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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星期五

健力士世界纪录大全确认
党斐蒙目对弈25棋手纪录
邢谷一

报道

世界纪录的象棋
手，伦敦派遣的见
证代表在表演赛前
经过近8个月
夕抵达新加坡时，
漫长交涉，中国象
党斐和大会职员才
棋大师党斐去年底
愕然发现，健力士
在本地创下蒙目与
制定了多项他们难
25名棋手对弈的世
以想象的创纪录要
界纪录，终于得到
求。
英国健力士（吉尼
尽管大会与健
斯 ） 世 界 纪 录 大 全 党斐对于健力士确证
总 部 确 认 ， 成 为 该 他1对25蒙目棋赛纪 力士见证代表谈不
纪 录 大 全 第 一 项 中 录感到高兴，并希望 拢 ， 党 斐 仍 按 原
国象棋纪录。
更 多 人 因 此 注 意 象 订时间开赛，并依
据代表提议戴上眼
亚 洲 象 棋 联 合 棋，爱好象棋。
会秘书长林关浩昨
（档案照片） 罩、每次只向同一
对手下一步棋、
天透露，英国健力
士世界纪录大全总部在新加坡 弈完每盘残局见胜负等规定弈
时 间 星 期 三 晚 上 发 出 电 邮 通 棋。
新加坡象棋总会副会长康
知，已通过亚洲象棋联合会与
新 加 坡 象 棋 总 会 提 出 的 三 项 德荣说：“亚象联和新加坡象
资料审核，确证党斐蒙目与25 总通过电话和电邮，跟健力士
名 棋 手 弈 棋 的 纪 录 有 效 ， 创 世界纪录大全总部进行交涉，
下“蒙目与最多人同时对弈象 伦敦方面在和中国象棋协会了
解有关盲棋赛规定后，同意见
棋”的世界记录。
林关浩也是新加坡象棋总 证规定不周全。”
他说：“我们按照健力士
会会长。他说：“健力士世界
纪录大全确证党斐所创1对25蒙 的要求提呈三项资料：弈棋记
目弈棋纪录令人欣喜，势必对 录、两名见证人报告和表演赛
世界各地推广象棋活动产生深 活动简介，再加上邮寄储存器
约13个小时的录影，伦敦方面
远的影响。”
经审核终于改变看法，并同意
苦战近13小时缔造创举
退还5500英镑见证纪录费。”
党斐刚于本星期一跟拥有
党斐（29岁）于2015年11
月16日，在福州会馆礼堂举办 “马来西亚国际大师”称号的
的“第17届亚洲象棋个人锦标 师弟沈毅豪，完成双人蒙目对
赛 暨 首 届 亚 洲 象 棋 嘉 年 华 ” 阵六名棋手的表演赛。对于健
上，跟新马挑选队25名棋手苦 力士确证他1对25蒙目棋赛纪
战12小时40分后，于隔天凌晨 录，党斐表示高兴。
他在昨天下午回国前发给
3时14分以17胜5和3负战绩，完
本报记者的电邮说：“感谢所
成这个挑战人类极限的蒙目棋
有协助举办这项表演赛并使这
（盲棋）表演赛。
党斐是第一个向健力士申 项记录成真的朋友，希望更多人
请将蒙目弈棋表演赛成绩列入 因此注意象棋，爱好象棋。”
hengkj@sph.com.sg

街访街坊

胡慧音

报道

ohhy@sph.com.sg

运动无年“限”

高龄 83 岁的郑金培的健康曾亮
红灯，让他对运动望而却步。但
在家人的鼓励下，他逐渐走出阴
霾，并积极运动，为来临的五公
里赛跑项目做好准备。
半年内动了两次大手术，
让83岁的郑金培（左二）心有余
悸，开始自我封闭，害怕出去社
交，也不敢做运动。但在家人的
鼓励下，他现在不仅结识了一群
乐龄朋友，还将参与五公里的跑
步活动。
郑金培是约八年前接受心脏
绕道和直肠手术。虽然医生告诉
他多做运动有助伤口愈合，但他
担心身体会再出状况，一直不太
愿意运动。
为了鼓励他多活动，郑金培
的家人开始轮流陪他到住家附近
做简单的运动。这成功让郑金培
走出阴影，并开始参加居委会举
办的活动，几乎天天不是打太极
就是快走。
经常运动，大大地改善了郑
金培的健康状况，让他得以在五
年前停用糖尿病药物。
他说：“我现在的生活很活
跃，每当居委会安排出游活动，

今日触点
讲座
摄影讲座
（20时－22时，古楼画室彩摄会
所，直落古楼J巷91号，免费）
新加坡彩色摄影学会主办，Heng
Zee Kek主讲。电话：83088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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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文章五大排行
（受访者提供）

我都会参加。”他还幽默地说：
“我什么‘园’（指的是花园）
都去过了。”
此外，他还将和家人一起报名
参加了8月底举行的新加坡湾跑步
大会兼半程马拉松赛跑（SAFRA
Singapore Bay Run & Army Half
Marathon）的五公里项目。
这是他首次参加跑步大会，
因此倍感兴奋。他的女儿、儿
子、儿媳妇和两名孙女也将陪他
参加。
为了做好准备，他们一家人

陪你看报纸
（10时－11时，每逢星期五
（公共假期休息），黄埔民
众俱乐部课室，黄埔通道
（Whampoa Dr），免费）
（15时－16时，每逢星期五
（公共假期休息），淡滨尼82
街第842座底层，免费）
《联合早报》和《联合晚报》联
办，向年长者讲解过去一周的
新闻。

许翔宇

报道

高中毕业后，数理成绩不错
的陈郁翠，曾考虑成为一名工程
师，但在一次职场参观活动走访
半导体制造厂后，她意识到自己
“难适应与机器为伍，比较喜欢
与人互动”。
47岁的陈郁翠如今是国立健
保集团综合诊疗所首席护理部主
任（Chief Nurse）。她凭着对专
业的热忱，以及对提升护士的
职业发展所付出的努力，成为今
年总统护士奖的四名得奖护士之
一，昨天在总统府从陈庆炎总统
手中接过奖座。
陈郁翠求学时参加圣约翰救
伤队，有机会观察护士的工作，
对她们敬业乐业的精神感到钦
佩，种下成为护士的念头。
但当年A水准毕业后选择修
读护理专业的例子不多，她在思
考升学和职业道路时，经历一段
摸索。考虑过医科、药剂师和工
程师等选项后，她回归初衷，申
请公共服务委员会奖学金，到英
国修读护理荣誉学士学位课程。
除了担任急症医疗、基层医
疗的护理职务，她曾派往卫生

部，协助制定包括高级实践护士
（Advanced Practice Nurse）的资
格认证等项目。她在新加坡护理
局服务九年，参与护士教育及训
练、注册所需的专业水平等领域
的管制工作。

推动护士职业发展更多元
她也曾加入全国护理工作小
组，对护士职业发展、教育及薪
酬等方面，向卫生部提呈建议。
这些建议过去两年逐步推行，包
括增设助理专科护士（Assistant
Nurse Clinician）职位等，为护士
职业发展提供更多元的渠道。
陈郁翠说：“新生代护士重
视工作的意义和价值，我们在吸
引及留出人才时，除了考虑薪
酬，也必须支持护士对技能和职
业提升方面的期许。”
另一名总统护士奖得主是
陈笃生医院高级专科护士拉蒂
（Lathy Prabhakaran，52岁）。她
原本是加护病房护士，次子出生
后不久患哮喘病，激发她进修呼
吸道护理科，以增加哮喘病长期
管理的知识。
“照顾儿子时，我发现人们
对慢性哮喘病存有不少误解，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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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寅声称富婆送他钱但
指示他不能说出“真相”
●我国第二季整体失业率
微升
●大华银行：Swiber清盘
影响可控制
（根据“联合早报网”昨晚
6时的单日排行。）

联系早报网
电邮：zblocal@sph.com.sg
传送照片：9720-1182
网站：www.zaobao.sg
面簿：facebook.com/
lianhezaobao

演出
“华乐名家”音乐会
（20时，今明两天，新加坡华乐
团音乐厅，门票：30、45、60、
70元）
新加坡华乐团携手中国笛子名家
戴亚和胡琴才女姜克美呈献，叶
聪指挥。
售票处：SISTIC（63485555）

活 动消息可 寄交“今日触 点”
负 责 人 或传真 至6 3 19 - 8 12 1
或电邮：zblocal@sph.com.sg

总统护士奖是本地护理界的
最高荣誉奖项。今年获奖的
护士都凭对专业的热忱及敬
业乐业精神获得这项殊荣。

积极参与社区服务
宣导戒烟及哮喘病意识
拉蒂与一组医疗团队携手推
出一个由护士主导的哮喘病诊
所，由护士对病人做初步评估并
在咨询医生后，转介病人给专科
医生或综合诊疗所，协助病人获
得更及时的咨询服务，也缩短看
专科医生的等候时间。
除了推动医院内的戒烟辅导
项目，她也积极参与社区服务，
义务主讲哮喘病讲座。
另两名得奖人分别是樟宜
综合医院助理护士总监函妮佳
（Hanijah Abdul Hamid,45岁）和
心理卫生学院高级实践护士兼高
级专科护士拉维因（Raveen Dev
Ram Dev，37岁）。
总统护士奖是本地护理界的
最高荣誉奖项，自2000年颁发至
今已有56人获奖。
除了获颁奖座和证书，得奖
人还各可获得1万元奖学金，供他
们出国出席国际医药会议和参与
培训。

今年有四人获颁总统护士奖，陈笃生医院高级专科护士拉蒂（左）和国立健保集团综合诊疗所首席护理部主
任陈郁翠是其中两名得主。（海峡时报）

疗养院单人房

疗效佳应津贴

黄小芳

为吁请卫生部重新考虑为玉
环院的病患提供援助，连氏基金
会和Khoo Chwee Neo基金会委托
奥纬咨询公司就疗养院经营模式
展开为期约四个月的研究，并借
鉴英国、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
的疗养院模式，以了解推行单人
房疗养院的长期效益。
卫生部回复《联合早报》询
问时说：“卫生部会详细研究这
份报告，并已邀约连氏基金会进
行面谈，以及确保此报告论证确
凿并已考虑多方因素。”
卫生部兼环境及水源部高级
政务部长许连碹博士今年初在国
会上针对玉环院计划搁置一事指
出，让失智症患者住在单人房可
能导致他们更孤立。
但负责这项研究的奥纬咨询
公司管理合伙人林方源医生在昨
午的研究报告发布会上说：“日
本调查显示入住单人房的病患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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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乙康：大学迎新活动
须维护学生尊严

括没症状就无需使用喷雾器等。
我希望尽一分力提高人们对这个
疾病管理的认识。”

研究：

HLGK

●云顶巴士下山翻覆酿1死
16伤

约三个星期前开始到勿洛蓄水池
等地练习快走。快走五公里对83
岁的郑金培而言有一定的挑战
性，但他说这几次练习下来，感
觉还不错。
女儿郑素燕（53岁，会计
员，后排右一）也开玩笑说，父
亲的快走“功力”甚至比她还
强，走路时都走在前面。
有意参加新加坡湾跑步大会
兼半程马拉松赛跑的公众可上网
到http://www.safra.sg/报名，截止日
期已延长至8月4日。

四白衣天使获颁总统护士奖
hsiangyu@sph.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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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两个基金会针对单人房
疗养院的可持续性进行研究后指
出，入住单人房疗养院可降低病
患的焦虑感，并增强病患的行动
力，进而力促卫生部检讨现有的
疗养院模式，及重新考虑给予入
住单人房疗养的病患提供津贴。
本地三家慈善机构——连氏
基金会、Khoo Chwee Neo基金会
和救世军安乐疗养院，原本在去
年宣布推出名为玉环院的新疗养
院。有别于大多现有疗养院的六
人或八人病房，玉环院只提供单
人房和双人房。
不过，由于卫生部无法为入
住玉环院的病患提供医药津贴，
这项计划去年底被迫搁置。卫生
部当时解释，按政策方针，卫生
部很难提供津贴给入住类似私人
或A级病房的病患。

疗养院模式对比
现有的疗养院

建议中的疗养院

病房种类

每间病房一般设有8至15个
病床，男女病患被区分开来

单人房或双人房，夫妻或
兄弟姐妹可同住一间双人房

病房面积

每个病床空间一般为6平方
公尺

单人房为12至16平方公尺，
双人房为21至24平方公尺

厨房设置

一般设有中央厨房，病患
不可进入

每10个病床设有小型厨房，
病患可帮忙准备餐饮

医护人员为病患个别提供
餐饮，一些病患在个别的
餐桌或膝板上独自用餐

每10个病房设有餐饮区，
增加病患之间的互动

用餐方式

早报图表／李太里

愿意和他人交流，行动力也有所
增强。”
该调查结果发现，从多人病
房转至单人病房后，病患留在房
里的时间从67％减少至40％。
许连碹在国会上也担心单人
房疗养院模式会加重国人的医药
费负担。研究因此计算出单人房
疗养院模式的开销，以及提出较
低成本的经营模式。
根据两个基金会提出名为

“银发希望”(Silver Hope）的理
想模式，病患每日的平均费用依
病情而定，比起目前的106元，增
加8至13元。
连氏基金会总裁李宝华说，
若采用“银发希望”疗养院模
式，政府每年得支付额外的1900
万元的开销，这相等于增加约
0.2％的年度公共医疗预算。但长
远而言，却能大大提升疗养院的
医疗素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