场，便目睹了荷兰民众自发在
机场发起追悼仪式的场面。
　　陈斌勤受访时说：“我当下感
觉场面很震撼，便多观察了一会
儿，后来觉得这是一个记录历史的
好机会，便拿出相机拍了下来。我
能在现场已是一种非常难得的人生
体验，这次获奖是额外惊喜。”　
　　《新明日报》和《联合晚报》
则分别获得最佳新闻奖和最佳标题
奖。
　　新上任的报业控股华文媒体集
团执行副总裁陈康威，昨天首次
出席了团拜活动。他于本月1日上
任，在加入报业控股前，他在卫生
部担任副常任秘书（政策）。
　　陈康威以华语致词时指出，新
加坡走向国际化的同时，维持华文
学习和文化传承工作将会越来越困
难。华文媒体集团在肩负起更大的
责任和期望同时，也要探讨如何开
创多元媒体的机遇，挖掘新闻以外
的商机，借助华文媒体的优势展现
实力。
　　他说：“我们责无旁贷，必须
肩负起更大的责任和期望。让年轻
一代能在读与听之中，掌握信息、
增长知识，更能从中得到乐趣，享
受阅读的美好过程；也要让中老年
读者继续感受到华文媒体服务读者
的诚意，继续保持阅读的兴趣和热
忱，并通过华文媒体了解世界大事
和政府政策。”

向林任君致敬
　　陈康威在致词时不忘带领全场
华文媒体工作者，向投身媒体工作
38年的华文媒体集团编辑顾问林任
君致敬，他将在本月底正式退休。
　　2015年度的华文媒体集团咨询
团委员及新闻奖评审团团员，昨天
也受邀到场参与活动，并从陈康威
手中接过委任证书。
　　新一届的华文媒体集团咨询团
共有20名委员，他们都是不同领域
的专业人士，而新闻奖评审团团员
则有七名。

14奖项夺了12个

早报成为华文媒体集团年度新闻奖大赢家
新上任的报业控股华文媒体集团执行副总裁陈康
威，昨天首次出席团拜与常年新闻奖颁奖礼。他以
华语致词时指出，新加坡走向国际化的同时，维持
华文学习和文化传承工作将会越来越困难。华文媒
体集团在肩负起更大的责任和期望同时，也要探讨
如何开创多元媒体的机遇，挖掘新闻以外的商机，
借助华文媒体的优势展现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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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中国经济腾飞，全球汉语
热急剧升温，带动了国际汉语教师
的强大需求。为顺应市场需求，南
洋理工大学国立教育学院亚洲语言
文化学部推出了全新的国际汉语教
学硕士学位课程，专为对国际汉语
教学理论和实践具有浓厚兴趣，汉
语为第一语言，英文为第二语言的
学习者打造。
　　为了更好地培养有志于在汉语
为非主导语言的英语国家进行汉语
教学、具有良好的中英双语能力和
专业素养的汉语教师，课程会帮助
学生正确使用英语辅助汉语教学的
原则和方法。同时，课程注重理论
与实践结合，着重培养课堂教学能
力，确保学生毕业后能胜任英语环
境下的汉语教学工作。
　　事务办公室院长谢永和教授
说，在环球化经济的影响下，有更
多外国家长重视孩子的华文学习，
本地的国际学校有更多非华裔学生
修读华文。他以本地加拿大国际学
校为例说，在3000名修读第二语文
课程的学生当中，共有2000名选择
华文作为第二语文。
　　与国际上同类课程相比，国际

汉语教学课程包含五门特选科目：
汉语语码教学与应用、英汉对比及
其在教学中的应用、汉语国际传播
与当代中国、批评探索和国际汉语
教师专业英语，以满足学生未来工

作和生活需要。
　　课程推动人之一的教育研究院
吴英成教授在受访时说：“学生学
成后，除了当华文老师，也可以从事
与汉语有关的服务行业，例如：参与

汉语教材、教学软件等研发工作，为
推动汉语国际化做出贡献。”
　　国际汉语教学硕士课程从去年
7月开放报名后，吸引了90多名海
外及本地学生报名，经过筛选，
首批48名学生已于今年1月开始上
课，其中75％学生来自中国、台
湾、香港和澳门等地。
　　2012年从国立教育学院毕业的
彭炫惠（25岁），从事一年多的教
育工作后，对国际汉语教学有兴趣
的她，得知此课程的推出后，果断
报名。她说：“我非常喜欢以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同时课
程也非常注重学生自学能力，教授
会根据学生兴趣，指引并推荐一些
学习资料供大家阅读。”
　　来自中国的陈苑（29岁）在网
上看到新课程正在招生，便立刻报
名，她说：“我在这个课程学到了
许多实用的教学技能，为我将来从
事与传播汉语有关的工作，打下扎
实基础。”
　　国际汉语教学硕士课程共设11
个专业科目，分全日制和在职课程
两种。全日制课程为期一年，最长
不超过两年；在职课程为期两年，
最长不超过四年。申请者须具有南
洋理工大学认可的大学本科学士学
位或大学毕业汉语教学专业文凭。

南大国际汉语教学硕士课程　首批学生75％来自中港台

彭炫惠（左）和陈苑想要从事与传播汉语相关的工作，报名参加国际汉
语教学硕士学位课程。（邝启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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