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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人权怡凤的爷爷曾患失智
症，将厨房当卧房，最后还不记
得自己，令她伤心难忘。
　　慈善机构连氏基金和邱德拔
医院联手推出“勿忘我”运动，
从义顺社区出发，打造失智友善
社区，招募公众、团体或企业家
成为“失智症之友”。
　　活动旨在提升大众对失智症
的了解，并教育人们如何为患者
们打造一个失智友善的环境，活
动今早于义顺22街第293座组屋处
搭起帐篷，并请来艺人林如萍和
权怡风为嘉宾，现场也来了约150
人。　　
　　权怡凤受访时透露，她的爷
爷在很多年前也患上失智症，因
此对看护者的心情感同身受。

　　她说，爷
爷患上失智症
后，开始对时
间和空间产生
混淆。“他会
以为厨房是卧
室，还会经常
只记得以前的
事情，我们需
要非常多的耐
心呵护他。”
　　权怡凤也
说，爷爷的病
情 越 来 越 严
重，最后连她
是 谁 也 不 记
得。
　　“最难过的莫过于他连自己
都不认得。”
　　她表示，因为失智症在外表
无法看出，因此特别希望通过活
动提高大众对于病情的认识，需
要的时候及时给患者伸出援助之

手。
　　两名嘉宾在台上分享了自己
的经历后，在组屋区内四处分发
相关传单，并与居民打招呼，获
得不少居民相应，活动早上10时
开始至中午12时结束。

　　▼艺人林
如萍和权怡凤
分发传单并与
居民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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聋哑女与顾客用心沟通

母女档日行20分钟卖报报纸的

幕后英雄
系列

报纸的

幕后英雄 9

 小时发高烧
 丧失听与说能力

 预告：
高龄84岁阿伯，瘦削驼背的身影，是大
巴窑7巷邻里熟悉的身影，明天告诉你，
他如何“身兼两职”。

　　聋哑妇女不对逆境低头，积
极面对人生挑战，与79岁老母
亲，日日步行20分钟去开摊卖
报，与顾客沟通毫无问题。
　　母女档卖报纸已有九年之
久，今年79高龄的母亲洪锦缎
和聋哑女儿杨柳丝（54岁）在
大巴窑6巷第190座店的一摊位
贩卖报纸，风雨不改每天步行
20分钟到大巴窑卖报纸。
　　洪锦缎接受本报记者访问
时，细述与报纸结下的缘分。
　　她告诉记者，大约十年前，
经营服装店生意的她，其实同时
也在售卖报纸。由于丈夫后来要
洗肾，需要庞大的医疗资金，所
以决定结束营业。丈夫离开人世
后，她与女儿相依为命，互相作

伴。
　　洪锦缎当时44岁的女儿在
一家工厂担任折纸盒工人，由于
她手脚比较慢，工作经常做不完
得带回家继续。
　　“我当时看了心疼，就突发
奇想，要帮女儿申请成为报贩，
我知道收入不高，可是却是个自
由性高的工作。”
　　她告诉记者，女儿虽然又聋
又哑，可是有一份自信，不会因
为别人的目光而受影响。
　　“她很积极的面对人生的挑
战，虽然她听不见也说不出话，
可是跟顾客沟完全没问题。”
　　洪锦缎说：“到我们报摊购
买报纸的多为熟客，他们都了解
女儿的情况。”
　　女儿喜欢这份工作，不仅可
以与各种顾客接触还可认识到不
同的顾客。

　　老母亲患耳鸣10年，最大心愿是未来女儿可靠报摊
一天十多二十元的收入养活自己。
　　“我们不会无故不开店，因为一天不开摊就代表一
天没有任何收入。我很后悔当时没机会去学手语，现在
与女儿沟通上略有困难，而且，她学的是英文我又只谙
华语及方言。我不必她养我，但只希望报摊生意足以让
她三餐无忧。”

　　洪锦缎说，女儿的朋
友每天都会到报摊“报
到”，与她聊聊天天解解
闷。
　　她说，当女儿出世
后，她外出工作赚钱养
家，当时有一名帮佣照
料3个孩子，有一天她放
工回家，发现女儿高烧不
退，她赶紧把女儿送入陈

笃生医院。可惜当时女儿
已经连哭都不会哭了，过
后不省人事。
　　医生证实由于高烧，
造成女儿丧失听力及说话
能力。她告诉记者，为此
十分自责。女儿七岁时，
她把女儿送到聋哑学校就
读，女儿在学校里结交到
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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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女靠卖报 可养活自己

▲聋哑女与母亲相依为命，经营报摊生意。

　　詹嫂罗文丽在面簿回应，有关詹
时中的第二本传记即将出版，将提及
事件始末。
　　罗文丽昨天在民主党记者会后再

在面簿回应：“一本将提及民主党1993
年和2011年会议所发生的事件的书正在筹
备中。我认为公众应待詹时中第二本传记
出版后，从客观的角度了解整起民主党事
件，再下定论。”

▼ 詹嫂在面簿回应说，詹时
中的第二本传记将提及事件
始末。

（档案照）

　　徐顺全昨召开记者
会，否认将政坛导师詹

时中逐出民主党的指责。
　　经过一周的沉淀，上星期六
在武吉巴督区补选中以38.77％
得票率落败的新加坡民主党秘书
长徐顺全博士，昨天（14日）下
午特别在党部召开记者会，但目
的不是分析败选原因，而是向媒
体“一次过澄清”困扰他多年的
“詹时中事件”。
　　反对党元老詹时中1980年
创立民主党，并于1992年引入
徐顺全。徐顺全在1993年因滥
用大学研究基金遭新加坡国立大
学开除后，随即进行绝食抗议。
詹时中与徐顺全意见不合引发党
内分歧。民主党中委最终倒向徐
顺全，将詹时中开除，而詹时中
事后对外表示他是被徐顺全逼走
的。
　　徐顺全在历时半小时的记者
会上指出，20多年前发生的事至

今仍挥之不去。
　　“这件事已经持续太久了，
这些年来不仅影响民主党，也困
扰着我。”
　　徐顺全解释，他决定在选后
把事情说清楚，是因为不希望这
个议题在选举期间“分散选民的

注意力，并让行动党有机会分化
反对阵营，特别是詹时中先生和
民主党”。他说：“补选是压垮
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我们在
这件事情上沉默太久，我要确保
公众能了解真相。”

逐詹时中出党 

▲徐顺全昨天召开记者会，驳斥当年将詹时中逐出民主党的指责。
（《联合早报》）

　　民主党下来几天将透过
社交媒体平台，“让公众了
解事实和真相”。
　　记者会开始前，徐顺全
也向在场媒体分发四页文
件。里头除了有详述詹时中
退党的事件表，还包括相信
是詹时中辞去民主党秘书长
职务的亲笔信函，及当年高
庭对詹时中控告民主党一事

的判词等，以驳斥自己试图
篡位并将詹时中逐出党和的
“不实指控”。
　　徐顺全昨天也表示，不
认为这起陈年旧事是导致他
在武吉巴督败选的主因。

　　民主党曾多次尝试联
系詹时中夫妇，希望冰释前
嫌。
　　徐顺全说，他与民主党
多年来多次联系詹时中夫
妇，最近的尝试则是在补选
前后，主要是希望反对党间

能团结一致。
　　陪同徐顺全主持记者会
的民主党副主席陈两裕也指
出，他曾在补选期间致电詹
时中太太罗文丽，并要求见
面以寻求和解，但对方以出
国为由回绝。

通过社交平台‘还原’真相

多次联系詹时中夫妇
盼能冰释前嫌

詹时中传记
将提及事件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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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动党组织秘书陈振声
分析武吉巴督补选成绩，指
行动党“从民主党的错误中
学习”。
　　总理公署部长、职总秘
书长陈振声在《海峡时报星
期刊》撰文指出，武吉巴督
补选对行动党有许多不利因
素，包括补选效应、行动党
议员个人行为失检导致补
选，且行动党的少数种族候
选人对垒的，是知名度高且
“油滑地被塑造成被迫害的
处于劣势者”的“全职政治
家”。
　　陈振声说，这是行动党
37年来第一次补选胜利，行
动党高兴之余也谨记不能太
过雀跃，因此分析选情以了
解对人民而言，什么才是重
要的，而行动党要怎么更好
地服务人民。
　　陈振声指出，选民继续
选择行动党，显示选民认可

原议员王金发及裕廊团队多
年的努力，因此愿意信任有
16年基层经验的行动党候选
人穆仁理，而行动党也通过
裕廊团队，展示即使换了议
员，仍能无缝的为民服务。
　　“相反地，民主党管理
市镇会相对缺乏经验，及或
许是在管理武吉甘柏市镇会
时的差劲表现，没有逃过选
民的眼睛。”
　　陈振声认为，补选成绩

显示政策是重要的，而民主
党所提出的替代政策实际上
是在别的地方不管用的“再
循环政策”，且解释政策时
并不透明。
　　“最后，目的也是很
重要的，新加坡人要的是
会以他们的福祉为优先的领
导人。武吉巴督补选结果证
实，新加坡人不愿成为别人
政途的踏脚石。”

　　陈振声认为，民主党虽
败选，但竞选方式值得探
讨。
　　“在行动党从从民主党
的错误中学习的同时，民主
党如何竞选也是值得研究
的。虽然民主党输了，但我
个人认为，行动党若是低

估民主党的进步，是不明智
的。”
　　陈振声指民主党在竞选
期间引起全国关注，且展示
他们能吸引那些较不熟悉徐
顺全过去所为，且较愿意原
谅他的年轻一代选民。“虽
然这些招数这次没成功，未

来却可能成功。”
　　然而，陈振声在结语强
调：“新加坡人应感到欣
慰，没有人能自己的人格、
过去的记录和政治立场不被
审视的情况下进入国会。补
选清楚显示，新加坡人同时
衡量政党和候选人，那些将
新加坡和国人的利益摆在自
己的利益之上者，将能赢得
选票。”

▲陈振声（右）在开票夜到行动党武吉巴督支部为穆仁理打
气。（《新报》）

民主党竞选方式 值得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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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家三男丁，其中两儿患
自闭症，母亲透露二子14岁那
年在公园触摸一女孩的头，触
怒对方父亲闯祸。
　　母亲黄颜悦（52岁）接受
《新报》访问时表示，为了照
顾两名自闭儿，她不得不辞去
工作，心力交瘁。
　　黄颜悦育有3名儿子，21
岁的长子目前是国大化学系学
生，而二儿子杰森（20岁）和
他的弟弟安准（19岁）均为自
闭症患者。两兄弟不时被指责
为是偷窥狂或色狼，对公众造
成困扰。
　　“公众对自闭者的异样眼
光，让我时常担心两人在外面
会遇到麻烦。”
　　自闭症患者往往在社交以及沟通方面有
障碍，黄颜悦也表示，两儿虽已成年，但自
己却不放心让他自己外出。
　　“他一看见小孩便兴奋，而且喜欢亲吻
或者跟有身体接触，以示好感。”
　　据透露，杰森14岁那年，跟哥哥在公
园里看见一名小女孩，于是上前摸了她的头
部。
　　“女孩的父亲看见了大为不满，一边扯
着杰森的头发，一边叫嚷着要他道歉。”
　　“大儿子把这件事情告诉我时，我伤透
了心。有我在身边时，他表现得很乖，我就
是担心他一个人的时候会惹麻烦。”
　　有一段时期，黄颜悦让儿子自行搭电梯
上下楼，但几个月后，邻居却跟她反应，说
儿子在邻居家外面徘徊，还拿走别人的拖
鞋。
　　另一名自闭儿的母亲欧美群（51岁）同
样担心儿子遭公众误会。
　　她表示，17岁的儿子曾因用手指放入别
人的炒面而激怒了对方。

　　“我们外出用餐时，儿子喜欢围着别人
转，或者探头去近距离看着别人的食物。”
　　“有人看了微笑了事，但有人却报以异
样的眼光。”
　　她希望公众体谅自闭幼儿，也能以相同
的态度看待患有自闭症的青少年甚至是成年
人。（人名译音）

▲黄颜悦为了照顾两名患有自闭症的儿子，辞去工作。
（图/新报）

　　患有自闭症的成年人，行为上
或跟一般的成人有异，严重的甚至
不能言语，感受到压力时可能还会
有暴力倾向。
　　受访心理医生表示，遇到动怒
的自闭症患者时，冷静、有耐心地
和其交谈，能够舒缓紧张的局面。
　　“没受到威胁时，尽量不要使
用武力。”
　　医生也说，如果单对单谈话没
用，可以尝试让多人围绕着自闭
者，这样会让其镇定些，并意识到
自己的怒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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