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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如何吸虾头

美国星厨新节目 介绍我国小贩美食
潘勇全 报道

‘会看到富人和穷人一起排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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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星厨在个人新美食节目系列以我
国小贩美食打头阵，一段节目预告的访谈中也
示范了国人享美食吸虾头的做法。
安东尼·波登（Anthony Bourdain）是一
名美国著名厨师，也是美食节目主持人。
他刚在本月1日推出第十系列的《Parts
Unknown》美食节目，第一集节目以新加坡独
有的小贩美食文化打头阵。
安东尼开场时说：
“这是全球唯一一个穷人
和富人于同一屋檐下用餐的地方，在闷热的环境
下，用手进食，喝着不完全冷却的啤酒。”
他派出了记者走访几个熟食中心，品尝了
旧机场路熟食中心的南洋咖啡、卤面和椰浆
饭；芽笼29巷咖啡店的炒福建面；以及麦士威

▲安东尼示范如何吸虾头。（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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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追债人被治罪

本想当舞蹈家

▲追债公司于2015年1月到福南食阁“老火
汤”摊位讨债。图为追债公司职员李贤贤被
押回摊位问话。 （档案照）

指陈姓女卷款逃

答辩人全指另一陈姓女子卷款而逃。
据报道，卡尔是在一名叫陈洁的女子的
引荐下，将这些中国投资介绍给周姓富商，
而陈洁也充当中国公司那一方的联系人。
周姓富商也 称 在审讯前，发 现马美
心 将他的投资 金额转账给另一名中间人
Gobindram。不过，Gobindram否认卷款
指控，并称所有他收到的资金都已经汇去
中国。
富商的代表律师上周二在开庭陈词表
示，案件的答辩人都指陈洁卷款而逃。

卡尔今年初宣告破产
根据之前的法庭判词，卡尔曾经营
Realm Capital投资公司，并与另一家名
为Ever Tycoon的公司董事卷入财务纠
纷。该董事于2014年10月份向他发出法
定追债信追讨220万元。之后，董事追讨
不果后申请廖凯伦破产。
据报道，卡尔今年初宣告破产，这也意
味着他在这起650万元起诉案中，将不能聘
请律师辩护。卡尔已针对周姓富商的指控
提出异议，质疑投资协议和个人担保，在法
律上的可执行性。

一次意外改变志向

少女要当物理治疗师
苏慧珊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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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岁学跳舞，立志当舞蹈家的少女，一次意
外受伤接受一年物理治疗，使她对物理治疗产生
浓烈兴趣，改变志向，并获奖学金进大学念物理
治疗课程。
陈美妃（19岁）小时候，父亲就替她报名参加
舞蹈课，她练舞多年，擅长现代舞及芭蕾舞，并在
新加坡艺术学院就读，志愿是成为一名舞蹈家。
陈美妃为求尽善尽美，每天练习跳舞，不
料，她在五年前一次排练时不慎滑倒，导致膝盖
受伤，长达一年无法跳舞。
陈美妃当时到陈笃生医院接受物理治疗，物理
治疗师知道她的舞蹈背景，会专门与她一起研究，
看在跳哪一些舞蹈动作时膝盖会疼等，从而为她
量身定做疗程，训练肌肉弥补膝盖受伤的弱点。
物理治疗师的细心与专业，令陈美妃印象深
刻，也对这个行业产生了兴趣，更主动申请到疗
养院和医院实习，亲身了解这个专业，更决定以
此为未来目标。

疗养院实习后 立志协助老人
陈美妃原本想当运动物理治疗师，专门帮助

失智症友善咖啡店

首家设在碧山
林佳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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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本地社会人口老龄
化，失智症患者人数逐年增
加，为帮助更多患者在社区内
安心养老，我国打造失智症友
善社区（Dementia-Friendly
Community）。
续义顺后，碧山东—汤申
区成为第二个失智友善社区，
碧山—大巴窑集选区议员钟奇雄（坐着，左一）、连氏基金会总裁李宝华（坐
区内的金山岭咖啡店成为本地
着，
左二）
以及金山岭美食集团总裁洪鼎良（右一）和多名项目合作伙伴们，手持
首个失智症友善咖啡店。
碧山—大巴窑集选区议员 创意贴纸，表示为打造失智友善社区给予支持。
钟奇雄表示，碧山东—汤申区接下来一年内也
将陆续推出更多社区活动，分享失智症相关知
识，也设下目标在一年内在区内培训3000名失
让食客了解失智者所遇问题
智症之友。目前，14名碧山东民众俱乐部的前
线服务人员已经完成了1小时的培训。
位于碧山33街的金山岭咖啡店自昨天起，
他认为，咖啡店是不少居民需要经过的地
餐桌上都贴有“吸引食客目光”的创意贴纸，
点，有不少居民聚集，而且人流量高的地点，
让食客了解有关失智症患者遇到的一些问题以
推行失智症友善咖啡店这个点子非常合宜。
及其症状。
据悉，碧山—大巴窑集选区内有约15家咖
金山岭美食集团总裁洪鼎良受访时表示，
啡店。除了金山岭咖啡店，碧山民众俱乐部、
在咖啡店的餐桌上贴有“吸引食客目光”的创
碧山商联会以及援触家庭服务也加入计划，共
意贴纸，让食客可了解到失智症患者面对的一
同打造失智友善社区。
些日常挑战，例如：混淆调味料、不知道如何
连氏基金自两年前推出“勿忘我”
识别和计算钱等。
（Forget Us Not）的倡议，目的是让更多人了
“我们一个月前针对创意贴纸的概念进行
解失智症患者不断增加的问题。
连氏基金会总裁李宝华表示，随着本地社
讨论。一周前，我看到了完成品，这些贴纸昨
会人口老龄化，失智症患者人数逐年增加，有
天就贴在咖啡店的餐桌上。”
研究显示，本地60岁及以上年长者中的失智症
据观察，在咖啡店的每一张餐桌上印有一
发病率高达10％，年龄越大，患病风险越高。
些失智症患者或面对的问题，例如：把辣椒误
他说，由连氏基金会发起的这项运动，至
当成糖而加入茶杯中，因此桌上有辣椒浮在茶
今已培训了86间机构，以及将近1万9000名失
杯上的贴纸。
智症之友，其中包括了来自交通、金融、餐饮
等领域的员工，教导他们识别患有失智症的患
经培训更易识别患者 小贩知如何协助
者，以及如何给予他们妥善的帮助。
在金山岭咖啡店营业有超过26年的友记卤鸭之

陈美妃原
立志当舞
蹈家，但
因伤接受
物理治疗
后，对物
理治疗产
生兴趣。
（护联中心
提供）

运动员和舞者，但无心插柳而被安排到救世军安
乐疗养院实习，进而对乐龄护理产生兴趣。
有一次，陈美妃看见一名老人因出了意外而
无法张开手掌，但仍积极面对生活，令她受到启
发，觉得自己能从老人家的人生经验中学习。
实习时，她会与老人家一起运动，而其中不
少老人非常积极，数月后有明显进步，也令陈美
妃对物理治疗业更加有热忱。
陈美妃后来获得巴拉吉基金医疗保健奖学
金，目前是新加坡理工大学二年级生，主修物理
治疗课程，并专注于协助老人的物理治疗。

家第二代小贩谢美薇（32岁）受访时表示，经过了
培训后，她更容易识别患有失智症的患者，也知道如
何应对且帮助他们。
“我会更有耐心与前来购买餐食的失智症患者沟
通，也会多加留意他们一举一动，适当时帮助他们。”
她举例，曾有一名年龄相信70多岁的阿嬷在点
餐后，又多次回到摊位再点餐。“遇到这样的情况，
我们不会收她的钱，也会帮忙家属留意。”

12月3日将办歌台

宣导失智症课题

洪鼎良透露，碧山商联会以及多个合作伙伴将在
12月3日举办一场宣导失智症的歌台表演，也透过演
出将分享有关于失智症的课题，让更多国人了解到相
▲咖啡店的餐桌上贴有“吸引食客目光”的创意贴纸， 关课题，为患有失智症的病人及家属增多一份同理心
让食客可了解到失智症患者面对的一些日常挑战。
和包容心。

南大修改荣誉学位级别称法

追债公司老板和4职员到廖文良儿子家追
债，其中两人被治罪。
根据本报之前掌握的法庭文件，代表周姓
富商追债的追债公司老板和4职员，在屋外大
喊卡尔的全名，还不断拍打大门，整个过程长
达一个多小时，同一家追债公司也曾涉及轰动
一时的“老火汤”摊位捣乱案件，当时追债公
司职员李贤贤也参与这起案件。
法官在今年7月已针对这起案件，判黄金
明坐牢三周、张春明则坐牢六周。
（人名译音）

安东尼介绍竹脚巴刹的年轻小贩
煮虾面，并和年轻人到芽笼吃蚝煎。
安东尼与本地美食家司徒国辉
一起到竹脚巴刹熟食中心介绍了
“545黄埔虾面摊”，并访问33岁的
女掌厨李瑞芳。该档的虾面有83年
历史，汤汁由家族秘方烹制而成。
安东尼也和几名年轻人一起到
芽笼29巷的一家咖啡店吃蚝煎，并
提到了在这里吃到炒福建虾面、鱼
丸面和牛肉沙爹等美食。
他最后也同本地欧亚混血的达米
安·迪希瓦（Damian D’Silva）一起介
绍了主打娘惹菜肴的源和春餐馆。
安东尼提到，新加坡在每平方
英尺土地上，比世界其他地方设有
更多、更多样化，及更负担得起的
美食选择。

餐桌贴创意贴纸

答辩人：

本地富商投资中国项目，指资金最后去向
无踪，入禀法院起诉5人要索回650万元钱财，
其中一人是凯德集团创始总裁廖文良的儿子，
他还被对方雇讨债公司上门讨债！
据《海峡时报》报道，周姓起诉人是一名
富商，创办了船务租赁和经纪相关的公司，并
指前私人理财银行家没有履行其个人担保，
还通过误导的方式让富商投资600万元。根据
法庭文件，被起诉的这一名私人理财银行家
是凯德集团创始总裁廖文良的儿子卡尔（Karl
Liew）。
周姓富商曾是卡尔的客户，并在2011年经
他引荐下，投入共计600万元于4个项目中，其
中一个为房地产项目，其余则为中国温州公司
的过渡性贷款计划（BridgingLoan）。这600万
的金额中，有一部分属于另一名两人熟识的朋
友朴大伟。
根据他们的投资协议，周姓富商必须将这些
投资金转账给一家叫System Impact的公司的户
头，部分则得转账给该公司的女股东马美心。
不过，在2012年下半年时，周姓富商再也
没有收到关于该投资的利息回报，以及投资进
展报告。他过后向卡尔追究此事，才获悉他所
投入的资金并没有用在原本说好的项目。
当投资条款的有效期结束后，周姓富商理
应收到的653万元并未到手，于是便向卡尔追
讨。周姓富商不仅入禀高庭，也曾在2015年9月
份请Double Ace讨债公司，到对方位于于汤申
路一带彰思礼巷（Chancery Lane）的半独立式
洋房追讨。讨债公司的5人当时还因犯下非法集
会的罪名被控。
这起官司将在下周于高庭续审。

金山岭

本地富商投资中国项目

陈玉能 报道

熟食中心的海南鸡饭和烧腊面。
安东尼也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的访问，介绍新系列节目，访问地点选在美国纽
约市的忠忠餐食，这里专门售卖狮城美食。
安东尼与CNN记者享用了一碗叻沙，配上
一瓶虎标啤酒，曾来过新加坡几次的他形容，新
加坡就像个“超大的购物商场，只不过热了一
点。”说着说着，他也向记者示范如何吸虾头。
评价我国的小贩文化，他认为，熟食中心是
传统和“变种”美食的“仙境”，这种文化代代
相传，“而（小贩们）都很在行。”
他也再次指出：“你会看到富人和穷人一起
站在小贩面前排队，井然有序地排上一个小时，
为的就是那一碗（美金）1元5角的面，这对一名
美食家而言是挺酷的。”

推荐芽笼蚝煎
竹脚巴刹虾面

从今年学年起，
南洋理工大学将修改
荣誉学位的级别名
称，不再使用“三
等”字眼，以更贴切
地肯定学生的成绩。
三等荣誉学位改
为荣誉学位（Honours
Degree）；二等乙级
荣誉学位（Second
Class（Lower）
Honours）改为荣誉
优等学位（Honours
（Merit））；二等甲
级荣誉学位（Second
Class（Upper）
Honours）改为荣誉
特优学位（Honours
（Distinction））；
一等荣誉学位则改
为 荣 誉 最 优 学 位
（Honours（Highest
Disti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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