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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

英语戏剧《奥赛罗》
（20时，至25日，南艺第三校园，
实践剧场，明古连街151号，门
票：30元，20元（学生、国民服
役、乐龄2））
南艺戏剧系呈献，《奥赛罗》是莎
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之一。
电话：65124176

讲座

本地收藏家的故事
（19时30分，晚晴园－孙中山南洋
纪念馆，大人路12号，免费）
收藏家陈来华与李宁国分享他们收
藏历史文物及旧歌金曲的心得。
电话：62567377

展览

“分·色”油画作品展
（11时－18时30分，至6月5日，南
蛮艺苑，东陵购物中心2楼56／65
号，免费）
电话：67379168／83577781

纪玉江油画展
（11时－19时，明天最后，大唐艺
苑，亮阁2楼9A号，免费）
电话：63339628

“子平在峇厘岛”画展
（11时－19时，最后一天，南艺第
一校舍第1、2展厅，明古连街80
号，免费）

　　他是后港罗弄阿苏巴刹菜
贩阿光。
　　阿光的全名是蔡禄光，39
年前小六毕业后辍学，跟随父
亲在大巴窑中心的巴刹卖菜。
后来政府发展大巴窑中心，巴
刹被拆，摊贩被分配到淡滨尼
或后港继续营生。阿光和父亲
嫌 淡 滨 尼 离 大 巴 窑 的 住 家 太
远 ， 于 是 选 择 到 罗 弄 阿 苏 卖
菜。这一卖就是30年。
　　在这30年光景，阿光结婚
生子，每天忙忙碌碌，买菜卖
菜养大三个儿子。
　　几年前他和太太在巴刹不
远处的工厂租了个单位，由太
太经营蔬菜批发生意，给煮炒
摊送蔬菜，自己则继续卖菜，
只有在星期一巴刹休息时，他
才帮忙妻子做批发。
　　阿光人缘好，顾客很多，
哪个安娣向他要一两条辣椒，
他会让你“自己挑”。你买了
蔬菜，还要两毛钱青葱，他会
抓 一 把 青 葱 放 进 你 的 塑 胶 袋
里，不另收费。
　　也有贪便宜的安娣不问自
取，明明拿了几样菜，快手快
脚把其中两三样塞进从菜摊旁
扯下的塑胶袋里，状似已付了
钱，剩下的菜才拿去给阿光算
钱。阿光虽然看在眼里，但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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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不发。生性豁达的他另有一
番看法：“在众目睽睽之下揭发
对方的行径，只会令她难堪，那
又何必呢？她自己心里明白这么
做对不对。”

　　阿光每天的工作从凌晨2时开
始，从巴西班让菜市场买菜，到
回来整理菜摊，到卖菜，一直到
下午2时才收档。工作时间很长，
但回报还算不错，他笑说比一般

大学生赚得多。
　　孩子已长大，生活担子减轻
了，阿光坚持不退休，他的愿望
是转战咖啡店，把蔡氏菜摊交给
儿子接手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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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出本地第二代艺术家林子平的50
多幅峇厘水墨作品及两幅油画。
电话：65120000

“美少年亲近艺术家”
学生作品展

（ 1 1 时 － 2 0 时 ， 最 后 一 天 ，
Viridian Art House（亮阁对面），
里峇峇利路（River Valley Rd70

号，游泳池旧址）免费
《大拇指》与国家艺术理事会联
办，看小学生和六位艺术家学习

后，创作出哪些摄影作品、陶瓷作
品、国画、雕塑和混合媒介作品。
电话：96873774

街访街坊

　　西山小学六年级生邹韶骏特别
喜欢上尚达纳莎米老师的科学课。
这名教师在教导科学时不但利用多
媒体工具让教学更生动，也会在恰
当的时候，在课程中融入有关价值
观的讨论，让学生感觉科学理论和
为人之道其实没想象中抽象。
　　邹韶骏（12岁）举例说，最近
一堂与地心引力有关的课，就让
他印象深刻。当时，尚达纳莎米
向学生解释工匠如何利用铅垂线
（plumb line）和地心引力的原理
来检验线或平面是否垂直。到了课
堂尾声，她向学生提出一个有趣的
讨论题：“谁是他们生命中的‘铅
垂线’？”
　　邹韶骏说：“大家都有不同的
答案。有人说父母是他们的‘铅垂
线’；有人说是教师；有人则说他
们的好朋友是他们的榜样。那次的
讨论很有趣，因为我们发现原来科
学课里学到的东西，同日常生活息
息相关。”
　　与其要学生从课本中学会良
好的习性，近年来一些教师更倾
向于通过“及时教育”（teachable 

学园

陈能端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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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山小学教师尚达纳莎米（右三）教科学时，恰当地时刻融入有关价值观的讨论，让学生意识到科学理论也能让人反思为人之道。（林国明摄）

moments）向学生灌输正确的价值
观。有鉴于科目性质的不同，一般
人会觉得人文科目较容易制造“及
时教育”的时机，但其实科学课也
不乏这样的契机。
　　过去几年，本地有一组科学教
师通过实践和研究，在各自的领域
里探讨如何更有效地通过科学课教
导学生软技能和灌输品格教育。

建议利用单元课程
让学生讨论生活情况
　　小组的成员包括国立教育学院
自然科学与科学教育学部讲师陈国
祥博士（53岁）、尚达纳莎米及另
外三名中学教师。
　　陈国祥受访时解释，这个小组
并非由任何官方机构主导，成员因
为志同道合才会一起进行这方面的
钻研。
　　陈国祥说：“我们都知道品格
教育很重要，但挑战在于怎么利用
教学的平台来引导学生。我的看法
是，科学作为大部分学生必考的科
目，学生普遍上会较认真听课。如
果能好好经营科学课里的‘及时教
育’时机，那么我们向学生灌输价
值观的任务就能事半功倍。”
　　陈国祥和其他教师主张在恰当
的单元课程中，利用5至10分钟的
时间让学生针对一个日常生活中会
遇到的情况进行讨论。但关键是，
讨论的课题必须与学生刚吸收的科
学知识有相同之处，这样才有助学
生进行对比和反思。

　　中正中学总校的化学教师陈淑
慧（27岁）也是小组成员之一。她
设计的其中一个教案是在教导金属
钾（metal potassium）的化学作用
后，让学生进行讨论。
　　例如，如果同朋友发生激烈冲
突，自己会有怎样的行为反应。会
否同金属钾一样，当碰到“性格不

合”的物体会发生激烈冲突，还是
会尽量保持冷静？
　　陈淑慧说，设定这个讨论题，
主要是为了让学生意识到情绪管理
的重要性，因为他们长大成人后必
须懂得如何面对高压情况。
　　陈国祥和同伴这几年来凭着实
践成果发表了数篇论文。去年，

陈国祥与尚达纳莎米联合撰写一篇
有关如何在小学科学课上制造情感
（affective）教学契机的论文。论
文在韩国举行的东亚科学教育学会
国际会议上发表，结果获得杰出论
文奖。该学会每年只在大会上颁发
最多两份杰出论文奖。
　　努力获得认可当然令人高兴，

但对从事教育工作24年的尚达纳莎
米而言，最重要的不是奖状，而是
不断提升教学素质。
　　她说：“全人教育（hollistic 
education）的根本在于立人，而借
助这样的教学法，我们不只是纯粹
在教科学，也在引导学生通过自我
反思，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谁是你生命中的铅垂线？
陈国祥博士说：“我的看法是，科学作为大部分
学生必考的科目，学生普遍上会较认真听课。若
能好好经营科学课里的‘及时教育’时机，那么
我们向学生灌输价值观的任务就能事半功倍。”

　　政府从4月起取消巴刹与小贩
中心摊位租金最低限额的条例，直
接影响过去两个月的摊位招标活
动，部分摊位投标租金已下降，甚
至以低于原本的租金底价。
　　虽然新条例是从4月1日生效，
但因3月的摊位招标活动截止日期
为4月2日，因此也受新条例影响。
　　国家环境局昨天发文告指出，
在3月与4月的摊位招标活动中，成
功标中的50个摊位中，有近四成
（19个）摊位的投标价低于摊位原
本的租金底价（reserve rent）。
　　这50个摊位中有14个为巴刹摊
位，其余是熟食摊位。
　　这些摊位的最高投标价为3588
元，是在麦士威路小贩中心的一个
摊位；最低成标价为200元，是位
于达曼裕廊小贩中心的一个摊位。

　　环境及水源部高级政务部长傅
海燕昨天出席华社自助理事会的活
动前受访时为摊位招标结果感到欣
慰。她说：“也因这样，就会有更
多摊位被租出去。我希望能吸引更
多有兴趣的公众加入这个行业。”
　　环境局受询时也向本报透露，
3月进行招标的麦士威路小贩中心
10个小贩摊位，有一半摊位的成功
标价低于之前的租金底价。
　　小贩中心内的摊位最低成功标
价是1269元，中心外的凉亭式摊位
成功标价为968元。
　　虽然无法得知这些摊位原本的
租金底价为多少，但环境局受询时
透露，2009年至2011年的最高租金
底价为2550元，这是位于纽顿美食
中心的一个熟食摊位；直落布兰雅
坡小贩中心的一个摊位租金底价最
低，价格为442元。
　　环境局也透露，今年与去年的
熟食摊位平均租金底价为1100元，
2009年与2010年的是930元，而

2008年的则是1000元。
　　本报记者昨天走访麦士威路
小贩中心，发现成功标价为3588元
的摊位距离1269元的摊位并不是很
远，两个摊位都处小贩中心内较中
间的两排，只不过3588元的摊位比
较靠近人潮熙來攘往的中间走道。
　　附近的摊主得知这两个摊位的
成功投标价相差近两倍都感到相当
意外。
　　已在这个小贩中心经营咖哩

饭摊15年的赵阿副（58岁）受访时
说：“这两个摊位陆陆续续换了不
少摊主，好像他们的投标价都是在
2000元至3000元左右，他们有的买
西餐、有的卖泰国餐，但可能是租
金太高，也可能是生意不好，生意
好像都做不久。”
　　赵阿副目前每月需支付约2600
元的租金，他说小贩中心不少摊位
都在这个价位，租金不低，成本也
不小。但得知就在他摊位前斜对角

的新摊主能以1269元标下摊位，赵
阿副大表新摊主“赚到了”。
　　豆花摊主梁锦祥（52岁）则
说：“我们的租金那么贵，他们的
那么便宜，感觉有点不公平，希望
以后重新评估摊位价格时，我们的
租金也能调低。”
　　也有公众如黄新文（34岁，秘
书）质问：“既然有人用1269元能
投到这里的摊位，是否说明以前定
下的租金底价其实有点太高了？”

黎远漪　苏俊勇　报道
yuanyi@sph.com.sg
jysoh@sph.com.sg

　　另一方面，环境局将为本月推
出116个摊位供投标，包括在3月与
4月招标活动中仅一人投标的31个
摊位。
　　文告也指出，环境局每月的招
标活动通常定在13日至26日，而本
月之所以会延迟，是为让这31个摊
位能加入这一轮的投标。

部分摊位租金投标价已下降租金最低限额条例取消

三四月份摊位投标

 类别 供投标 有竞标 最高标价介于 一人标 标价介于 无人
  摊位数目 摊位  摊位  投标

熟食 65 36 $200-$3588 13 $10-$1200 16

巴刹 129 16* $206-$1800 18 $1-$729 95

总数 194 52 - 31 - 111

*两个投标作废 资料来源：国家环境局

 032 饮料 3588

 067 熟食 3200

 002 熟食 2850

 025 熟食 2000

 101 回教熟食 2000

 016 饮料 1498

 039 熟食 1428

 041 熟食 1350

 018 熟食 1269

 K002（户外较小摊位） 饮料 968

麦士威熟食中心
10个摊位成功标价（元）
摊位号码 售卖类别 成功标价

红线以下的摊位标价都低于租金底价
资料来源：国家环境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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