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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最全面科研计划

南大医学院等展开研究
了解国人慢性疾病导因

卫生部兼环境及水源部高级政务部长许连碹博士（右）昨天为四个李光前医学院的人口与社区健康实验室主持开幕。图为她参观的运动医学和生理
学实验室，内有运动测试器材，了解人们在运动时的身体反应。（李天錡摄）

叶伟强　报道
yapwq@sph.com.sg

　　新加坡人比较可能患上糖尿
病或心血管疾病背后的原因，有
望通过亚洲最全面的长期科学研
究破解。
　　这个由南洋理工大学李光
前医学院展开的科学研究长达20
年，至少1万名国人参与。科研
团队希望假以时日可增至十多
二十万人。
　　医学院展开的研究将深入了
解一个人的基因、运动习惯，以
及成长和生活环境等因素，如何
影响他下来会否超重，以及患上
糖尿病和其他复杂疾病等。一同
展开研究的还有新加坡国立健保
集团，以及与南大联办李光前医
学院的英国伦敦帝国学院。
　　领导这项大型研究的是李
光 前 医 学 院 心 血 管 疾 病 流 行
病学教授约翰·钱伯斯（John 
Chambers）。他受访时说，这是
亚洲首个全面的长期研究。
　　研究团队除了了解参与者的
家庭病史、生活和饮食习惯，也
会测量身高体重、肺部功能、脂
肪和血压等，并进行颈动脉超声
波扫描、脑部和身体的磁共振成
像（MRI）扫描等。参与者的血
液、尿液和唾液等样本也会收集
和储存起来，供日后研究使用。
　　钱伯斯说，参与研究者须满
30岁，身体健康或已患慢性疾病
者都可以参加。
　　“我们想了解基因和环境因
素对身体健康者日后会否病变的

影响。病患则能让我们了解什么
因素会影响他们的病情管控，抑
或会导致病情恶化，甚至出现其
他病症等。”
　　这项研究将在李光前医学院
新设的临床研究中心进行。这个
中心是医学院四个新的人口与社
区健康实验室之一，其余三个是
人口健康科学中心、初级医疗保
健研究与创新中心，以及运动医
学和生理学实验室。
　　昨早为实验室主持开幕的卫
生部兼环境及水源部高级政务部
长许连碹博士致辞时说，新加坡
下来十多二十年得认真地为迅速
老龄化人口做好准备，而李光前
医学院设立这些实验室合乎时
宜，因为其研究成果将有助我国
改善预防和管控慢性疾病的工
作，让国人的生活更健康。

我国年满65岁者将倍增 
成年糖尿病患病率全球第二
　　我国年满65岁者有50万人，
预计到2030年将几乎倍增至超过
90万人。随着更多人更长寿，患
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等慢性疾病
的人数预计会剧增。
　　根据2016年的数据，18岁至
69岁本地人口当中，超过11％患
糖尿病，而这个比率在70岁及以
上人口更高。我国成人糖尿病患
病率在全球仅次于美国。国外也
有研究显示，亚洲人患糖尿病的
概率比欧洲人多三倍。
　　许连碹说：“我们照顾患病
的人，也急需着手改善全体国人

的健康。我们须专注在保健、预
防慢性疾病，以及教育和授权于
个人，让大家能更好地照顾自己
的健康。”
　　钱伯斯回应人口老龄化带来
的挑战棘手且迫切，但医学院今
年才展开为期20年的研究是否为
时过晚的提问时说，长期研究展
开的第一天就开始累积成果，短

期内可分析一些基因和健康情况
之间的关联，而随着所收集的数
据日益丰富，这些关联就可得到
更明确的证实。
　　有兴趣参与“新加坡的生命
健康科学研究”（Health for Life 
in Singapore，简称HELIOS）的
公众可拨电6904-7077，或电邮
helios@ntu.edu.sg洽询科研团队。

这个由南大李光前医学院展开的大型科学研究长达20
年，预计至少１万国人参与。研究将深入了解基因、运动
与饮食习惯和生活环境等因素，如何影响一个人日后的
健康状况与病情管控。

　　从《孩子你慢慢来》《亲
爱的安德烈》《目送》到最新
著 作 《 天 长 地 久 — 给 美 君 的
信》………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
段，随着年岁的增长，龙应台
写作的取向和心态明显地跟着改
变？
　　写政治相关的文字犀利而尖
刻，写家人相关的文字温暖而深
情。理性与感性，龙应台的性格
究竟比较偏向哪一边？
　　新书《天长地久》有不少内
容触及临终、遗嘱和死亡，龙应
台的文字显得豁达而百无禁忌，

她如何得到这些感悟？
　　上个星期四晚，在首都剧院
一场新书分享会上，和900多位
出席者温馨接触和交流的台湾著
名作家龙应台，将在明早7时30
分，上96.3好FM的《早安，好人
帮》 的《新闻主角》节目，与
DJ菁云、德明和杰奇分享她多年
来创作与生活的心路历程。

明早96.3好FM《新闻主角》
听龙应台分享多年创作心得

胡洁梅　报道
ohkm@sph.com.sg 

　　配合技能创前程，新加坡科
技设计大学的专业培训学院推出
网络安全的单元化硕士课程，让
工作人士能根据需要灵活地上培
训课。
　　这是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专
业培训学院（SUTD Academy）
推 出 的 首 个 单 元 化 硕 士 课 程
（ModularMasters Programme）。
新科大在文告中指出，成人学员
可修读所需的单元课，并累积为
一份单元化硕士课程证书。
　　新科大也同淡马锡理工学院
合作，允许那些在淡马锡理工的
技能创前程学院或其他教育机构
修读特定单元的成人学员把部分
学分转到新科大，累积为网络安
全单元化硕士课程的学分要求。
要获颁这项单元化硕士课程的
证书，学员须达到60个学分的要
求。
　　课程的单元课属部分时间性
质，可介于一天至四天，着重在
实践的部分。一名教师在班上指
导的学员最多达20至25名。学员
可利用技能创前程培训补助来承
担部分学费。

　 　 想 进 一 步 提 升 技 能 的 学
员，还可继续进修新科大新推
出的“网络安全防御与设计硕
士课程”（Master of Science in 
Security by Design）。学员必须
通过入选测试，被录取后可使用
之前在网络安全单元化硕士课程
的部分学分，来达到毕业要求，
获颁硕士文凭。
　　负责新科大专业培训学院和
数码化学习的副教务长（教学）
白敬良教授指出：“专业培训学
院要为工作者提供更多灵活的机
会来提升技能。单元化硕士课程
允许学员累积所修读的单元课，
获颁证书。之后，他们还可以
进一步进修，修读硕士文凭课
程。”他相信，这能鼓励工作者
不断地提升技能，以便应付迅速
变化的职场，与时并进。
　　淡马锡理工的技能创前程学
院院长梁杰雄指出，学院很高兴
能同新科大合作，让学院学员有
机会到那里继续进修。
　　新科大接下来也计划为数据
分析、人工智能和设计创新的领
域推出单元化硕士课程。
　　对新课程有兴趣的公众可联
系新科大。

新科大推出单元化硕士班
让工作人士按需求灵活上课

龙应台（左二）在接受《早安，好人帮》DJ们和华文媒体集团新闻中
心记者杨萌（左三）的访问后，欢喜合照。（96.3好FM提供）

节目详情
●96.3好FM《新闻主角》
●6月20日，星期三
●早上7时30分

杨漾　报道
yangyang@sph.com.sg　　

　　我国环境辐射监测网络系统将于
明年底全面投入服务。届时，遍布全
岛各处的40个辐射探测站，将通过辐
射感应器，更精准地监测本地环境中
的辐射和放射性核素水平。
　　国家环境局将分两阶段完成网络
系统的设置工作，20个探测站将率先
于今年底完工。探测站设立的地点包
括海岸线和沿海水域。
　　环境局发言人指出，监测网络系
统可协助我国建立一个环境辐射的基
准水平，同时借此扩大该局在放射性
物质监控方面的范围和能力。

　　对于可能出现的核辐射事故，所
收集到的即时数据可支持有关当局更
好地做出应对。这些监测设施本身不
会对环境安全和公众造成影响。　
　　环境局早在2016年已邀请业者竞
标，负责建造、设置、运行和维修该
监测系统。
　　新加坡工程师学会前会长张奇善
受访时指出，虽然我国目前并没有计
划展开核能项目，但环境中的辐射物
质来源不少，包括运载着放射性废料
的船只途径新加坡的航运路线。
　　他说：“拥有我们自己的基线辐
射监测功能，能协助我国探测海水中
的放射性物质，或由世界其他地方

发生核或放射性事故后所产生的风
力。”
　　张奇善也解释，根据不同功能需
求，辐射感应工具的形状和尺寸可能
会有不同。“例如，为了检测空气中
的放射性颗粒，感应器不需要很大，
可装在灯柱上。如果放射性颗粒预计
会在水中找到，感应器可装在排水管
中。”
　　自日本在2011年发生福岛核事故
后，有些本区域国家建核电厂的计划
喊停，有些因民间压力而延后；菲律
宾去年决定启用一座建成40年但一直
未用的核电厂；中国则拟在10年内建
超过60座核电厂。

　　我国政府目前虽没有计划展开核
能项目，但核泄漏事故如今已是世界
各国共同面对的威胁，在本地设立专
门的环境辐射监测网络是必要举措，
核能安全的相关研究近期也已展开。
　　据本报之前独家报道，政府全新
成立的新加坡核研究与安全所，将于
今年8月开始研究工作。这将强化我
国对核安全的认识，以确保本区域若
发生放射事故，我国有能力保障国人
的安全。
　　张奇善因此认为，设立环境辐射
监测网络系统也突显了我国在改善区
域核安全、稳定和保障方面，扮演了
积极角色。

我国环境辐射监测网络系统　明年底全面运作
　　本地的辐射污染水平一直都在国家环境局
的监控中，当局也在官方网站上公布每日的环
境辐射水平。
　　据环境局24小时辐射数据，截至昨天下午
4时，我国空气中的辐射量为平均每小时0.1微
西弗（micro-sievert），属正常水平。
　　事实上，环境中长久以来都存在着来自太
空和大气层等自然放射源，除了核能设施等人
造放射源，人们在接受医疗检查时也会接触辐
射。
　　资料显示，牙科X光检查的辐射量为5微
西弗；乘搭远距离跨洋航班所接受的辐射量为
80微西弗。人体一旦接触到10万微西弗的辐射
量，血液细胞就会出现明显变化。　　

　　下个月，地铁南北
线的七个地铁站每个星
期五及星期六将提早在
晚上11时关闭，以加快
目前南北线的轨道维修
与改善工程。
　　这些地铁站包括从
武吉甘柏站至海军部站
的七个地铁站，即武吉
甘柏、蔡厝港、油池、
克兰芝、马西岭、兀兰
和海军部。由于地铁公
司SMRT评估后认为，提早关闭
所腾出的时间已足以进行工程，
因此尽管地铁站提早关闭，但地
铁站早上开始运营的时间照旧。
　　SMRT指出，地铁站提早关
闭期间，三巴旺至滨海南码头站
之间的列车会如常运作，而裕廊

东至武吉巴督之间的列
车间隔时间会较长，可
长达10分钟。
　　这期间，接驳巴士
服务11号会穿梭于武吉
巴督地铁站至三巴旺地
铁站，方便乘客前往受
影响的地铁站，接驳巴
士 的 间 隔 是 二 至 五 分
钟。
　　SMRT指出，由于最
后一趟列车离开受影响

地铁站的时间都不同，公众最
好查询SMRT网站www.smrttrains.
com.sg, 或面簿网页、推特以及
SMRTConnect手机应用获取最新
的信息。使用接驳巴士的公众也
应考虑，行程可能会花更长的时
间，应提早出门。

下月起南北线七地铁站
每逢周五周六提早关闭

武吉甘柏
蔡厝港
油池
克兰芝
马西岭
兀兰
海军部

受影响
地铁站

本地辐射污染水平属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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