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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搜寻犬

新玉环院后年落成
杨萌

（粱麒麟摄）

但琼一般得负责训练约三只
狗儿，它们加入民防部队时大多
只有两岁左右，并且必须经过近
一年的训练才能被委派进行搜救
或寻找火源的任务。
在最近一次的大型搜救任务
中，她带着名为伊罗斯的黑色拉
布拉多参与2015年尼泊尔地震的
搜救工作。
她说：“伊罗斯刚完成训练
不久就被派往尼泊尔，它乘坐的
飞机非常吵杂，又得在不熟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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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里工作，但它却冷静地完成
任务。每次看到狗儿的成长，我
心中都有一股莫名的自豪感。”
除了工作时与狗儿为伍，但
琼2010年起也陆续领养了三只退
休狗儿。
她说：“我在狗儿训练的
六七年里，一直陪伴着它们，我
希望它们退休后也能继续过着幸
福、充实的生活。作为训犬员，
我最了解它们的习性，因此我也
认为自己应该负责照料它们。”

今日文章五大排行
将停止在社交媒体发布证据
期待私下和解

演出

●李显扬：是李显龙

将政府卷入家庭纠纷

沙汉姆与新加坡交响乐团

（Masterpiece In Motion）
（20时，今明两晚，滨海艺术中
心剧院，门票：35、55、75元）
新加坡舞蹈剧场呈献具国际水准
的大型古典、新古典和现代芭蕾
的专场演出。
售票处：SISTIC（63485555）

●中印边界或爆发新战争？
●新加坡民主党：国会辩论

《完成一个梦》第6集：
世界是她们的舞台
她们从小就一起跳舞，从练
舞室跳到舞台，最近更一跃
跳上国际大舞台。她们是The
Débutante，世界是她们的舞
台，梦想是她们的推动力，看
主持人如何助她们一臂之力！
扫描QR码
看这群充满能量
和热忱的女孩
如何圆梦

令人更质疑总理的领导能力
●李总理在国会上公开的

八份电邮与文件
（根据zaobao.sg昨晚6时
单日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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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滚音乐会
（20时30分，佳伟剧院（Gateway
Theatre），户外天台花园，免费）
本地另类摇滚团体Cadence呈
献。网址：www.facebook.com/
GatewayTheatreSG/

戏剧《新加坡栋笃笑》
（Singapore Stands-Up!）
（20时30分，今明两晚，佳伟
剧院（Gateway Theatre），主剧
场，惹兰红山，门票：10元）
笑匠Rishi Budhrani和Sharul
Channa组成舞台夫妻，带来独有
本地特色的英语脱口秀，给你爱
情、生活、职场、艺术等各方面
的搞笑指点。
购票：www.apacti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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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玮玲李显扬：

流动中的大师舞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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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环院新发展计划保留原
有的单人房和双人房概
念，不过在原计划中可让
60 名失智年长者入住的规
模将缩小至 22 人，腾出来
的空间则开辟为日间活动
中心。

今日触点

（19时30分，滨海艺术中心音乐
厅，门票：15、28、48、68、88元）
呈献普罗科菲耶夫《第一号小提
琴协奏曲》、勃拉姆斯《第一
号交响曲》与本地作曲家陈灿汶
的《第二号交响曲》选段“Soir,
Reves”。
售票处：SISTIC（63485555）

星期五

概念修改后可获津贴

民防部队灵犬搜寻队组长但琼曾
经不是那么喜欢狗，没想到在工
作上每天接触狗儿后，它们如今
已变成她生活中的一大原动力，
她也陆续领养了三只退休狗儿。
九年前加入民防部队灵犬搜
寻队，让但琼从此和狗儿结下不
解之缘。这名队上唯一的女将如
今和狗儿形影不离，甚至领养了
三只退休灵犬，毫无怨言地照顾
它们下半辈子。
但琼（34岁）2004年加入民
防部队成为消防员。2008年那
年，她决定接受新的挑战，申请
调组到灵犬搜寻队。
她如今是队里10名全职训犬
员中唯一的女将，也是灵犬搜寻
队组长。
她受访时说：“我以前不是
很喜欢狗，也觉得要照顾它们很
麻烦。没想到加入灵犬搜寻队
后，我每天和狗儿朝夕相处，不
知不觉对它们产生浓厚感情。”
对但琼而言，训练狗儿不只
是一份工作，它们也成为了她生
活中的一大原动力。
她说：“我在家里不论发生
什么不开心的事，只要想到隔天
一睁开眼又能看到灵犬队里的
狗，心情就豁然开朗。”

2017年7月7日

讲座
陪你看报纸
（10时－11时，每周五，黄埔
民众俱乐部课室，黄埔通道
（Whampoa Dr），免费）
《联合早报》《联合晚报》联
办，向年长者讲解本周新闻。读
报义工将用平板电脑辅助读报，
三星是科技伙伴。

展览
“想象馆：直至地球的尽头”
（10时－19时（星期五21时结

束），至8月27日，新加坡美术
馆，勿拉士峇沙路，新加坡公民
与永久居民免费）
展出日本艺术家丹后博美
（Hiromi Tango）的装置录像
艺术《壁虎尾巴》、老挝艺术
家Bounpaul Phothyzan《土地的
谎言》及本地艺术家冯锦豪
（Calvin Pang）的《我在哪？》
等九位当代艺术家联合呈现强调
感官体验或互动性作品。
电话：65899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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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年多前因无法获卫生部津
贴而喊停的新概念疗养院“玉环
院”发展计划“起死回生”，将
在明年动工，2019年底落成。
落户樟宜北路救世军安乐之
家疗养院的玉环院（Jade Circle）
将保留原有的单人房和双人房概
念，不过，在2015年计划中可让
60名失智年长者入住的规模将缩
小至22人。腾出来的空间开辟为
日间活动中心。此外，救世军安
乐之家也将在玉环院之外，另辟
四间四人房。
玉环院是由连氏基金和
2015年成立的Khoo Chwee Neo
Foundation，连同救世军联手打
造。2015年2月，三方宣布斥资
1500万元打造这个新概念疗养院
时，原打算设24间单人房和18间
双人房，以独立生活的方式让60
名年长者入住，打破本地疗养院
大多采用六至八人房的格局。
卫生部在同年底通知他们，
无法对只有单人房和双人房的玉
环院提供津贴，而合作三方又不
肯背离这一看护理念，因此发展
计划一度陷入僵局。
他们并没有因此放弃，利用
这段时间重新规划，包括考察荷
兰、澳大利亚和日本的疗养院，
决定进一步改善护理模式以配合
政府希望国人“原地养老”的大
方向。因此，他们将原有一层病
房改为日间活动中心，将活动中
心可容纳的人数从2015年原计划

玉环院将采用这类可升降的病床，防止年长者跌倒，以此避免使用束缚
衣。（海峡时报）

中的30人，增加到120人，让更
多居民可前往参加各类有趣的活
动。新计划将斥资1400万元，预
计明年可动工，后年年底完成。
卫生部回复《联合早报》时
说，新计划满足卫生部对于增加疗
养院床位、为病人提供不同床位格
局选择和日间活动中心的要求。
发言人说：“根据修改后的
计划，卫生部准备好同安乐之家
合作，为主楼扩建计划和新床位
的运作津贴提供资金。卫生部将
继续为满足年长者的需求提供不
同房间选择。”

倡导“三不”政策
玉环院的单人和双人床房间
虽从60个锐减至22个，但连氏基
金会总裁李宝华认为这不影响
他们想要推动本地长期护理领域
转变的初衷。他说：“到了2020
年，全国预计将增加5000个疗养
院床位，如果我们坚持理念，这
5000个床位就应该吸纳更多玉环
院的护理元素。”
新的玉环院倡导“不用尿
片、不束缚、不吃泻药”的三不
政策，尽量让年长者有尊严地生
活。他们也能自行选择三餐，甚
至烹煮简单的食物。
所谓的“不用尿片”，指的
是通过如厕训练慢慢改善尿失禁

问题，鼓励年长者用马桶。“不
束缚”指的是让年长者睡在可降
低、备有感应器的调节床上，
减少跌倒风险，从而摒弃束缚衣
的使用。“不吃泻药”则是通过
改善饮食、增加活动量来促进排
泄，减少对泻药的依赖。
救世军安乐之家疗养院执行
总监刘美兰说，本地疗养院多是
每个房间六到八张床，每层楼可
住50多名年长者，虽然每层楼都
有公共空间，但很难让所有年长
者同时出来活动、用餐。玉环院只
有单人间和双人间，公共空间更
宽敞，年长者也能到楼下活动。
刘美兰说：“这些有失智症
的年长者可以行走，但可能不喜
欢跟陌生人同处一室，他们有的
爱囤积杂物，有的疑心重，不能
请女佣，所以他们已不适合在家
里住，但又需要一个跟家里差不
多的环境。他们在玉环院其实不
需要太多医疗介入，只需要一个
鼓励他们独立生活的环境。我们
把22名年长者分成两户‘家庭’，
每 户只 需 一 个 高 级 护 理 员和 助
手，因此人手需求并不高。”
玉环院接收受津贴者和支付
全额者，在津贴前，疗养院费用
为每月2000元至3500元，日间活动
中心费用为每月1500元至2500元，
收费视年长者所需护理而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