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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温带国家过冬

宜注射 预防针

天天健康

农历丁酉年十月十七

时间悄逝

年底假期，许多国人爱到气候较冷的国家旅行，
但身体可能适应不来，容易生病。到温带国家

新闻眼

过冬，该如何预防生病？且听专科医生建议。

当我们埋首投入于工作与生活时，常不觉时间的悄逝，
而且也无意识我们的体能体力逐渐走下坡…

国大医院感染科顾问医
生James Steven Molton接受
《活得好》访问时说，病毒
性呼吸道感染和肺炎可在热
带地区任何时候发生，但在
温带国家，冬季时这些疾病
的患病率更高。
有的疫苗，即使不出国
也该注射，有的则是出国前
更应该注射。如果在冬季到
温带国家，Molton医生建议
注射以下几种疫苗：

●流感疫苗： 这是建

顾问医生
James Steven Molton

议一年注射一次的疫苗，如果过去一年内没有注射，
建议去注射。
●肺炎球菌肺炎疫苗：65岁或以上，或慢性
疾病患者，以及没打过此疫苗的人群，应向医生寻求
咨询。

●白喉、破伤风和百日咳疫苗
（diphtheria, tetanus and pertussis vaccine，
统称Tdap）：上述疾病在温带国家成人当中相当普
遍。要是过去十年内没打过这种预防针，建议出国前
尽快安排。
要留意的是，上述疫苗不会对所有呼吸道感染产
生防御作用，换言之，无法100％预防患病，但一般
能显著减少染病的风险。

▲出国前注射疫苗预防染病。
（档案照）

什么时候该注射？
建议出国前四到六周前去看医
生，以有足够时间完成多数的疫苗注
射，而且也让身体有时间建立注射疫
苗后的免疫能力（疫苗需要10到14天
才生效）。
（部分资料摘自国大医院刊物
《Lifeline》）

明天预告：慢性疾病患者冬季到
温带国家，该注意什么？

碧山

‘勿忘我，包容我’歌台脱口秀

本地影坛年度盛事，新加坡国际
电影节于昨天（3日）落下帷幕。为
期11天的电影节共放映112部国内外
长短片，我却只看不到五部影片，很
惭愧，觉得遗憾，但更多是感到不可
思议。
期待的电影节怎么就这样过了？
之前挤出时间翻阅电影节册本，还作
记录，注明有哪几部是“不能错过的
佳片”，可是最终还是错过观赏。
是什么让我“追电影节电影”的
那团火越拉越微弱了？也没了赶场追
电影的冲劲了？
我负责跑电影线，每周都会看电
影，虽看的大多是爆米花商业片，但
看电影这件事我是很爱、很享受的。
而记者的工作性质与工作量所造
成的“时间不够用”（相信大多同
事也会认同）情况是无可避免的一个
形态。在这之外，我们须要腾出时间
与家人相处、陪伴，甚至要照顾家
人，而这就更令我们的时间与精力变
得“所剩无几”。想享有“个人时
间”，休息也好，或做点让自己心情
愉悦的爱好也罢，还真的是奢望。

上周和中学同学A约吃“迟午
餐”，谈到身为“家庭夹心层”，上
有年长父母，下有还在求学的孩子的
A透露，过去工余他会带孩子去做义
工，但随着父母年迈，孩子步入青春
期，他不得不做出调整，被迫放弃做
义工，把时间放在老小身上。
而在忙碌照顾两代人，夹在中间
层的A也意识到自己必须维持良好的
身体健康与精神，还有耐性，才能应
付各种可预见及不可预见的养育与照
顾问题。
确实，当我们埋首投入于工作与
生活时，常不觉时间的悄逝，而且也
无意识我们的体能体力逐渐走下坡，
直到健康亮红灯的那一刻，那时才
惊然发现自己种种的忽略。若及早发
现，尚属庆幸，怕的是为时已晚，已
无能为力。
踏入12月，不少人会引颈期待欢
庆圣诞节，但这个月份也是回首与有
诸多交错感受的“时节”。今年这个
月，我的两个朋友及我大姐将有不同
的生日欢庆方式，借此栏目特别祝愿
我大姐60岁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房屋经纪：语调负面 破坏形象…

宣传经纪海报
皓皓 韩雪卿
破 解 失智症迷思 反惹千人不满

房地产代理
理 事 会 上 月
推出“开心消
费者”宣传活
动。（网站截
图）

周自蕙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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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忘我，包容我”歌台吸引近千人到场观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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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宪隆 摄影
“勿忘我，包容我”歌台为打造包容失智症患
者的社会迈出一步，“千变王子”皓皓和资深演员
韩雪卿，台上扮演母子，以短剧及分享破解失智症
迷思，场面让人动容，受访公众感动深感有意义。
这场碧山关怀之夜“勿忘我，包容我”歌台是
由连氏基会与碧山商联会、碧山东汤申咨委会昨晚
在碧山13街第510座组屋旁的广场，联合举办的。
主持人皓皓和林茹萍在台上以脱口秀的方式向
在场超过1000观众，说明失智症患者的症状，破
解人们对失智症的迷思，呼吁在场的公众将将失智
症相关资讯传出去，以及如何辨认失智症病患及如
何帮助他们，包容他们的讯息广而告之。
皓皓在台上演唱“心头肉”这首歌时更不禁落
泪，负责拍摄勿忘我宣传片的本地资深演员韩雪卿
也戴上假发和皓皓扮演母子，两人配合无间，令在
场公众不禁动容。
连氏基金项目总监林文祥（40岁）表示，举办
这次的歌台是为了推广失智症友善社区。
“我们周围有很多患上失智症的老人家，有的
甚至未被诊断出来，希望通过歌台能让更多人认识
失智症，更能包容患病者。”
碧山商联会的洪鼎良也在场支持，他表示，碧
山区内的许多商家已经参加培训活动，让他们更认
识失智慧症的症状，遇上患者时，应如何和他们沟
通，及时察觉、给予看顾，在遇到走失的病患懂得
如何施以援手。
观众戴紫铃（70岁）表示，她认为这个歌台
很有意义，让在场的年轻人知道，多注意家中的老
人。

福利
机构

 皓皓和
韩雪卿演
出短剧。

‘你母亲老人痴呆
就不要带她出门’
照顾失智母，妇女台上
分享经历，表示曾当众被骂
“你母亲老人痴呆就不要带
她出门！”希望全社会对失
智症有更多的了解，对病患
也有更多的包容和关爱。
11年来照顾失智症母亲
的陈依伶（57岁）说，曾很
自责没好好照顾母亲，让她
患上失智症，还好有医生和 ▲ 陈 依 伶 照 顾
家人的劝导，才没有崩溃。 失 智 母 无 怨 无
她说，尽量带母亲出外 悔 ， 希 望 来 生
对她病情有帮助，有一次母 再续母女缘。
亲在食阁用餐，因双手不灵
活，食物洒落一地，同桌的人投以嫌弃的目
光。
“又有一次，我带母亲去商场，母亲趁
我不注意时，拿着碗多次向收银员询问价
格，收银员大发脾气，甚至对我说：‘你母
亲老人痴呆就不要带她出门吧！’，看到委
屈挨骂的母亲，我至今仍心痛不已！”
她希望全社会对失智症有更多的了解，
对病患也有更多的包容和关爱，并表示希望
若有来生，望于母亲再续母女缘。

老人载送服务 供不应求

随着人口老化，老人载送
服务需求大增，各福利机构的
载送服务供不应求。
《海峡时报》报道，近
来，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为
年长者提供载送服务成为各福
利机构的新挑战。几家安老院
都表示，目前硬件设施很难满
足所有需求。比如，圣安德烈
乐龄服务中心不得不暂停新客
户转介，因为其接送系统十
分紧凑，再也无法运送更多老
人。该服务中心可以容纳60个

老人，但实际能够接纳的却不
超过51人。
目前，新加坡有7500间
乐龄居家和4000间日间护理
中心。根据卫生部计划，到了
2020年，两者的数量将分别增
长至1万间和6200间。
卫生部属下护联中心乐龄
看护服务发展署总监林伟群
说：“大约60％的老人都需要
载送服务。”
护联中心已经和一些私人
企业合作，以帮助各福利设施

增加接送服务可容纳的人数。
合作单位包括康福德高企业和
优步，后者旗下有500名受过训
练的司机可为轮椅使用者或年
长者（包括失智症患者）提供
接送服务。
互联中心也与残障人士福
利协会（Handicaps Welfare
Association）合作。除了自身
运营的两家康复中心，HWA也
为另外10间养老院提供载送服
务。其去年的载送量3万8000趟
是前年1万7000趟的两倍之多。

房地产代理理事会
上月进行一系列宣传，
被房屋经纪认为有损他
们的形象，千人上网联
署表达不满。理事会致
函各大房地产代理公司
解释，并无冒犯或贬低
房屋经纪之意，希望澄
清误会。
监管机构房地产代
理理事会（简称CEA）
于上月19日推出长达
一个月的“开心消费
者”宣传活动，包括在
巴士站张贴海报及通过
网络视频进行宣导。
有房屋经纪认为，
这一系列广告有损经纪
的形象，由2300名经
纪组成的Agents United
组织，就上网联署提出反对，并举例，宣传海报
中写着“你若知道如何自己处理房地产交易，就
不需要房屋经纪”，语调负面，更好的写法应是
“若你不知道如何自己处理房地产交易，就需要
房屋经纪代劳。”
组织发起人陈秀丽告诉本报，理事会的宣传
视频中，一名顾客对房子有百般要求，经纪尽量
配合，但之后仍面对顾客压低佣金，不然就换经
纪的威胁。虽然视频原意是要提醒双方要事先决
定好佣金，但讯息表达的方式却不明确，更贬低
了经纪所扮演的角色。
陈秀丽指出，虽然过去确有一些不良房屋经
纪，但现在许多经纪已与时并进和提供顾问和分
析服务，但监管机构却似乎没能跟上脚步。他们
打算继续为行业发声，未来考虑注册成协会。

房地产代理理事会：
无意破坏经纪诚信
房地产代理理事会表示，他们收到一些经纪
的负面反馈后，已致函各大房地产公司澄清，下
来也会继续与业界合作，同时根据公众的反馈，

来加强房地产业的专业度和生产力，同时进一步
加强公共宣导工作。
理事会企业通讯及公共宣传司长蔡慧思回复
本报询问时指出，他们的职能包括教育公众关于
聘用房屋经纪进行房地产交易的须知。
理事会通过不同平台来讲讯息传达给不同族
群，旨在教育公众如何与房屋经纪合作，让房地
产买卖获得最好的结果。
理事会也在澄清中表示从来无意破坏房地产
代理公司或经纪的努力和
诚信，并指巴士站的海报
通报
没有贬低经纪的字眼，广
告和相关网站都确保经纪
的形象是专业而致力于服
务的。
理事会解释，因为公
众经常询问若选择自己处
理交易，是否触犯房地产
代理法令，因此广告商的
字句仅是陈述事实，若经
纪对于广告能如何更好地
热线 9191-8727
遣词用字，及能如何更好
1800-822-7288
地教育公众，理事会欢迎
WhatsApp / Wechat
他们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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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积3期无人中

今天多多头奖700万元

今日开彩的多多第一
组奖金700万。图为多
多旺地之一：义顺5道
第102座的7-11便利店
投注站的排队人龙。

魏宋淩 报道
头奖累积三期无人中，今天
开彩的多多头奖奖金雪滚至700万
元。
今天（4日）再次是多多开彩
日，由于三期头奖无人中，奖金
已雪滚至700万元。
自上个月23日开始，多多头
奖奖金就无人赢取，至今累积三
期。根据现有的规定，首奖若连
续三期没有得主，奖金就会以流
程奖金（Cascade）方式在第四
次开彩时发出。
也就是说，今日开彩若仍没
有人赢得首奖，奖金也不会再进一步累积，而
由二奖的得主领走。
据博彩公司网站资料，多多上期（11月30
日）开彩日的中奖号码是17，22，29，36，38

及47，额外号码是46。当时奖金是445万4482
元，但无人与头奖有缘，第二奖6万7613元则
六人平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