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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NEWS

星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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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讲座：艾健康

快乐 星期天
今天听什么
新加坡作家节2017
◆书写尘世的市井小民
＠艺术之家（Blue Room）（11
时30分－13时30分，收费：25
元，或作家节通票）
三位作家陈冠中、东西和鲁敏分
享他们如何以各自的声音和叙事
风格，注入对现代社会的洞见，
又如何以小说作为一面明镜，折
射出现实世界忧患的多重面向。
◆《六人晚餐》放映及交流会
＠艺术之家（Screening
Room）（19时－21时，收费：
25元，或作家节通票）
作者鲁敏在放映会后与观众交
流，谈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的过
程，以及两种不同艺术体式之间
的纠葛与磨合。
◆牛车水古早的故事
＠维多利亚剧院前广场帐篷（16
时－16时45分，免费）
本地建筑师兼作家虎威首次创作
童书《外公的小房间》，邀请读

者穿越时空回到外公在牛车水的
小房间里作客。除了听故事，还
有猜谜游戏、折纸活动，以及昔
日牛车水的童谣。网址：www.
singaporewritersfestival.com

讲座：华丽转身还是走向
衰亡？从管理学的角度谈
华社华团的发展与突破
＠国家图书馆大厦16楼观景阁，
维多利亚街（19时－20时30
分，免费）
钟氏公会署理会长钟骏源主讲。
报名：chc.ntu.edu.sg

《切片报告》
黄明恭新书发布会
＠国家图书馆大厦16楼观景阁，
维多利亚街（14时－16时30
分，免费）
书写文学协会主办，作家亲自朗
诵新书中的一些篇章段落，伍
木、胡建弟、黄春翰等人也会与
观众分享他们的阅读感想。

＠如切民众俱乐部3楼小剧院，
如切路（15时－16时30分，免
费）
如切民众俱乐部乐龄执委会与新
加坡中医针灸推拿研究会联办，
黄崧淯医师主讲。
电话：63441926

中医讲座：
膝关节疼痛漫谈
＠勿洛民众俱乐部会议室2楼4－
5号，新樟宜路上段（19时30
分－21时30分，免费）
义安中医药中心主办，郑美才医
师主讲。
电话：64425317／62433960

今天看什么
“赤城”吕福泉个展
＠ION商场4楼ION画廊（11时－
21时，最后一天，免费）
Astute Art主办，展出超过50幅
画作。

其他

戏，以及饮食、睡眠和运动相关
系列讲座。

数码

文化飨宴艺晚晴
（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
大人路（Ah Hood Rd），免费）
◆11时－12时：热情森巴舞教学
◆11时－12时30分：《晚晴园
与中国革命史略》新书发布会
◆12时30分－20时30分：嘉年
华游戏
◆12时30分－21时30分：美食
小吃摊
◆14时－15时／15时30分－16
时30分：讲故事技巧教学坊
◆14时－15时：古迹建筑之旅
（收费：5元）
◆14时30分－15时30分／15
时－16时（英文）：常设展厅展
览
◆15时－16时／17时－18时：
讲故事工作坊
◆15时－16时：午间文艺汇演
◆15时30分－17时：马里士他
美食与文化之旅（收费：5元）
◆19时30分－21时30分：户外
花园电影《功夫熊猫3》

总统府卫兵换岗仪式
＠总统府大门，乌节路（18时，
免费）

11

5

金文泰社区保健嘉年华
＠金文泰民众俱乐部，金文泰4
道（8时－13时，免费）
康乐红＠金文泰主办，活动包括
健康检查、赠送礼包、儿童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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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错过
精彩娱乐生活视频！
知名艺人挑战“二选一”、
“今天吃什么”带你吃遍大
街小巷、每周新片介绍、
“科技玩家”让你认识最
新登场的科技玩意儿，上
zaobao.sg 看最新视频。
扫描QR码
观看
娱乐生活视频

消费者自备购物袋
获奖励百盛卡积分
牛奶公司与人民协会合
作，鼓励消费者自备购物袋并
给予百盛卡积分作为奖励。
为期两个月的自备购物
袋、给予多10分百盛卡积分
的活动，本月起在牛奶公司
（Dairy Farm）旗下的235间冷
藏公司（Cold Storage）和巨
人（Giant）超市，以及佳宁药
房（Guardian）进行。
自备购物袋的公众只需消

一名

电邮：zbonline@sph.com.sg
传送照片：9720-1182
网站：www.zaobao.sg
面簿：facebook.com/
lianhezaobao

费最低10元，便可享有比平时
多10分的百盛卡积分，可在购
物时使用。
非政府组织零废新加坡
（Zero Waste Singapore）在9
月发起为期四个月的Bring Your
Own Singapore（简称BYO，意
指新加坡人请自备容器）运动，
让自备购物袋、饭盒或杯子的消
费者，可在全岛224家超市和餐
饮店获得优惠回扣。
参与的14家业者包括职总
平价合作社和冷藏公司超市及
多家餐饮店。

另一家参与“勿忘我”运动
的是光明山普觉禅寺。他们从两
年前开始不定期开展各类活动，
包括跟义工、信众和公众举办中
英文讲座。他们也同新加坡国立
大学杨潞龄医学院心理学系联办
讲座，教导如何帮助60岁以上年
长者预防失智症。
光明山传登法师说：
“每年到光明山活动的义
工有1000多人，以五六十岁
者居多，我们专门成立社区
发展组，不分宗教推广一些
社会服务。这些人员接受培训
后，不仅能提高思考和观察能
力，心境也会更开朗、心智能得
到增长，不仅能预防失智症，结
交新朋友，在以后的生活工作中
也能有很大帮助。”
碧山金山岭美食中心打造为
本地首个失智症友善咖啡店。所
有摊贩都将受训，学习如何识别
患有失智症的顾客，并适时向他
们伸出援手。
聘有800多名车长的巴士集
团Go-Ahead新加坡在一个月前
为巴士车长开展培训，通过不同
管道传播有关失智症的知识，包
括课堂学习、在车站员工餐厅和
休息室播放短片和在每个月会议
上分享知识。
发言人说：“我们相信，受
过良好训练和具有同情心的员
工，将让搭客受益。”

手册中有详细的华文介
绍，教导公众和职员在不同
场合（买东西、用餐、上银
行、乘搭公共交通和上宗教
场所）时，遇到失智症患者
该注意些什么。
http://www.forgetusnot.sg/
resources/ForgetUsNotDementia-Handbook.pdf
■想要参与“勿忘我”
运动，可电邮：info@
forgetusnot.sg

▲▲丰隆金融裕
廊东分行经理陈
淑仪（上）和出
纳员郑素兰都接
受过培训，在遇
到失智症患者时
知道该怎么帮助
他们。
（谢智扬摄）

学习与失智症患者沟通

80

公众在公共场所、工作场所或社区内遇到失智症患
者，如果能掌握一些基本知识，能在大部分情况中更容易
地与患者沟通，给予协助，一起营造失智友善社区：
■留意四周：如何分辨失智症？
①看似迷失或迷惘
②说话语无伦次
③高声喊叫或斥骂别人
④声称看到或听到非真实的事物
⑤指责别人窃取他的东西
⑥漫无目的地重复某些举动
⑦脱掉身上的衣物
■关心慰问：该怎么说？
①简单、清楚、有耐心地同对方说话：
用简短句子、保持平和语气，语速放慢。
②认同对方关注的事：
面带微笑、保持目光接触、细心聆听。
③表示尊重、给予肯定：
带他们到安静的地点、给他们时间思考和回答、
带着友善关怀的语气。
④缓解情绪、建立信任：
让患者感到舒服自在、自我介绍，告诉对方想帮助他，
附和他们所说，避免纠正对方。以对方熟悉的语言问这
些问题：“有人和你一起来吗？你要到哪里去？我要怎
么帮助你？你身上有身份证、易通卡吗？你要我替你打
电话给某某吗？”
■该怎么协助？
①考虑失智症患者的感受并恰当回应
②用照片、图画来沟通，了解他们想要什么
③找出患者的亲人联系，
看他身上有没有什么身份证明。
■如果帮不上忙，该怎么办？
①拨电给患者的亲人
②如在工作场所，通知直属上司
③通知保安员
④带患者到最靠近的失智症友善站
⑤拨打999通知警察

要礼貌耐心地跟他们沟通。（叶振忠摄）
▲碧山的金山岭咖啡店成为本地首个失智症友善咖啡店，小贩学习遇到‘蛮不讲理’的失智症顾客时，

光明山普觉禅寺
不定期开展各类活动

■公众可下载“勿忘我”活
动为建立失智友善社区设
计的手册。

以及该如何帮助失智症患者，再利用他们的网络扩大影响力，提高国人意识。
目前，已有超过 个组织、商家和机构参与培训，教导员工、义工等有关失智症的知识，
旨在提升大众对失智症的了解，并教育人们为患者打造一个失智友善的环境。
连氏基金、邱德拔医院和新加坡失智症协会联手推出‘勿忘我’的公众教育运动，

失智症会逐渐剥夺患者的记
忆力及决策能力，甚至导致性格
变异，到了后期，他们会经常忘
记私人物品摆放哪里，忘记回家
的路，也无法辨识亲人。

然而，即使失去了心智，这
并不代表他们失去了求生意志，
他们有的看起来还是很固执地重
复每天的生活习惯如下楼买咖
啡，也会照常去超市买日用品，
甚至一买再买。他们有的不是爱
发脾气，发脾气可能是对生活的
转变感到困惑无助。
慈善机构连氏基金、邱
德拔医院和新加坡失智症协
会（Alzheimer's Disease
Association，简称ADA）联手推
出“勿忘我”（Forget Us Not）
的公众教育运动，旨在提升大众
对失智症的了解，并教育人们为
患者打造一个失智友善的环境。
目前，已有超过80个组织、
商家和机构参与培训，教导他们
的员工、义工等有关失智症的知
识，以及该如何帮助失智症患
者，再利用他们的网络扩大影响
力，提高国人意识。
他们包括银行、快餐厅、超
市、购物中心、理工学院、图书
馆、居委会、志愿福利团体、公
共交通公司和宗教团体，参与
培训的“失智症之友”超过1万
9000人。

成为失智症之友
近2 万人

失智症会导致性格变异

联系早报数码

下载“勿忘我”
活动手册

yangmeng@sph.com.sg

60多岁、坐着轮椅的
年长者由女儿陪伴，
出现在金融公司的柜台。女儿向
柜台人员说明，想要提取父亲存
放许多年的一笔定期存款。由于
这笔定存属于父亲个人户头，柜
台人员必须征得这名年长者的同
意。但是当柜台人员上前询问，
要求他按指印时，他却迷迷糊
糊，看看女儿快要哭了出来，却
说不出个所以然。
由于无法得到账户持有者的
明确指示，柜台无法办理手续。
不过，遇到这对父女的丰隆金融
裕廊东分行经理陈淑仪并没有立
刻请客户回家，而是进一步了解
情况。
该名女儿告诉陈淑仪，医生
已证明父亲缺乏心智能力，但
没有签署持久授权书（Lasting
Power of Attorney），因此没有
受权人（donee）来代表他处理
事务。陈淑仪因此建议客户的女
儿向法庭申请，委任一名代理人
（deputy）代劳，处理父亲的财
务。不过，代理人必须遵循法定
规则，以无心智能力者的最佳利
益为考量，不能超越法庭所规定
的权利范围。
虽然并不清楚这位年长者是
不是患上失智症，以及他的女儿
为什么会推着轮椅上的父亲来提
款，但陈淑仪给予的建议还是很
有用。
陈淑仪说：“这名女儿很感
激我们的解释，她说，之前感到
很迷惘，不知道该怎么办。”
包括陈淑仪在内的丰隆金融
有限公司28家分行的经理和职
员，在去年接受半天培训，了解
什么是失智症，会有哪些症状，
遇到类似情况该怎么处理，这对
客户、对公司是双赢。
丰隆金融有限公司副总裁陈
玉芳说：“即使顾客患上失智
症，我们和他们的关系也不会就
此终结，如果顾客做了妥善安
排，比如有持久授权书等，我
们还是能继续为他们提供储蓄服
务。”
陈淑仪也说：“在受训之
前，我们也听过老人家健忘可能
是老人痴呆症，但不是很清楚失
智症在新加坡已经很严重。”
随着本地人口迅速老龄化，
失智症患者人数也将逐年增加。
目前，每10名年满60岁的国人
中，就有一人可能患上失智症。

■滨海高速公路
2电单车凌晨相撞
警曹长惨死一警员被捕
■刘程强和林瑞莲的
工人党之路
■内部调查已完成
传改动维修记录六员工
将被SMRT开除
■AYE逆向行驶酿祸
马赛地司机愿负全责
■24小时内 4车祸5人亡
（根据zaobao.sg昨晚6时单
日排行）

新闻30秒

爱心点灯
杨萌

今日文章五大排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