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讲座

陪你看报纸
（10时—11时，每周三，德教
太和观乐龄服务中心，塔景路
（Tah Ching Rd）第337座，免
费）
《联合早报》《联合晚报》联
办，向年长者讲解过去一周的
新闻。

土耳其与中国：
当代政治、竞技
与战略关系（英语）
（15时30分—17时，国大武吉
知马校园Tower Block 6楼，东亚
研究所会议室，免费）
国大东亚研究所主办，德国土
耳其社区服务基金项目主任科
林·杜尔科普博士（Dr Colin 
Dürkop）主讲。
电话：65163708／67791037

演出

《全民音乐——从新加坡
到黄河协奏曲》音乐会
（19时30分，滨海艺术中心音
乐室，门票：50元或买募捐票
券）
新 加 坡 —— 中 国 友 好 协 会 主
办，中国音乐史学家向延生担
任顾问，凤凰卫视首席配音师
张妙阳担任朗诵，本地年轻作
曲家周俊安负责筛选冼星海曲
目。来自新加坡杨秀桃音乐学
院和美国皮博迪音乐学院的多
位师生也会参与演出。
电话：64665775（购票）

“Limelight”
系列音乐会
（19时30分，滨海艺术中心音
乐厅，门票：13元）
新民中学合唱团呈献。
售票处：SISTIC（63485555）

展览

本地第二代画家林家雄
个展“纸馨墨香”
（星期一至六：10时—19时，
至11月6日，那薇画廊，富丽敦
酒店1楼08号，免费）
展 出 自 画 像 和 写 自 作 诗 的 书
法，流露对生命的感悟。
电话：63279235

巡回展——
当我们同在一起欢庆—
新加坡的各大传统节日
（ 9 时 3 0 分 — 1 7 时 ， 至 1 1 月
9 日 ， 南 大 华 裔 馆 ， 南 洋 道
（Nanyang Ave），免费）
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与
立化中学和中正中学（总校）
的学生共同策展，介绍本地不
同族群如何庆祝各大传统节日
以及其中的共同点，希望借此
增进新加坡人对本地不同文化
的认识，和各族群之间的情感
联系，从而形成一道包容与和
谐的美丽风景。

法国家具展“No Taste 
for Bad Taste”
（9时—21时，至11月16日，
国 家 设 计 中 心 ， 密 驼 路 1 1 1
号，免费）
法国家具与木工业发展委员会
旗下推广家具设计创新的“Le 
French Design by VIA”举办，汇
聚最具法国当地家具设计精神
的40件家具。

摄影展：从新加坡到
新加坡人——先驱和后裔 
（10时—17时，至12月31日，
纳歌达卡印度回教文化遗产中
心，直落亚逸街140号，免费） 
展出由100名新加坡人收藏、有
关他们的祖先早期到新加坡发
展的黑白照。
网址：www.bicentennial.sg

072019年10月30日　星期三新加坡

今日触点

街访街坊

活动消息可寄交“今日触点”
负责人或传真至6319-8121 
或电邮：zblocal@sph.com.sg

联系方式
电邮：zblocal@sph.com.sg
传送照片：9720-1182
网站：www.zaobao.sg
面簿：facebook.com/zaobaosg

数码

（根据zaobao.sg
昨晚6时单日排行）

五大热门新闻

●  本地艺人李心钰结婚

●拳击高手涉夺两命  
　弑母打死外婆

● 享额外津贴 
非公民配偶计划年龄放宽

● 屠妖节非法燃烟火 
高逾组屋12楼惹议

● 联邦道双尸案死者 
守寡20年带大两儿 
亲友眼中坚强妈妈同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呈现！

zaobao.sg x Instagram为你捉捕
那些精彩的新闻瞬间！

一图胜千言 
zaobao.sg 
带你“看”新闻

扫描QR码
关注zaobao.sg
官方Instagram账号

胡洁梅　报道
ohkm@sph.com.sg

　　把校园内水耕种植的蔬菜送
给养老院，请学校清洁工人喝饮
料……丰伟小学的学生摄影师透
过照片记录师生的善举，凭作品
获颁摄影比赛的最佳作品奖。
　　教育部自去年举办“我们
的校园点滴”（Our Schools Our 
Stories）摄影比赛，鼓励学生和
教职员发挥摄影才华，以照片描
述丰富的校园生活。
　　今年的比赛首次把得奖作品
带进组屋区与更多民众分享，让
他们从师生的视角了解校园生
活。
　　丰伟小学是其中一所在初级
组获得最佳摄影作品的学校。
主办方共收到约1000份来自151
所学校的作品，参赛者可根据

三个主题提呈作品，每个主题在
各年龄组别即初级组（小五至中
二）、青年组（中三至高中）和
教职员组，各选出一份最佳作品
奖以及两份表扬奖。获得肯定的
27幅作品会在邻里展出。
　　摄影展本月1日至25日在义
顺组屋区举行，下个月走入淡滨
尼组屋区。
　　代表丰伟小学参赛的三名学
生都是学校媒体俱乐部成员，学
习过摄影。学生刘锎欣（11岁）
与姿雅（Dzya Hazyqah，12岁）
为参赛作品写图说，想通过说
明简洁地介绍师生回馈社区的方
式。
　　刘锎欣说：“我们平时都有
机会练习摄影，并不知道作品会
选来参赛，知道作品能在展览中
展出，感觉挺骄傲的，还能向大
家宣传学校。”
　　照片展示学生在学校水耕设
施照料菜苗、将蔬菜送到“新加
坡济世之家”，以及清洁员工凭
着“快乐磁铁”向摊主领取饮料

的画面。这些行善计划都是小五
学生提出的点子。配合5月的行
善月，学生想请清洁员工喝饮
料，计划获得不少教师的支持，
购买“快乐磁铁”赞助清洁工的
饮料。
　　主要拍摄照片的菲律宾籍
学生戴维森（Cruz John Davidson 
Pascua, 11岁）说，他喜欢捕捉人
物的自然表情，但食堂摊主与清
洁工看到镜头显得害羞，所以他
尽量保持一点距离，从不同角度
拍摄。“摄影很有趣，知道作品
被选中并得奖，这激励我要拍更
多好照片。”
　　负责媒体俱乐部的教师叶杰
汉指出，这是让学生发挥摄影才
华的好机会，通过作品来鼓励人
们回馈社区。
 　　武吉巴督中学的学生摄影则
以校际橄榄球赛为题材，这组照
片生动地捕捉球员的斗志，以及
支持者给球员“鼓励的拥抱”等
画面，获得其中一个表扬奖。
　　那是一场争夺季军和殿军的

比赛，橄榄球队最终夺得殿军。
负责拍摄这组照片的学生哈琪卡
（15岁，中三）受访时说，能以
镜头捕捉球员的情绪，成果让她
很满意。她也希望通过支持者给
球员的鼓励，传达“胜败乃兵家
常事”的精神。
　　负责写图说的组员丹雅（15
岁）则表示，她想通过简介带出
团结是力量的重要性，而这个力
量也来自家长与教师等支持者的
鼓励，让球队面对失败后继续努
力。
　　学生摄影在拍摄这场比赛前
有机会观察橄榄球队的训练，
练习摄影技巧。学生谢佳熙（15
岁）说：“比起其他球类比赛，
我觉得橄榄球的节奏比较快，要
捕捉想要的画面挺有挑战的，是
很好的学习机会。”
　　11月1日至30日，公众可到
淡滨尼12街第151座组屋欣赏学
生作品，在场也可扫描有关QR
码，观看相关视频，了解学生的
校园体验。

摄影比赛捕捉校园点滴　获奖作品走入邻里展览

丰伟小学学生姿雅（左起）、刘锎欣和戴维森透过照片记录师生
的善举，他们的作品是其中一组在“我们的校园点滴”展览中展
出的照片。（特约胡惠颖摄）

武吉巴督中学的学生摄影以校际橄榄球赛为题材，生动地捕捉
球员斗志，以及支持者给予球员的鼓励，获得其中一个表扬奖。

（特约胡惠颖摄）

　　南洋理工学院的三名学生研
发一款红外线感应器，上个月
中在第四届纬壹科技城节（one-
north Festival）上展出，深获好
评。
　　这个称为IR-SENSE*的感应
器，利用热能和影像处理技术，
让用户可不断监督家里电器的用
电量，更好地管理能源量。
　　林明勝（左起，20岁）、罗
炜彬（20岁）和张干荣（24岁）
是南洋理工学院电子系统专业文
凭课程的毕业班学生。
　　三人是同学兼好友，决定活
用课堂知识解决一些实际的生活
问题。他们是参加了一个电脑程
序编写比赛Code XtremeApps后，

想到可利用红外线感应电器的开
关状态，协助用户改善能源耗
量，改变了传统使用电源转换器
监督电量的方法。
　　较早前，已有一组学生完成
能接收和分析红外线影像的项
目。他们用三个月加以提升，专
注解决能源耗损的问题。
　　三人利用微软公用云端服务
平台Microsoft Azure设置软件应
用，以“前视红外线传感器”
（Forward Looking Infra-Red）的
影像来侦查电器的开关状态。
　　完成作品后，他们获选参加
纬壹科技城节，还获得活动嘉宾
交通部兼通讯及新闻部高级政务
部长普杰立医生的赞许。

　　三人对作品感到满意，很开
心能与公众分享作品和创作经
验。他们说，能利用知识和技能
解决日常生活问题非常有意义，
并享受其中的创作过程。他们还
在探讨改进作品，包括把红外线
的感应功能融入其他智能遥控器

里，支持遥控或声控的家用器
具。
　　纬壹科技城节是由新加坡科
技研究局（A*STAR）、裕廊集
团和新加坡科学馆联办的活动，
旨在通过一系列项目，如讲座和
展览等，推广科学与研究。

傅丽云　报道
pohlh@sph.com.sg 感应器助管理能源

（南洋理工学院提供）

林明勝、罗炜彬，以及张干荣是南洋理工学院电子系统专业文凭课程

的毕业班学生。他们参加了一个电脑程序编写比赛后，想到可利用红

外线感应电器的开关状态，协助用户改善能源耗量，改变了传统使用

电源转换器监督电量的方法。

卢凌之　报道
lulz@sph.com.sg

　　气候变化日益受到全球关
注，教育部长王乙康日前首次就
我国气候教育表明官方立场，认
为不应将气候变化单独列为一个
科目，而是将相关知识融入学生
学习的科目和活动当中。
　　从事地理教育研究的新加坡
国立教育学院高级讲师萧韵琴博
士受访时认同教育部观点，认为
气候变化是跨学科的知识，须从
课堂延伸至课外的全方位教育。
　　“对于我们的学生而言，重
要的是不要将气候变化和气候科
学看成是由一个老师教授的一门

界限明确的科目，而是在校的每
一阶段、每一学科都会遇到，并
由不同老师讲解。”
　　王乙康上星期在面簿贴文
说，有两位上月参加在芳林公园
举行气候集会的教师向他寄去明
信片，希望加强学校在气候变化
教育方面的力度，其中一人建议
将气候变化纳入全国课程中。
　　王乙康回应指，环境教育已
在小学至初级学院的课程中。“这
正是我们如今有一代具有环保意
识的年轻国人的原因之一。”
　　他不主张让气候变化成为一
个专门的科目，甚至需要考试。
在日常教学以外，学校采用的应

用学习项目和“德育在于行动”
项目，都有助学生培养好习惯，
例如“减少使用制冷设备，减少
浪费和节约用水”。
　　以位于白沙的伊莱雅园小学
为例，学校科学部代主任李文康
介绍，小三生会学习减少食物浪
费，也和食堂摊贩一同将厨余和
果皮制成堆肥，用作植物肥料；
小四生则会实地到海滩探究环境
问题及解决方案；高年级学生也
有类似活动。
　　教育部课程规划与发展司
（第二司）统筹司长张彩红受询
时指出，将气候变化问题纳入学
校的课程和活动中，是希望“让
学生对问题有基本的科学认识，
使他们能进行建设性的讨论，就
个人的行动做出明智的决定”。
　　她介绍，学生会在小学阶段
的科学课上对全球变暖和环境问
题（如污染和砍伐森林）有基本
了解，并通过社会知识课学习负

责任使用资源的重要性。
　　中学的科学课会进一步解释
碳循环和温室气体如何影响全球
变暖。中学生也在地理课上探讨
气候变化的影响。
　　到了初院阶段，地理、物
理、化学和生物学课皆帮助学生
了解人类生活方式如何影响气候
变化，以及采取紧急行动减低影
响的重要性。学生也在理解与写
作课上就气候变化及其影响展开
讨论。
　　萧韵琴建议，教育部可针对
学生在求学生涯中所须掌握的气
候相关内容，进行检讨与查漏补
缺，如学生知道有关回收和废物
管理知识是否足够，之后再有意
识地把内容加进合适的课程中。
　　在本地私立学校教授“永续
旅游”课程的兼职讲师孙美美则
发现，要说服年长者采取气候行
动有相当难度，因此希望气候变
化教育也能触及到这一群体。

王乙康：无须列为单一科目

课室内外都应融入气候知识
教育部长王乙康不主张让气候变化成为一个专门的科
目，甚至需要考试。他认为，在日常教学以外，学校采
用的应用学习项目和“德育在于行动”项目，都有助学
生培养好习惯，例如“减少使用制冷设备，减少浪费和
节约用水”。

学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