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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举办探索营活动

学生让纸板电玩“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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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出华文教师奖
起接受提名

第6期《逗号》分析年轻人对幸福和快乐定义
　　日前出炉的“世界最快乐国
家”排行榜上，新加坡排名第
34，名次比前两年低，在亚洲国
家和地区当中，排名第三。第6期
《逗号》针对联合国展开的快乐
报告，解码年轻一代对幸福和快
乐的定义。究竟什么最让本地学
生感到幸福？年轻人又是否“身
在福中不知福”？
　　2018年全国中学编采比赛人
气爆棚，报名人数创历史新高，
吸引了48所学校的82支队伍，共

约400人参赛。今年编采比赛的主
题是“新谣”，因此工作坊特意
安排弹唱人新声代歌手为大家演
唱，在欢歌笑语中解说新谣的历
史，感受新谣的魅力。
　　同学们也在轻松的气氛下向
新闻工作者学习采访、摄影和排
版技巧。

最新一期《小拇指》也出版
了。由在籍教师编写的“说话泡
泡”口语练习，让小学低年级学生
通过图片和提示，学习日常生活接

对话、发挥想象说童话故事。　

学生报推数码版“早报校园”
　　华文媒体集团学生报今年
也 推 出 数 码 版 “ 早 报 校 园 ”
（ZBSchools.sg），包含《逗号》
《大拇指》和《小拇指》的内
容，欢迎学校订阅，有意者可拨
打63198174或电邮cirschool@sph.
com.sg询问。三份学生报也在全
国指定buzz售报亭售卖，地址可
浏览http://bit.ly/2EIllrE。第6期《逗号》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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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玩中心的游戏机“返璞
归真”，以纸板制作，却也能
“动”起来？
　　南洋理工大学电器与电子工
程学院今年初为这个院系学生举
办的探索营活动，其中一项任务
要求学生以电玩中心游戏为灵
感，利用提供的纸板、Arduino电
路板等材料，制作电玩游戏。各
组学生分工合作，利用一天半的
时间制作各款游戏机，并在校园
展出，让其他学生试玩。
　　以纸板呈现的游戏机看似粗
糙，可是要让它们能“动”起
来，背后有一套工程原理的学
问。南大电器与电子工程二年级
学生李雪乐（21岁）与组员设计
一个“砍树”的竞技游戏，两名
玩家靠持续按钮的动作来熄灭代
表“树”的一排灯泡，最快完成
任务的便是赢家。
　　李雪乐受访时说：“我们在
制作游戏前上了一些工作坊，认

识如何应用Arduino电路板、做
三维模型设计等。我们得确保按
下按钮时，一排排的LED灯泡会
熄灯。我在实践过程中学到不少
知识，以设计电玩游戏的方式学
习，更加有趣。”
　 　 另 一 组 学 生 则 以 小 小 兵
（Minions）为游戏主角，玩家
在限定时间得以“镭射枪”射倒
弹起的小小兵，累积分数，若不
小心射中代表“好人”的玩偶就
被扣分。组员制作的手枪，与小
小兵身上附上感应功能的电阻晶
片，玩家得用枪瞄准目标上的晶
片，才能成功射击。

　　学生钟光荣（21岁，大一）
说，利用纸板这类原始材料做出
电玩游戏的体验很特别，他从中
认识电玩游戏设计的原理。“我
们得确保硬件与软件能相互配
合，在某些方面也得应用到编码
技巧，例如为游戏时间计时。”
一些组员也发挥美术才能，为电
玩游戏机绘画人偶。
　　学生陈品达（21岁，大一）
与组员设计的游戏配搭音乐，玩
家得根据音乐节奏点按钮。他认
为编码方面比较有难度，得确保
编出的程式能将音乐融入游戏。
　　约60名学生参与这个为期四

天的探索营，设计八款电玩游戏
机，学生后来也改造一些游戏
机，以木材料制作，使游戏机更
牢固，未来可在一些校园活动上
使用，供人们试玩。学生在参加
探索营期间也参观科技公司Hope 
Technik、索尼（Sony）等，了解
工程领域的发展潜能。
　　南大电器与电子工程学院讲
师邝伟雄副教授指出，一些人认
为工程学枯燥乏味，因此学院希
望通过这类有趣的学习活动让学
生认识工程学的实用价值。同时
让学生根据任务去构思点子，找
出解决方法。

以纸板呈现的游戏机看似
粗糙，可是要让它们能
“动”起来，背后有一套
工程原理的学问。

学园

学生利用简单的纸板材料等制作电玩游戏机，并且让游戏“动”起来，从中实践工程原理。（曾道明摄）

　　27岁商人酒后开车回家，半途
经过施工路段，看到右边车道上
的挖泥机时，车子竟从中间车道撞
向挖泥机，导致自己伤重身亡。
　　这起致命意外发生在去年5
月23日，晚上9时零4分，地点在
裕廊路上段（Upper Jurong Road）
朝文礼大道的路段。
　　27岁的年轻商人胡伟龙，事
发时驾驶黑色本田汽车猛撞挖泥
机。验尸庭昨午针对他的死因，
展开研讯并发表结论。
　　验尸官最后裁定死者酒后驾
车酿车祸，研判这是一起“不幸

　　调查显示，事发路段有三条
车道，死者在中间车道行驶。当
时，43岁的孟加拉客工在最右边
车道驾驶挖泥机，并且在路上逆
向行驶。
　　死者在靠近挖泥机时，车子
突然往右急转，迎面撞上挖泥机，
再被弹回中间车道，死者身受重
伤，被送往黄廷方医院后不治。
　　事发时，新能源承包商正在
路上铺设电缆，现场也放置安全
锥，提醒往来车辆注意。
　　督工阿米鲁说，他当晚指示
员工封锁车道，一人驾驶挖泥
机，另一人则负责指挥交通，结

　　调查显示，承包商并没有向
陆交局申请在公路使用挖泥机的
准证，工程的项目经理则对属下
在公路上逆向驾驶挖泥机不知
情。驾驶挖泥机的客工，在这起
事故中没有受伤。
　　根据法医报告，死者全身多
处受伤身亡，体内每100毫升的
血液含有175毫克酒精成分，严
重超过法定的80毫克。
　　调查显示，死者曾告诉妻
子，当晚与客户在俱乐部会面，
会迟回家，但没说客户是谁，或
会否喝酒。
　　验尸官马文德在发表结论时

表示，死者事发前喝酒，相信影
响了他的协调、判断和反应力，
以至死者在看到挖泥机时忽然右
转，迎面撞了上去。他因此裁定
这是一起“不幸的意外事故”。

胡伟龙在意外发生前曾与客户会
面，喝了不少酒。（档案照片）

联合早报》、zaobao.sg
园联合主办，新加坡华
心、新加坡华文教育学
坡华文教师总会、新加
文教师会协办，并获得
赞助及教育部支持的第
国杰出华文教师奖” 将
开始接受提名，截止日
年4月16日。
国杰出华文教师奖”前
模范华文教师奖”，自
办 承活动的宗

旨，肯定及褒奖新加坡华文教师
对中华语文与文化教育所做的贡
献。
　　这个奖项深获校长、教师、
家长以及学生们的支持，反响热
烈。 
　　所有新加坡小学、中学、高
中或初级学院的华文教师都有
资格被提名（曾得奖的教师除
外）。
　　获奖的教师各可获得奖座及
奖金1500元。

　　欢迎各位校长、教师、家长
和学生踊跃提名心目中的杰出华
文教师。
　 　 有 意 提 名 者 ， 只 需 扫
描 Q R 码 或 上 网 h t t p : / / b i t . l y /
chineseteachersawards，填妥并提
交报名表格即可。
　　提名者必须以书面形式（中
文或英文书写，以500字为限）
具体说明所提名的教师在2017年
里如何通过创新教学法或课外活
动提高教学效益、激发学生对中
华语文与文化的兴趣。
　　此外，还可说明所提名的教
师如何展现关怀学生及奉献精
神，以及为何受到学生、家长和
同事们的爱戴。
　　公众若有其他疑问，可致电
6319 1591咨询。

扫描QR码
提名心目中
杰出华文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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