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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阶段效果良好

漫画教数学计划扩大至11学校
国立教育学院研究员去年在三所中学启动以漫画教数学的
试验计划，参与首阶段计划的逾 100 名学生中，有三分之
二认为学习过程更有趣，也愿意挑战更难的数学习题，因
此当局决定扩大参与第二阶段计划的学校数量。
许翔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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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漫画教数学，可把复杂的
数学概念形象化，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
国立教育学院研究员去年在
三所中学启动以漫画教数学的试
验计划，初步效果令人鼓舞，
参与首阶段计划的逾100名学生
中，有三分之二认为学习过程更
有趣，也愿意挑战更难的数学习
题。
这项计划目前进入第二阶
段，共有10所中学及一所小学参
与，学生人数增至超过400人。
国立教育学院数学与数学教
育学部副主任卓镇南副教授说，
研究两年前展开，用一年时间策
划后，去年在德明中学、圣希尔
达中学和安德逊中学试行，对象
是普通工艺源流中一生。
首阶段计划中，研究员针对
数学课本两个章节，即统计学和
百分数，设计一套漫画教学配
套，让教师教到这两个章节时
采用。配套也包括教学大纲，鼓

励教师以讲故事的方式，向学生
讲解。例如，借漫画人物在购物
时计算折扣价，教导百分数的概
念。
卓镇南指出，用说故事的方
式教数学是很自然的事，毕竟数
学概念源自现实生活，目前已有
不少数学教师在讲解时融入幽默
元素，或运用现实生活的例子。
“我们萌生以漫画来教导数
学课本一个完整章节的想法，希
望能激发缺乏动力的学生产生兴
趣，更积极学习。经过首阶段试
验，我们认为计划相当可行，决
定进一步扩展。”

普通源流和
快捷源流学生都适用
研究获国立教育学院支持，
首阶段试验获得约9万9000元经
费，第二阶段争取约24万9000
元。除了之前三所中学，新加
入的中学包括美廉中学、育英
中学、伊布拉欣中学、颜永成学
校、辅廉中学、武吉班让政府中
学，以及维林中学。

首届新中青少年艺术节
促进两地艺术文化交流

安德逊中学数学教师张琇雯（右一）认为，漫画教材能让学生更理解数学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而学生凌
佳欣（左起）、蓝乙祯和丹努斯也表示，漫画教材让他们更容易记得数学习题的解答方法。（周柏荣摄）
卓镇南说，不少教师反馈，
漫画教学法对普通学术源流和快
捷源流学生也适用，今年起部分
学校会将教材应用于普通学术源
流。武吉班让政府中学和辅廉中
学，今明年也陆续以教材教导快

捷源流学生，研究员针对学生的
能力，加入新元素，鼓励教师引
导学生解决更具挑战性的习题。
去年参与首阶段研究，已升
中二的学生，则采用新一批漫画
教材，学习课本另三个章节，即数

售票演出

芽笼士乃市集推手机应用付费
公众多为优惠券才使用

■中国儿艺剧院《西游记》

日期：7月9日（星期日）
时间：上午10时30分，下午3时
地点：中国文化中心四楼剧场
（217 Queen Street）
购票：https://www.sistic.
com.sg/events/cwest0717
■苏州工业园区

“圆融·花季青少年艺术团”
日期：7月16日（星期日）
时间：下午3时
（演出时长约两个小时）
地点：中国文化中心四楼剧场
票价：5元
（不设划位，自由入座）
购票：https://
zshop.zaobao.
sg/blogs/events/
suzhou
■新加坡青少年戏剧汇演

实践剧场的《小问号和没名字》好玩有趣，适合合家观赏。（大拇指）
林佩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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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新加坡和中国的青少年打
造一个展现艺术才华、相互交流
和欣赏的平台，首届“新中青少
年艺术节”将在7月8日至30日之
间举行，每个周末都会呈献精彩
的艺术表演，包括戏剧、戏剧工
作坊、儿歌创作和表演比赛等。
“新中青少年艺术节”由新
加坡报业控股华文媒体集团属下
的学生报、中国文化中心和中国
儿童艺术剧院联办，并获得中华
语言文化基金、中国人寿和新加
坡报业控股基金赞助。文化、社
区及青年部兼贸工部高级政务部
长沈颖是7月8日新中青少年艺术
节的开幕仪式嘉宾。
花果山、火焰山、五指
山 …… 《 西 游 记 》 的 故 事 人 人
耳熟能详，可是结合人偶演出的
《西游记》，可就新鲜了吧？今
年的新中青少年艺术节开场演
出，正是由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把
这部经典著作以人偶剧的方式搬
上舞台。整出戏剧共有40多个木
偶，包括多人操控复合偶、布袋
偶和面具偶等，让人耳目一新。
此外，中国儿艺也会和学生
报《大拇指》合作，在7月10日
和11日一起到立伟小学、云海小

学和培青学校，呈献戏剧工作坊
《三只小猪·变变变》，与本地
学生进行近距离交流。
新中青少年艺术节的压轴节
目是本地实践剧场呈献的亲子音
乐剧《小问号和没名字》。这是
继该剧场《小问号和探险家》荣
获生活剧场艺术奖2016最佳青少
儿演出后，由原班人马编剧黄素
怀、导演郭践红、作词人小寒和
作曲者黄有杰再次合作，并在新
中青少年艺术节上进行首演。
除了上述两场演出，其他适
合小学生和家人一起观赏的，还
包括苏州工业园区的“圆融·花
季青少年艺术团”演出。通过舞
蹈、三重唱和民乐等多种艺术形
式，让新加坡观众感受苏州的魅
力和风采，部分节目也会安排新
中学生共同演出，象征两国之间
的友谊长存。
《青少年戏剧汇演》由华
义中学、南侨中学和南洋初级
学院联合呈献，适合中学生和
大专生观赏。三校将带来主题
多元的戏剧演出，通过《捐款》
《再.见》《黑道父子》三部戏
剧，让观众在笑过、哭过后，对
社会现象进行反思。

有兴趣公众可上网购票
新中青少年艺术节的其中一
个节目是《小小拇指》第二届
“华语儿歌创作及表演比赛”。
这场为了发掘富本地特色的儿歌
创作比赛于今年初展开，共收到
超过200份作品，评审最后选出
了12份佳作。

组还包括心理学家。国立教育学
院心理学部副教授林锦明，从心
理学角度，探讨漫画教学成效。
首阶段计划显示，三分之二的学
生觉得数学有趣，更愿意挑战较
难的习题；其余虽觉得数学难，
但对科目改观，认为它与生活息
息相关。
林锦明说，学生畏惧数学，
主要是对概念理解不足，以及看
不出科目与生活的关联。“不少
研究显示，教学法越能让学生联
系到个人经历或生活，越能激发
学习兴趣，有助提高他们对掌握
好这门科目的信心。”
去年参与试验的安德逊中学
数学教师张琇雯（24岁）认为，
漫画人物和故事情节生动，能让
学生更投入学习，而绘图也有助
将一些概念形象化。“学生可从
漫画了解数学在生活中的应用。
我们也借一些情节引导讨论，培
养学生判断能力和普通常识。”
中二生凌佳欣（14岁）说，
漫画的用词简单，让她更能掌握
并记住一些较复杂的计算法。
“例如，在外用餐结算账单，
如何把服务费和消费税算在内，
我起初不太明白，经过漫画的解
释，比较容易掌握。”
另外，研究小组也准备筛选
一些参与计划的教师，总结漫画
教学心得，与其他教师分享。

日期：7月22日（星期六）
时间：上午11时，下午3时
（演出时长约两个小时）
地点：中国文化中心四楼剧场
https://zshop.zaobao.sg/
blogs/events/youthdrama
票价：5元
（不设划位，自由入座）
购票：https://
zshop.zaobao.
sg/blogs/events/
youthdrama
■实践剧场

《小问号和没名字》
日期和时间：7月28日（星
期五1场：下午7时）；29日
（星期六3场:上午10时、下午
1时/4时）；30日（星期日两
场:上午10时、下午1时），演
出时长约一个小时
地点：实践空间
（54 Waterloo Street）
票价：1 0元（原价28元，不
设划位，自由入座）
购票：https://
zshop.zaobao.
sg/blogs/events/
weequestionmark
和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得
奖者还须以个人或组合形式演绎
创作，凭表演为自己的作品争取
更高的分数。12名得奖者当中，
有不少是幼教教师，她们到时将
连同孩子们一起上台表演，现场
肯定是一片欢歌笑语。本场演出
只供参赛者和他们所邀请的宾客
出席，不对外售票。
有兴趣观赏新中青少年艺术
节其他演出的公众，可从星期一
（19日）开始，到相关网站或扫
描QR码直接上网购票。

邱振毅
李含笑

学应用、数据分析和概率。参与
计划的唯一一所小学伟源小学，
会在8月试行教学配套，融入小学
生喜爱的超级英雄漫画情节，教
导分数（fractions）等概念。
除了数学教育学家，研究小

kiewzy@sph.com.sg
hxli@sph.com.sg

历史悠久的芽笼士乃市集，
有摊位首次让消费者以手机付费
并以赠送优惠券吸引顾客。然
而，真正愿意掏钱充值的人却不
多。
本地公司EZi Wallet本月15
日起同芽笼士乃市集的六个摊位
合作，让公众能下载手机应用，
以手机付费的方式买夜市小吃，
每名顾客下载后，能获得五元的
电子优惠券。如果顾客要消费超
过五元，须另外充值，每次充值
最少10元。
有关应用推出两天后，吸引
了1900多名顾客当场下载应用以
获取优惠券，却只有约100名用
户掏钱充值。
据记者于应用推出首日在市
集的观察，许多顾客都是得知有
赠送五元优惠券后才选择下载
EZi Wallet。被问及以后是否会
继续使用该应用付款时，大多数
人表示兴致缺缺，他们认为使用
该应用步骤很多，不太方便。
顾客得先下载应用，再为账
号充值才可到接受该付款模式的
摊位，扫描QR码输入产品数额
进行付款，不能直接从银行账户
过账。
饮品摊The Kopi Kia的摊主
汤丽虹受访时说，顾客使用EZi
Wallet意味着她不必找零钱，而

EZi Wallet在芽笼士乃市集推出两天后，吸引了1900多名顾客当场下载
应用程序以获取优惠券，却只有约100名用户掏钱充值。（梁麒麟摄）
且不接触钞票，比较卫生。但她
也指出，顾客大多是得知下载应
用就可以免费买到饮品才使用该
应用。
应用创办人李泰源（44岁）
受访时说，尽管反应不太热烈，
但他对在市集推广手机付费的前
景感到乐观。他认为市集的人流
量高，最终应该能为每个摊位吸
引到每天至少100宗的交易。
顾客对这种手机付费的冷淡
反应不仅仅在市集。在芽笼士
乃市集之前，5月推出市场的EZi
Wallet已在约120家咖啡店、食
阁摊位及餐馆供人使用。李泰源
原本预计每个商家每天能有至少

100宗交易能用这个科技，但实
际交易量还不到预期的1％。
不过，EZi Wallet还是设下
在今年内吸引2000个商家接受
这个付款模式的目标。李泰源表
示，他将继续吸引大众化饮食场
所包括熟食中心和大专学府的餐
厅。公司也计划将服务推广到服
务业如美容店，甚至计划进军学
前教育业，让家长通过手机支付
幼儿园费用。
他说：“我认为目前情况与
本地消费者的习惯有关。我们需
要有至少1000个商家加入我们的
付款模式，才不会在运作上面临
亏损。”

首次参与猫儿寄养计划家庭可获礼包和指导
李思敏

leesimin@sph.com.sg

首次参与猫儿寄养计划的50
个寄养家庭将获得猫儿护理礼
包，另外也会获得其他有经验人
士的指导和帮助，以及免费参加
动物福利团体举办的培训课程，
学习如何更好地照料寄养猫。
本地动物福利团体Cat
Welfare Society（CWS）昨天
在常年大会活动上宣布推出新计
划，通过一系列项目为本地不断
扩大的猫儿救援和寄养社群提供
更多支持。
CWS目前与超过100多个寄
养家庭和救援者合作，为需要帮
助的猫进行治疗以及寻找新家。
当局去年通过领养活动成功为超
过300只猫找到新家，不过团体
的执行董事梅兰达（Laura Ann
Meranda）指出，他们需要更多
专业以及经验丰富的寄养家庭。

梅兰达说：“有很多猫需要
帮助，但给予帮助的通常都是同
一批人。救援和寄养这方面的门
槛很高，大多数人只能在社交媒
体网站上分享求救等相关信息，
却无法做得更多。新推出的计划
将为想要帮助猫儿的人提供更多
知识与资源，进而降低门槛。”

希望在9月前成立培训中心
对照顾猫儿毫无经验的50个
寄养家庭可获得一本名为“如何
成为寄养家庭”的指南，以及含
有笼子、尿垫、猫砂、饲料等必
需品的礼包。这些家庭也会与其
他有经验的寄养者进行配对，以
获得他们的指导和帮助。
CWS会举办一系列培训课
程，让寄养家庭学习关于猫儿行
为、营养与保健、慢性疾病、临
终护理等多方面的重要信息。
首个课程预计在下个月推出，接

下来也计划与其他动物福利团
体Love Kuching Project和Lucky
Haven合作推出进阶版课程。该
团体希望在9月之前正式成立培
训中心，扩大培训项目让更多领
养家庭受益。
玛丽（35岁，家庭主妇）今
年2月开始照顾她的第一只寄养
猫。她指出，首次照顾猫儿的人
经常会手足无措，但是够获得相
关物品和他人的指导能让寄养过
程更为顺畅。
她说：“从决定照顾寄养猫
到猫儿来到家中的时间往往只有
几天，寄养家庭有时会应付不
过来，需要急着买些必需品，却
又不知道应该买哪些牌子的饲料
和猫砂等。不过有了礼包，我们
就不用担心这方面的问题。如果
有疑问，也能寻求他人意见或帮
助，让我们在照顾猫儿时更有信
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