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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学时家境贫困　国大医学院毕业生立志回馈社会

李熙爱　报道
leeheeai@sph.com.sg

　　怕输精神是新加坡人的财富
还是负担？亚太大专华语辩论公
开赛的决赛辩手对此展开激烈交
锋，正方台湾东吴大学最终辩赢
马来西亚理科大学（总院校），
夺得第九届亚太辩冠军。
　　由南洋理工大学中文学会主
办的亚太辩总决赛昨天在南大李
光前讲堂举行，吸引超过500名
观众到场。本届赛事有来自新加
坡、马来西亚、中国大陆、台湾
和澳大利亚等八个国家与地区的
24所高等学府参加。为了让更多
人通过比赛认识新加坡，主办方
特地为决赛设定新加坡有关的辩
题。
　　前年在亚太辩获得季军的东
吴大学首次在比赛中夺冠，该
队的林圣伟（22岁，哲学系四年
级）更是一举夺下“总决赛最佳
辩手”和“全场最佳辩手”。
　　林圣伟受访时说，反方在比
赛中的夹攻给他们带来很大压
力，对手提出的想法也让他们有
所启发。
　　他说，一般辩论会上，辩手
通常对于课题比较了解，可以和
观众分享。这次辩论面对的观众
主要是新加坡人，讨论的又是新
加坡课题，观众可能比辩手还熟

悉。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希望能
带给新加坡人不同的视角。
　　队友胡善咏（22岁，哲学系
四年级）透露，他们都是第一
次到新加坡，从没听过“怕输精
神”。打入决赛后，他们从前天
傍晚准备至凌晨4时，也问了新
加坡人有关怕输精神的来源和象
征。
　　东吴大学作为正方，论点
是：怕输精神让新加坡人害怕失
败，因此鞭策自己不断前进和发
展，让国家不断攀高峰。怕输精

神也成了新加坡人的标签，凝聚
成一种共同认知，而这就是财
富。
　　反方则紧扣题目中的“人”
进行辩论，指怕输精神让新加坡
人感到压力，产生“别人不做
我不做，别人做我死都做”的心
态，不断跟随着别人，不敢跳脱
框框进行创新。
　　新加坡国立大学和世新大学
昨早也进行季殿赛，世新大学最
终胜出。这两所大学也曾在去
年的决赛交锋，由当时的卫冕冠

军国大夺冠。南大也参加本次比
赛，但止步于循环赛。
　　本次比赛邀请了许多在华语
辩论圈享誉盛名的评审，其中八
人昨天还对“接受人生的荒谬是
强大还是懦弱的表现”这个题目
行表演赛，他们包括中国综艺节
目《奇葩说》人气辩手庞颖、詹
青云、周玄毅和陈咏开。
　　《联合早报》与zaobao.sg是
本届亚太辩的媒体合作伙伴，公
众仍可上早报网站或面簿观看总
决赛和表演赛的重播。

环境局取缔高楼抛物
每月逾100次展开录像监控行动

许翔宇　报道
hsiangyu@sph.com.sg

　　完成三年翻新工程的牛车水
民众俱乐部重新启用后，除了增
添幼儿园，也将社会服务中心、
家庭服务中心及社会企业集中一
处，为居民提供更大便利。
　　贸工部长陈振声昨天以主宾
身份为牛车水民众俱乐部和牛车
水人民剧场主持重新启用仪式；
特别嘉宾人力部长杨莉明应邀参
与活动。
　　翻新后的民众俱乐部将多项
社会服务集中同一屋檐下。原本
设在硕莪巷第4座组屋的牛车水社
会服务中心迁移至民众俱乐部一
楼，同设一处的还有蒙福关爱家
庭服务中心。
　　负责牛车水—金声基层事务
的惹兰勿刹集选区议员梁莉莉医
生受访时说，牛车水社会服务中
心目前服务居民的空间是过往的
三倍，由于多数人对民众俱乐部
相当熟悉，基层义工如今转介居
民到中心接受援助，对方立即知
道中心所在地点。此外，当居民

面对家庭或就业难题，社会服务
中心可直接转介给家庭服务中
心。这样的安排给予居民一站式
社会服务的便利。
　　此外，牛车水社会企业的工
作室，也从原本硕莪巷迁移至翻
新后的民众俱乐部。这个成立近
10年的社会企业主要让弱势家庭
妇女和年长居民接受缝纫培训，
通过缝制工艺品，赚取收入帮补
家用。牛车水社会企业业务发展
经理陈任记（65岁）说：“我们
目前有16名缝纫师，周一到周四
每天工作四小时，工作室迁移到
民众俱乐部后，她们的工作环境
更舒适，由于地点适中，上下班
也稍微方便一些。”

推出更多兴趣小组
　　为满足年轻家庭和上班族的
需求，牛车水民众俱乐部新添一
所由私人学前教育业者经营，提
供70多个名额的幼儿园，并推出
更多满足工作人士爱好的兴趣小
组如跳蹦床健身运动及韩式韵律
操。

　　牛车水人民剧场则完成一年
半翻新工程，除了提升了音响、
灯光及后台设施，可容纳逾900
人的观众席，座椅也更舒适。这
个经常上演传统戏曲演出的剧

场，舞台两侧安装比以往更大的
屏幕，可更清楚地放映中英文字
幕。
　　此外，民众俱乐部翻新后另
一亮点是增设牛车水文物馆，分

六展区介绍牛车水历史、戏曲、
南音、木偶戏、书画，以及茶
艺。梁莉莉说，文物馆会同安德
逊中学等学府合作，由学生担任
导览员，介绍文物馆展品，希望

借此激发更多年轻人对华族传统
文化的兴趣。
　　民众俱乐部和剧场配合重新
启用举办嘉年华和各项庆祝活
动，吸引1500名居民共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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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学时靠经济援助减轻母亲
的养家负担，梁荣耀五年前凭卓
越表现获颁总统奖学金。如今完
成新加坡国立大学杨潞龄医学院
教育，他立志要在公共医疗机构
行医，希望有朝一日有机会参与
制定惠民的医疗政策，回馈社
会。
　　国大昨午为医学院生举行毕
业典礼，医学院本届有1035名毕
业生，包括博士生。梁荣耀（24
岁）是其中一人，获颁医学和外
科学士（荣誉学位），代表毕业
生致词。
　　年幼时因父母离异，梁荣
耀的母亲靠当幼教约1500元的月
薪，养大梁荣耀与他的兄姐。他
念书时在教育部经济援助计划下
受惠，从培英小学毕业后到华侨
中学念中学和高中时，也获得自
主学校奖学金。
　　本着想回报社会并帮助他人
的精神，加上对生物学感兴趣，
他在高中时有了行医的志愿。五
年前，获颁总统奖学金的梁荣耀
决定在本地念医科。念医学的五
年来，每天回到家，家里总有母
亲准备的餐食或切好的水果等着
他，他感谢母亲多年的养育，以
日常的关爱支持他。

　　梁荣耀今年5月起在国大医院
担任实习医生，与同事协助安排
一名外籍劳工出院后做复健的过
程，让他更确定行医的意义不仅
仅在于医病，也包括照顾病人的
身心，支持病人的康复过程，让
他们有生活的希望。
　　他分享时说，那名外籍劳工
因中风，左边身体瘫痪，必须做
长期的复健才能加速康复。他和

同事、社工过后与这名病人的雇
主沟通，雇主最终同意安排他住
进疗养院复健。病人在疗养院进
行两个月的复健后，才被送回
国。他庆幸病人在回国前能获得
所需的治疗，觉得这是医生能为
病人做的。他说：“我想长期在
公共医疗机构行医以累积经验，
未来有机会希望到卫生部服务，
凭经验参与制定惠民的政策，发

挥更大的影响力。”
　　另一名医学院毕业生洪晨翔
（25岁）是国家田径队的跨栏健
将。兼顾课业与训练不容易，但
本着运动员全力冲刺的精神，他
从不松懈，会趁周末或下课后抽
时间训练，还曾申请一年休假，
以专注于海外的集训。他目前在
国大医院当实习医生，要朝儿科
发展。

梁荣耀（左）感激母亲黄梅书多年来的养育和支持，即使出身清寒，母亲也尽心让子女有良好的成长环境。
（陈来福摄）

贸工部长陈振声（右一）以主宾身份为牛车水民众俱乐部主持重新启用仪式后，参观民众俱乐部传统戏曲兴趣小组的课室，同特别嘉宾人力部长杨莉
明（右二），以及惹兰勿刹集选区议员梁莉莉医生（右三）一起套上戏服舞动水袖合照。（邬福梁摄）

牛车水民众俱乐部将幼儿园社服集一屋檐下
原本设在硕莪巷第4座组屋的牛车水社会服务中心迁移至
民众俱乐部一楼，同设一处的还有蒙福关爱家庭服务中
心。梁莉莉医生说，当居民面对家庭或就业难题，社会
服务中心可直接转介给家庭服务中心，这样的安排给予
居民一站式社会服务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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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地去年对高楼抛物违例
者开出的最高罚款为6400元，
另加三个小时的劳改。这名24
岁的垃圾虫一共被国家环境局
的监控摄像机拍摄到他高楼抛
物12次。
　　随着本地有越来越多新组
屋落成，高楼抛物问题持续引
发关注。环境局也不掉以轻
心，逐步加大执法次数。
　　环境局答复《联合早报》
询问时指出，过去五年，环境
局平均每年接获2500至2800个
高楼抛物投诉。本地超过1万座
组屋的一小部分，也持续发生
高楼抛物问题。

年轻烟客占违例者多数
　　环境局目前每月会展开100
次至120次录像监控行动。根据
当局提供的数据，从2012年8月
31日至2018年间，环境局展开
超过6900次录像监控行动，采
取6200多次执法行动对付违例
高楼抛物者。单在2018年，环
境局在1000多个经常发生高楼
抛物问题的地方设置了监控摄
像机，并对超过1200起违例案
件采取执法行动。
　　数据也显示，21岁至30岁
的年轻男烟客，占高楼抛物违

例者的大多数。《海峡时报星
期刊》引述环境局的数据，指
这个年龄层的高楼抛物违例者
中，10人中有七人是男性。经
常被抛出窗外的首三种物品为
烟蒂、纸巾和食物垃圾。偶尔
也会有人往窗外泼水、扔卫生
棉或尿液。
　　环境局自2012年9月开始
使用监控录像机，取缔高楼抛
物行为。这一措施已见成效，
约35％持续发生高楼抛物问题
的组屋，隔年不会再次出现在
“黑区”名单。环境局环境卫
生行动署署长张明顺指出，使
用监控录像机前，当局每年抓
到的违例者只有10人。“如果
我们没有使用监控录像，不可
能制止得了这个问题。”本地
至今对高楼抛物者开出的最高
罚款，是1万9800元。2014年，
一名38岁男子因四天内将烟蒂
丢出窗外34次被罚，他同时也
被罚劳改五个小时。他也说，
有些人可能纯粹因为懒惰而将
垃圾丢下楼，有些人可能是寂
寞或患有精神疾病的年长者。
若违例者是因潜在问题而高楼
抛物，当局会将他们转介到其
他机构以获得协助。从2016年
至去年，这类个案约有10起。

台湾东吴大学辩
手（左起）林圣
伟、胡善咏、刘
晴瑄、刘岳轩和
吕沂洋赢得第九
届亚太大专华语
辩论公开赛冠
军，林圣伟还夺
下全场最佳辩手
和总决赛最佳辩
手奖项。

（陈渊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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