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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挂组屋墙沿追踪

星期五 Friday

从学前到上小一

从学前中心到小学一年级，六七岁的小孩得适应三大转变，

刘存全 报道

原以为是坠楼案，发现一双手
悬挂在组屋墙外，就赶紧出手帮
忙。”
“第一时间帮忙的女住客已
失去力气，苦苦支撑着，我赶紧
上小学，没机会听哥哥姐姐叙述
打给同伴，寻求支援。”
小学校园生活，或许会有所谓的
另一名警曹长陈炜康则表
“文化冲击”。不过，一些学前
示，他们从组屋楼下的楼梯跑上
教育中心会安排参观小学，让小
五楼，短短15秒内赶到，支援许
朋友们对小学校舍有具体概念和
丰进。“我当时负责指挥，跟大
了解。
家喊‘一、二、三’，再一起用
力拉起，大概拉了三四次，才成
懂得照顾随身物
功救起了这名女子。”
上小学，是人生新阶段，这
时小孩也应该开始学习独立。除
了课业，一些生活技能及知识，
也得开始累积。黄麟惠说：“小
学生不仅要更独立，简单如自己
在校园各处走动，到自己收拾书
包。此外，也要开始了解所有权
（ownership）是什么，懂得照
顾自己的随身物，并且用金钱概
念，懂得到食堂买食物。”
大多数小学都会设立“伙伴

农历丁酉年十月廿一
.

主妇天地
食谱

家长应如何帮助孩子调适这段过渡期？

4警40秒内 救女佣

帮助孩童适应3改变
cclow@sph.com.sg
●24小时新闻热线：18008227288/91918727
Wechat/Whatsapp传照片：
黄亿敏／报道
91918727

yimin@sph.com.sg
女佣悬挂组屋外，四警火速
学校假期开始了，是大多学
赶到，大家齐喊“一二三”，40
生享受身心放松的时刻，也有一
秒内救起女佣。
本报昨日报道，武吉班让组
组学生“倒数”明年开学的新学
屋五楼的一名缅甸女佣洁蒂（24
习生活——从幼儿园到小学一年
岁）双脚悬空，悬挂在外墙，所
级。谢烜旎（46岁）的小儿子
幸警方人员及时赶到，将她从生
郭振豪明年将上小学一年级，她

总理访报业中心
走访《新明日报》新闻室

▲李显龙总理昨天参访新成立的新闻中
心。前排左起：新加坡报业控股副执行长陈康
威、数码部总编辑洪奕婷、《新明日报》总编辑
朱志伟、报业控股执行总裁伍逸松、华文媒体集
团主管李慧玲、李总理、报业控股集团董事长李
文献、《联合早报》兼《联合晚报》总编辑吴新
迪和新闻中心总编辑韩咏梅。（龙国雄 摄）
李显龙总理昨天参访位于大巴窑北
的新加坡报业控 股（Singapore Press
Holdings，简称SPH）报业中心，了解SPH
旗下新闻室与电台的运作和发展计划。
李总理参观了华文媒体集团于本月
成 立的新闻中心，并同全 体华文 媒体工
作者合影。他也走访了《新明日报》的新
闻室，了解本报编排当天封面的过程。
他昨天也同多名年轻记者共进午
餐，席间讨论的课题包括医疗、政治和
媒体在新加坡扮演的角色。

药膳三宝粥

制”（buddy system），每名
小一新生和高年级的学生搭档起
来，由后者带领和介绍，慢慢熟
▲这四名武吉班
悉校园不同设施、如何到食堂买
救人警员表示，女佣获救后似
让邻里警局的
东西等等。
乎
已
经惊呆
，坐在一旁，无法言
警员分别是普利
黄麟惠：如果孩子比较
黄麟惠说：“一般学前中心
语。
恩、陈炜康、许
害羞，不太懂得如何交
会安排和学生‘角色扮演’，让
丰进以及拉惹丹
“获救后，她似乎已经吓坏
朋友，家长先别太操
他们有初步概念，如何使用金
夫。
了，呆滞地看着警方人员，无法说
心，多鼓励孩子，给他
钱，了解不同钱币的价值等。”
话，脸庞上也有泪痕。”
们建立信心，就能踏出
如何与同学相处，考验的是
第一步。
孩子的社交能力，这也是一门必
（受访者提供）
学的功课。黄麟惠指出，每个孩

材料A：
莲子 20克 芡实 20克
红枣 20克 白米 80克
小米 50克 燕麦 20克
清水 1公升

▲四名警员赶到后，合力
材料B：
将女佣救起。（档案照）
甘草 10克 枸杞 5克
二划警员拉惹丹夫目前是国民
干冬菇（泡软，切片） 3朵
服役人员，他表示此事令他难忘，
素香酥鸡（切丁） 70克
也让他学会在一个团队中配合与合
素鱼肉（切丁） 70克
作。“此事将让我印象深刻，也让
我意识到团队的重要性，如果一个
材料C（酱汁，拌匀）
人是难以救起这个人的。”
姜末 1汤匙
麻油 1茶匙
生抽 1茶匙
浙醋 1汤匙
刺芫荽末 1茶匙

警员：获救女佣吓坏

榜鹅

给孩子做好了上小学的准备。
她说：“我的两个大女儿，
明年开学分别中四和中一，所以
我不是小一‘新手妈妈’了。过
去，只要有机会，我都会带儿子
到姐姐的学校去参加活动，让他
看看小学校舍，了解校园生活。
现在是假期，我给儿子做一些简
单功课，不是因为怕输，而是要
给他有做功课的习惯，养成生活

死边缘抢救回来。
这四名及时赶到，成功救起
女佣的警员是来自武吉班让邻里
警局的警曹长许丰进（28岁）、
警曹长陈炜康（27岁）、警曹普
规律及静心习惯，先完成作业才
利恩(Prem S/O Rengasamy，
玩耍。”
28岁)以及二划警员拉惹丹夫
(Rajdave Singh，19岁) 。
适应更大的学习环境
四人今早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从学前中心到小学一年级，
示，所幸迅速赶到，才顺利救起
六七岁的小孩得适应哪些转变？
这名女佣。
家长应如何帮助孩子调适这段过
警曹长许丰进受访时说：
渡期？
“我们接到通报后赶到现场，
学前教育中心剑桥幼儿园
（杨厝港分校）校长黄麟惠提出
了孩童得面对的三大改变。首
先，孩子们得适应更大的学习环
境，包括更大的校园、更多的师
生人数等。
她说：“从学习到用餐，学
生在学前中心得到照顾，到了小
学，校舍大得多，一班里老师、
同学比例和人数，也增加了。”
尤其如果是家中老大第一次

黄涓整理

阿嫂组屋走道
遭2乌鸦啄伤

子的个性不同，有的外向活泼，
有的内心慢热。她说：“如果孩
子比较害羞，不太懂得如何交朋
友，家长先别太操心，多鼓励孩
子，给他们建立信心，就能踏出
第一步。”

家长别过于显露情绪

调味料
单晶冰糖 2颗
岩盐 2茶匙
胡椒粉 半茶匙
素蚝油 1汤匙

小孩开学，一些家长不只
是替他们紧张，还跟着一起紧
张起来。黄麟惠建议：“家长
别过于显露情绪，小孩在这方
面的观察能力能强，也能感受
做法
到家长的情绪。如果家长对开
1.材料A（燕麦和清水除外）
学这件事操之过急，小孩也会
分别洗净沥干。全部材料A放入
紧张不安起来。”
焖烧锅内煮沸。
在“倒数”着开学的日
2.加入材料B和调味料拌匀，
子，父母可以扮演积极的角
再次煮沸。
色。黄麟惠说：“父母可以和
3.将内锅移入焖烧锅内，焖煮
孩子一起参加小学迎新活动，
2小时或至熟。
从上学的路线，到校园里的设
4.享用前，淋上酱汁。
施、食堂摊位等，一一熟悉。
平时，也可以说一说校园生活
的情景，家长可分享小时候上
学的经验。”
她补充，到了开学当天，
即使孩子哭闹，家长也应该放
▲（右图）谢女士头部两处被啄伤。
手交由学校老师处理，并相信
▲（左图）谢女士表示在组屋走道被乌鸦袭击。
孩子抒发情绪后，还是有能力
王钲扬 报道
应对新挑战。
jengyang@sph.com.sg
她说：“积极面对小学生
●24小时新闻热线：1800-8227288/91918727
活，是个好开始，让小学六年
Wechat/WhatsApp传照片：91918727
另一男童同天也遇袭。
的学习生涯更有趣。上学不只
陈思源 摄影
谢女士透露，她当天早上看了医生，
是为了学习课业知识，和同学
并敷上药膏，之后接到诊所的来电，让她
一起相处，参加不同的校园活
主妇外出，在榜鹅组屋走道看见一只
打预防针。
动，学习旅途更多姿多彩。”
小乌鸦后，连遭两乌鸦“左右夹攻”，头
“医生说，在我看诊后，另一名马来
药膳三宝粥
部遭啄伤，两路人帮忙驱赶。
积极面对小学生活，是个好
男童的手臂也被乌鸦啄伤。根据目击者形
这起事件发生在昨天早上11时 许，地
转载自《素食煮意》，郭羽绒著
的开始，让小学六年的学习
点是榜鹅埃奇菲尔坪（Edgefield Plain）第
容，乌鸦看似有病，因此叫我回来打预防
海滨出版（马）私人有限公司
生涯更有趣。（档案照）
673B座组屋。
针，这也让我胆战心惊。”
受伤的主妇谢女士（48岁）心有余悸
受访时表示，事发时她正要外出，却在走
向地铁站的途中，遭受乌鸦袭击。
“当时，我看见一只小乌鸦在附近小
树上停歇，经过之际，一只大乌鸦不知何
乌鸦护儿心切，一
故突然快速飞向我，并用爪子攻击我的头
旦发现有人靠近或会展
原谅并不表示遗忘，是一种心中的释怀，接受这些事已经发生，无法改变，我们从
部。随后，第二只乌鸦则从另一旁啄我的
开攻击。
头部。”
中学习避免重蹈覆辙，同时把目光放在可以掌握的当下。
根据农粮局网站资
谢女士表示，由于事发突然，她放声
料，乌鸦是非常机智的
尖叫，并挥手自卫。
鸟类，也对小乌鸦保护
“最后有两名路人叫我赶紧躲到组屋
有加，尤其是小乌鸦刚
走廊，并帮我驱赶乌鸦，它们才离开。”
开始学习飞行时，公众
谢女士忆述，乌鸦把她头部啄了两个
因此得特别留意。
洞，流血不止，最终还需看医生，花费了
被无休止的仇恨和报复所支配”。你说想选择原
我的丈夫突然去世。我无意中从他的手
此外，为避免乌鸦
马上拨电
50余元。机里发现他跟前女同事的暧昧关系，称
谅他，也不去探究他是否真的对婚姻不忠，说实
在居住地区活动，居民
热线
9191-8727
“乌鸦或以为我要伤害它的孩子，
但我
话我很感动，因为我见过很多的人即使配偶离开
呼她“dearest”（亲爱的）等。看得出
也应该妥善处理垃圾，
1800-822-7288
并没有恶意。
这次的攻击使我有阴影，
改次
了，心中依然充满着愤怒和仇恨，带着遗憾过生
丈夫把她当做非常要好的朋友，似乎超越言语界WhatsApp
不让乌鸦有机会觅食。
/ Wechat
我也会选择走有盖走廊，不再冒这个险。”
活，真的很可惜。原谅并不表示遗忘，是一种心
限。女同事看似没有同样热情反应，可是对他也
中的释怀，接受这些事已经发生，无法改变，我
有所回应。我不想读完所有的内容，没去研究她
们从中学习避免重蹈覆辙，同时把目光放在可以
是否真的只是把我丈夫当好朋友。
掌握的当下。
我和丈夫的感情淡如水，像室友多过像夫
妻，我们也分床睡。过去几个月他动不动就对我
坦诚沟通的重要性
发怒，也没耐心跟我说话。我尝试改变状况，可
除了选择原谅你的先生，你也要选择原谅自
是无法坚持。我们结婚十多年了，可是我好像也
己。从你的来信我可以感觉到你心中的愧疚，无
没珍惜过这段婚姻。
论是婚前曾经在感情上动摇过，还是觉得自己没
请问我应该怎么面对死去的丈夫？就选择原
有珍惜这段婚姻，没有让先生感觉到温暖，或是
谅他，因为在我这儿得不到温暖？其实结婚前，
没有坚持改善跟先生的关系。这些愧疚感若不处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我身上，不过不是我主动。
理，将会形成一种束缚，对身心灵健康会有很大
我当时也是很动摇，整件事丈夫是被蒙在鼓里
曾
的影响。我借你的经历，再次提醒各位朋友们坦
的。现在感觉好像风水轮流转。
伟宏助理
诚沟通的重要性，面对冲突或问题更是要及时处
另外，这个女人可能跟我在工作上有接触。
警监（后
理，否则情绪累积久了，关系自然大受影响，非
我当着若无其事，可是天天这样会很辛苦吗？她
排右三）
常的可惜。
好像是被动的，我能就闭一只眼吗？我该怎样说
与贪污调
面对那个女人，你想当作若无其事但又担心
服自己把她当作普通人？请你帮助我尽快回答，
查局局长
自己会很辛苦，这种心情我可以了解。我想说如
感恩。
黄宏冠（
果你在调整好心态，愿意放下过去的伤痛重新出
前排中）
及其他得
发后，依然无法坦然面对，还是让你觉得很不舒
奖者一起
服，或许你可以考虑离开换一个环境。这个建议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看见一个素未谋面
合照。
并非要你当个逃兵，而是希望你可以从过去的伤
的陌生人去世，我们的心都会不自觉地

男童同天遇袭

李总理之后在面簿个人页面发文指
出，收益下滑、数码化和假新闻对媒体
构成了严峻挑战。“但我有信心，SPH
的新闻平台将继续为公众提供可靠的新
闻，以及与人们切身相关的内容。”

▲李 总 理 昨天 也
走访《新明日报》
的新闻室，了解编
排 封面的 过 程 。
（通讯及新闻部提供）

（面向镜头者右
起）蔡秀玉和丈夫
陈家宝及儿子陈俊
国，加入社会及家
庭发展部的“寄养
计划”，目前家中
有两名寄养孩子。
（社会及家庭发展
部提供）

家庭in-box

小乌鸦学飞时 切勿靠近

提供
新闻
送 $50
丈夫离世后发现他不忠
NTUC礼券

给寄养孩子
家庭温馨与爱

黄涓／文

社 会 及 家 庭 发 展 部
（MSF）有一项“寄养计划”
（MSF Fostering Scheme），
迄今60年。
在“寄养计划”下，蔡秀玉
和丈夫陈家宝（53岁）除了有
个25岁的儿子陈俊国，另外还
有10岁及7岁的家乐和家明（假
名），是在他们家寄养的小孩。
蔡秀玉与家乐、家明感情融
洽。她说：“他们睡前，我们

会抱抱他们，分享一天的活动和
心情。周末我们也会一起到户外
骑脚踏车、钓鱼。家里有了他们
后，生活过得很充实。”

小

红点

问

大 心
爱 2
系列

经过一段磨合期
刚开始，蔡秀玉和孩子们其
实也经过一段磨合期。家乐不
做功课时，让她束手无策。在寄
养服务官的协助下，她鼓励及开
导家乐，安排他到学生托管中心
去，和同龄学童一起温习功课，
渐渐的，家乐变得懂事了。

蔡秀玉说，俊国和两个弟
弟喜欢一起玩积木玩具，一起
看电影。家乐、家明把大哥当
偶像，功课有问题也会问他。
有时家乐、家明犯错，俊国还
会罚他们抄写。
身为母亲，蔡秀玉觉得儿
子俊国在这段日子中成长了许
多。“他变得更有责任感，懂
得如何照顾他人。”
蔡秀玉说：“我觉得，只
要你踏出第一步，母爱会自然
散发出来。虽然这不一定是容
易、顺利的过程，但有耐心和
爱心，就能排除困难。”
寄养并不是领养，代养父
母没有孩子的监护权，代养父
母每月可获津贴，用来支付寄
养孩子的基本生活开销。
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鼓励
更多家庭加入寄养计划，公
众可拨电6354 8799，或上网
www.msf.gov.sg/fostering了
解详情。

两度拒绝贿赂
助理警监获表彰

另17人
也获颁奖章

答

痛走出来，好好地过生活。
变得沉重，更何况是曾经相爱，相处了
我猜想你应该还很年轻，前面的路还很长，
十几年的枕边人？无论你跟先生之前的感情如何
也有很多有意义的事情等待着你去完成。过去的
地淡如水，他的离开对你始终是一件大事，否则
经历会在我们的心中烙下深深的印记，需要借由
你大可自在过你的生活，也不会写这封信了。
过程中，女郎为自保，不断以一万元来贿赂曾伟
郑有恒
报道
时间，借由很多美好的事物来抚平。诚心祝福你
先生突然离世已经很不好受，这个时间点你
宏，但被他拒绝，女郎也因涉嫌贿警被捕。
chingyhs@sph.com.sg
早日成为全新的你。
还发现他生前可能对自己不忠。雪上加霜也罢，
不仅如此，曾伟宏今年4月再次碰到另一名
24小时新闻热线：1800-8227288/91918727
你在工作上还必须跟那女人有所接触，你的处
外籍女子为求被释放，试图以礼物和现金向他行
Wechat/WhatsApp传照片：91918727
境真的很不容易。无论做什
贿，而他不为所动，再次拒绝。
助理警监两度拒绝贿赂，今早连同另外17位
么选择，要走出伤痛需要时
两女过后都因涉及行贿，被判坐牢四周。
人士获贪污调查局表彰。
间，如果你的身边没有可以
曾伟宏今早受访时表示，身为警员诚信是非
为配合12月9日的国际反贪污日，贪污调
倾诉、可以陪你走过这段路
常重要的，当对方尝试行贿时，当下就毫不犹豫
查局今天在贪污举报与文物中心（Corruption
凌展辉
的亲朋好友，我鼓励你不妨
拒绝。
Reporting
& Heritage Centre）举办表彰仪式，表
飞跃家庭服务中心
电话：6563 1106
需求专业辅导员的协助。
贪污调查局局长黄宏冠也到场致辞并颁发表
扬18名从公共部门及私营部门的人士。
彰奖章。黄宏冠说，贪婪是万恶之源，但是否慑
意大利一名心理学家阿
你有心事吗？亲情、友情、爱情上的苦恼？家庭、学业、职场上的困
其中一名获奖者，就是本报去年4月曾报道，
服于金钱诱惑，在于个人的决定。
萨吉奥利说过这句话，“如
来自中央警署的曾伟宏助理警监。
惑？电邮到《家庭in－box》
，让专家解决你的问题。
“即使最小的贪污行为，也足以导致严重后
曾伟宏当时与团队在密驼路的扫荡行动中，
果没有宽恕之心，生命将会
凌展辉电邮：admin@fycs.org
果，影响新加坡及我们深爱的人。”
突击检查一名涉嫌卖淫活动的42岁女郎。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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