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西双笛韵：西洋竖笛和中国竹笛的对
话”音乐会
（19时30分，滨海艺术中心音乐厅，门票：25、
35、55、75、95元）
新加坡华乐团与滨海艺术中心联办，由新加坡华乐团
音乐总监叶聪指挥、丹麦竖笛演奏家米夏拉·派翠
（Michala Petri）、中国竹笛大师唐俊乔携手新加坡
华乐团呈献。
售票处：SISTIC（63485555）

英语舞台剧《美男王》（Beauty King）
（20时，周末增演15时场，至17日（星期一除外），
戏剧中心剧院，门票：43、65、73、85元）
李迪文创作、林志坚导演，以美男赛为主题，探讨现
代社会的美男赛热潮，帅哥美男参赛的目的，以及这
年代中“美男”的定义。
售票处：SISTIC（63485555）

良性前列腺增生（BPH）
（13时－15时（英语），15时30分－17时30分（华
语），新达城3楼303－305展厅，报名费：5元）
新加坡泌尿外科学会（SUA）配合前列腺疾病意识月
（Prostate Awareness Month）举办。
电话：93589601／网址：www.pam.sg

如何与姻亲沟通
（14时-17时，大巴窑中民众俱乐部，大巴窑中路，
收费：5元）
翱翔辅导服务的辅导主任与辅导员主讲，获得社青体
部家庭教育署赞助。由袁凤珠主讲。
电话：62515525／91376758（报名）

剖析与探讨市场与资产类别在2011下半年
的走势与展望
（14时（13时45分登记），新加坡管理学院分院3
楼会议室，南利道（Namely Ave），收费：会员30
元、非会员40元（包括茶点））
新加坡管理学院属下的企业管理学会主办，王绥钊 
主讲。电话：62489450（报名）

“发展中的设计”展览
（11时－20时，明天最后，乌节中央城1楼中庭
（Orchard Central），免费）
展出新加坡管理学院—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SIM-
RMIT）传播设计系学生的毕业作品，带你走入精神
病患者的世界，亲身体验他们日常生活中所面对的压
力，和病情带来的种种困扰。
网址：www.designinprogress.sg

“从房子到城市” 
（From the House to the City）展览
（周一至周五：8时30分－19时，周六：8时30分－
16时30分，至23日，市区重建局，麦士威路，免费）
展出英国设计师理查德罗杰斯（Richard Rogers）49
年建筑生涯中的杰出作品，以及他旗下建筑公司另外
两名合伙人史达克和哈勃的作品。电话：63218321

“在人与人之间的墙”摄影展
（周一至周五：11时－19时，周六：11时－17时，

至27日，法国语文学院，沙奇士路(Sarkies Rd)， 
免费）
展出法国摄影师亚历山大·诺伯塞欧（Alexandra 
Novosseloff）和弗兰克·尼伊瑟（Frank Neisse）的
作品，是他们过去两年在一些边界地区旅游时，所拍
摄的一系列关于纪实性照片电话。
电话：65124043

艺术科学博物馆 
（ArtScience Museum）展览
（10时－22时，滨海湾金沙，门票：成人27元，2－
12岁儿童16元，65岁以上乐龄24元）
◆“下西洋：唐代沉船珍宝”展览（至31日）：美国
史密森尼博物院的阿瑟·姆·赛克勒博物馆、亚洲文
明博物馆与新加坡旅游局联办，展出举世罕见的唐朝
“黑石号”沉船宝藏。
◆“达利——天才之脑”作品展（至10月30日）：通
过雕塑、绘画、草稿、家具设计、珠宝、玻璃工艺品
等不同门类的几百件珍贵达利作品，邀你一探天才脑
内的奇想世界。
◆“梵高活着”影像展（Van Gogh Alive）（至11月6
日）：用40多部高解析度投影仪和影院音响及放映技
术，将3000多幅关于梵高的“文件”——梵高画作、

亲笔书信及反映19世纪社会风物的照片，在30分钟之
内呈献一场3D、动感而鲜活的展演。
售票处：SISTIC（63485555）

轻安村活动
（9时－13时，淡滨尼82街第840座，免费）
活动项目有参观草药、菜园，环保珍惜地球义卖， 
减压松劲运动及轻安村新鲜蔬菜、素食午餐义卖。
电话：67852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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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精彩内容，见明日

叶凌荟　报道

　　因为热爱华文而教华文，
两名年轻人秉持对华文教育的
热忱，在昨天于国立教育学
院（NIE）毕业，正式成为教
师。
　　郑子慧（24岁）从南洋
理工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就到
NIE继续深造。她即将到立化
中学任教。
　　在谈到新加坡的华文教育
制度时，郑子慧认为环境是一
个重要因素，“以立化来说，
学生的程度其实都不错，只是
因为环境，大家不常使用中
文，所以会不习惯。”

　　她觉得本地学生只要常使
用华文，一定会克服语言困
难，所以课堂上子慧坚持学生
说华语，让学生可以将华语表
达得更好。
　　郑子慧的大学毕业论文也
受到国际语言学术会议的认
可，于去年9月邀请她到法国
参加学术讨论。因此，她的论
文被评为“杰出研究”。
　　另一名优秀毕业生是获颁
新加坡华文教师总会书籍奖的
吕家铭（27岁）。他在NIE以
最优秀的华文成绩毕业，也即
将在立化中学任教。
　　和郑子慧持同样观点，吕
家铭表示新加坡是个拥有多元

文化的国家，所以学生在学习
华文时会比较辛苦。“这也是
华文教师很累，也很伟大的地
方。”
　　他接着说：“教学时，最
重要的是把华文联系到生活，
看学生们对什么感兴趣。现在
很多学生不喜欢华语流行歌，
所以我想过从韩国流行文化着
手。其实教华文不一定要用华
文媒介，任何题材都可以作为
教学点。”
　　今年共有1961名学生从
NIE毕业，正式成为老师，学
院也在南洋理工大学举办了为
期三天的毕业典礼。

*linghui@sph.com.sg

热爱华文所以教华文

郑子慧（右）和吕家铭（左）顺利地从NIE毕业，也将把他们对华
文的热忱贯注在教学里。（国立教育学院提供）　

陈能端　报道

　　因为学业成绩不理
想，黄伟源2007年获得
体育教育专业文凭后，无
法直接入读教育理学士课
程。不过，他一心想提
升自己身为教师的专业技
能，因此他过去四年来不
断进修,终于实现梦想，
从教育部长王瑞杰手中接
过毕业证书。
　　国立教育学院从星期
三一连举行三天的教师就
职典礼。29岁的黄伟源
是毕业生之一。他以优异
成绩获得教育理学士一等
荣誉学位，并囊括四个优
异奖。
　　黄伟源的求学道路并
不平坦。他在淡马锡理工
学院念书时，对所修读的
资讯通信课程不感兴趣，
毕业成绩一塌糊涂。服兵
役时，他在装甲部队担任
上士，有机会指导其他士
兵。这个经验让他对教学
产生兴趣，于是退伍后决
定到国立教育学院报读体
育教育专业文凭课程。
　　虽然他在教育学院的

成绩不错，但碍于之前在
理工学院的成绩太差，他
取得文凭后无法继续升读
教育理学士的课程。但他
不气馁，分配到圣婴小学
执教后，以半工半读的形
式修读英文高级文凭和体
育科学专科文凭。他的努
力没有白费，他在2009
年获得国立教育学院再次
录取，终于成为理学位课
程的学员。
　　黄伟源目前是大侨小
学的教师。他受访时说：
“我从来没有想过会得到
这么多奖。成为教师是我
的目标和梦想，所以我一
直告诉自己，一定要不断
进步，在各方面做得最
好。”
　　王瑞杰当天也颁发了
本年度杰出青年教育奖。
此奖由全国青年理事会和
教育部联合颁发，目的是
表扬30岁以下的年轻教
师为青年发展所做的贡
献。今年有317名教师获
得提名，最终有三人脱颖
而出。
　　得奖者之一是德义
小学美育科主任郑湄洁

（29岁）。郑湄洁不仅
在校内推广美术创意教
学，她也在课堂外积极运
用自己对摄影的认识，为
不幸的孩童策划辅助课
程。来自单亲或低收入家
庭的孩子因此得以借助摄
影开拓视野。他们拍摄的
优秀作品也能参展。
　　郑湄洁说：“我也来
自单亲家庭，所以我更珍
惜现在的生活。有机会回
馈社会，何乐不为？”另

外两名杰出青年教育奖得
主是康柏中学的郑玮娜和
绿苑中学的费萨尔。
　　王瑞杰和教育部政务
部长黄循财分别以主宾身
份出席首两场教师就职典
礼。他们在致词时不约而
同引述自己的成长经历，
凸显教师对国家的贡献。
　　王瑞杰就趁机感谢教
过他的老师。他指出，
70年代的学校如出自同
个模子，但关键在于教师

对学生的深刻影响。如果
没有这些教师的付出和努
力，许多人或许还只是
“甘榜小子”，得不到启
发。黄循财则说，他的母
亲曾是小学教师，所以他
自小目睹母亲彻夜改卷、
为学生担忧的情景。但他
知道这份工作带给母亲极
大的满足感，因为即使退
休十多年，母亲的学生们
看到她，仍会感激她的 
教诲。

　　两人也重申，教育部
会继续通过不同管道协助
教师提升专业素质，包括
设立新加坡教师学院、提
供更多元的升学机会等。
此外，教育部会尽量帮助
教师平衡工作与生活。
　　今年共有1961人获
得毕业证书，加入教师团
队。

*nengduan@
sph.com.sg

教育学院教师就职典礼

他以四优异奖圆了教师梦

获得教育理学士一等荣誉学位的黄伟源昨日在国立教育学院举行的就职典礼上代表毕业生致词。
（陈渊庄摄）

国立教育学院举行了三天的教师就
职典礼，今年共有1961人获得毕业
证书，加入教师团队。教育部长王
瑞杰也同时颁发本年度杰出青年教
育奖给三名年轻教师。

　　出国前在机场离境厅逛商店，
顺便“拿”走一个名牌手腕包，证
券行女经理一念之差，使她从此留
下案底。
　　55岁的郭咏华（译音）是金英
证券行的业务经理。去年6月18日
晚上，她在樟宜机场第三搭客大厦
准备离境前犯下偷窃罪。她周三认
罪后，被判罚款500元。
　 　 案 发 当 晚 1 1 时 3 0 分 左 右 ，
Coach零售店的女店员例行点货
时，发现柜子上少了一个价值155
元的手腕包。她连忙查看闭路电视
录像，发现被告在半个小时前独自
进入店内。录像画面显示，被告逗
留约五分钟后，便取走架上的手腕
包，然后掉头就走。
　　店员立即报警。那时刚过了午
夜12时。机场警察在大约40分钟
后，在离境厅的候机室找到被告，
要求搜查行李。
　　眼尖的女保安留意到，被告趁
机场保安搜查她的行李时，从随身
的红色手提袋里，取出东西藏在背

后。女保安马上通知警员，并随即对被告搜身，结
果从她裤裆里搜出失物。
　　律师求情说，被告没有案底，这起事件将影响
她的职业前景，请求法官轻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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