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慧珊   报道　sohhsj@sph.com.sg 

　　本地失智症患者有年轻化的趋势，失
智症患者人数六年来激增六倍，其中40％
患者年龄介于35岁至55岁。
　　过去六年来，在国立脑神经医学院确
诊为失智症的65岁以下患者，从2011年的
27人，增至去年的180人。其中六成患者
年龄介于55岁至64岁，其余患者年龄在35
岁至55岁间。
　　由于不少年轻患者病发时正值事业期，
患病后影响工作能力和生产力，他们的患病
成本因此比65岁以上患者高出约一倍。
　　《联合早报》报道，国立脑神经医学
院去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本地年轻失
智症病患的疾病成本，平均每年为2万1391
元，65岁以上患者则达1万1356多元。
　　该项调查也发现，有超过四成年轻患
者因失智症失去工作，他们的看护者负担
也相对较大。
　　目前，医学界仍无法完全预防失智症
的产生，也缺乏治疗方法，病情将随时间
恶化。不过，国立脑神经医学院高级心理
学家伊芙琳·席尔瓦（Eveline Silva）强
调，年轻人患上失智症并非意味着将丧失
享受生活的能力。
　　她说：“我们曾接收过一个38岁的
男患者，好多年后他和太太孩子仍然过着
正常的生活，只要保持健康和活跃生活方
式，患者仍可以积极对抗病情恶化。”

十二星座 每周星程

牡羊座21/3-19/4

金牛座 20/4-21/5

狮子座 23/7-22/8

处女座 23/8-22/9

双子座 22/5-20/6

巨蟹座 21/6-22/7

天秤座 23/9-22/10

天蝎座 23/10-21/11

射手座 22/11-21/12

魔羯座 22/12-19/1

水瓶座 20/1-18/2

双鱼座 19/2-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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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分之财不要想。有恋情高调公开
的迹象。当心胃肠胀风。

业务抽成的奖金增加。老夫老妻牵
手散步够浪漫。注意胸口郁闷状
况。

小心文书契约担保的破财。晚上独
守空闺可以上上网。当心酒醉后头
痛与呕吐。

地产股的投资获利不错。温柔按摩
正是浪漫展现。注意吃到生冷食物
腹泻。

房地产的投资利润不小。婚外情有
公开危机。小心吃东西咬到舌头。

脑筋动得快投资就得利。表达情意
虽直接但有道理。注意肾与膀胱功
能减退。

正财平稳，股市小额投资也可。介
入别人家庭当心曝光。注意视力减
退现象。

欠债终于讨回来了。小心突然翻脸
吵架的情况。注意腿部抽筋问题。

财利不顺，低调行事为原则。就算
是小事不和，也要充分沟通。当心
血糖过高问题。

外币买卖可获利。听老婆话才会富
贵。当心脾胃虚弱不消化。

得到长辈钱财的馈赠。讲电话也是
浪漫表现。当心流行性感冒。

出外得财，股市投资成果丰硕。相
对无言比争吵还麻烦。
小心脚趾指甲内翻的问题。

（本文由玉玄门命理风水提供）

 电话：64383688

本周幸运星座前三名：双鱼座、双子座、摩羯座
日期：11月26日到12月2日 农历十月初九到十月十五

李家进老师

意义大于纪念

观世音有三十二种化身

　　本地参拜观音菩萨的佛教庙宇估计有100多
家，而道教庙宇估计更多。
　　佛教总会会长广品法师受访时告诉记者，无
论什么庙宇，慈悲心是一样的，而本地信徒都以
鲜花、水果、素菜和清水祭观音菩萨。
　　“无论佛教或是道教，不仅要有心拜佛，最
重要是做到待人接物都有菩萨心。”

　　道教总会会长陈添来受访时则表示，在道
教，观音菩萨称为慈航真人，祭品也是鲜花素
食，本地道教庙宇通常在庆祝众神千秋的时候一
同庆祝慈航真人千秋。
　　观音诞共有三个，分别农历二月十九、六月
十九和九月十九。三个观音诞分别代表诞生、出
家和成道。为何观音诞有三个?

文／广品法师
　　观音菩萨是久远劫前已成佛的正法明如
来。为度众生故，倒驾慈航，再现菩萨。因
此，有关菩萨的三大圣日：诞生、出家和
成道的日子已无从考起。只能以菩萨应化
人间的事迹做依据。
　 　 据 载 ： 唐 元 和 年 间 （ 公 元 8 0 6 -
820），观音菩萨化身为庞蘊的女儿灵
照，制作鱼蓝供佛修禅。后代父涅槃。于
是，将涅槃日为观音菩萨的出生。
　　陕西省西安五台山圆光寺，旧又元代
至正元年（1341）僧普明所撰碑记，载隋
仁寿年中（601-604）此山有毒龙残害生
灵。观音菩萨化为僧人，以妙智力，降伏
毒龙。朝廷建寺，请为住持。翌年六月
十九，恬然寂灭，于空中现观音菩萨相。
　　于是，佛教界将此日列为菩萨成道的
圣日。而僧人出现日即为菩萨出家日。
　　这三大圣日对佛教徒来说，其意义
大过实际的纪念，代表一个人修行的过
程。出生日代表一个人发心为度众生，
是菩提心生出的时候。出家日代表个人
为成道必须身心远离贪嗔痴，消去俗
念。成道涅槃日代表个人自度度人达到
圆满地步！ 

▲本地香火鼎盛的四马路观音堂佛祖庙，任
何时候都有香客前来许愿祈福。（档案照）

坊间有一句话
说“家家观

世 音，户户阿 弥
陀”，根据非正式
统计，本地参拜观
音的信徒可估计
有200万，观音娘
娘是本地最多人
参拜的神明。

刘丽清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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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圣日
代表修行过程

音诞观

文／张清渊

　　观世音菩萨是民间普遍敬仰崇拜的
神佛，举凡儒释道三教皆有供奉观世音
菩萨，其名号意为“观察世间音声觉悟
有情”，是西方三圣之一。
　　观世音有三十二种化身，例如千手
千眼观世音其千手表示遍护众生，千眼
则表示遍观世间一切事物，渡众生；水
月观音表示众生只要心中有佛，世间的
一切事务，都跟水面的月影一般，空无
一物，随遇而安等，无论世间众生遭遇
何种灾难，若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名
号，菩萨实时寻音赴感，使之离苦得
乐，故人称“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航
普渡众生”，更有“家家阿弥陀，户户
观世音”的赞誉。

　　在道教的普渡法会中，必须恭请太
乙寻声救苦天尊及观世音菩萨来普渡众
生。太乙寻声救苦天尊，即是东极青华
大帝，有十方救苦天尊等称号，是为李
哪咤三太子的师父，帮李哪咤莲花化生
而求得正道，救苦天尊配合玉帝统御万
类。天尊足蹑莲花，圆光照耀，手执柳
枝净水普渡众生，其坐骑九头灵狮随侍
左右，口吐火焰发出万丈毫光，有驱魔
除妖，化阴煞去秽气的灵动力。
　　据民间传说，太乙寻声救苦天尊为
慈航道人的前身，慈航道人也称慈航大
士，为观世音的前身，因此就有太乙寻
声救苦天尊与观世音菩萨两个尊号合起
来就有“声音”之展现，在民间社会大
众有关宗教信仰及祭拜的科仪，无论释
道儒皆有供奉观世音菩萨。

文／薛方基
　 　 义 顺 何 碧 山 宫 已 定
于12月1日（丁酉年十月
十四日）起，一连四天，
隆重举行三官大帝及齐府
大人千秋，下元节，答谢
神恩，三官灯仪和清醮法
会。

主神‘三官大帝’
　 　 何 碧 山 宫 供 奉 主 神
“三官大帝”，也称“三
元大帝”，分别指上元天
官赐福-紫微大帝、中元
地官赦罪-清虚大帝和下
元水官解厄-洞阴大帝，
神格仅次于玉皇大帝。三
官考校天人功过，司众生
福祸之神。
　 　 三 元 节 为 上 元 正 月
十五天官节，中元七月十五地
官节，下元十月十五水官节。
十月十六为开庙主神齐府大人
诞辰。
　　其他神明包括“玉圣帝
君、玉皇太子、观音佛祖、清
水祖师、齐府大人、陈府大
人、玄天上帝、大伯公、太岁
星君、五营军将、福德正神、
善财爷、张祖天师、关圣帝
君、太乙天尊、普化天尊和註
生娘娘等。

答谢神恩
　　何碧山宫总务陈志成在受
访时表示，晋宫三载，为答谢
神恩，谨择三官大帝、齐府大
人千秋良辰，举办首场清醮法
会，叩谢上苍及土地。
　　他说，三官大帝香火传承
的延续，先辈们心愿的达成，
全仰赖过去历届理事会和众善
信、乡亲们的鼎力支持，更感
恩神明庇佑护持，欢迎信众一
起参与其盛，同沾法喜。
　　他表示，许多善信都会在
三元节，祈求三官赦罪、解
厄、赐福。今年的庆典，该宫
特别安排三官灯仪，让善信

根据自身的祈福，开智破迷解
难。
　　他说，点灯的意义重大，
除了光明指引之外，该宫的三
官灯仪还各有不同的含义。
　　他说，三官灯仪共分五组
灯烛，如代表三界的“大三界
灯烛”、代表天地水的“三色
三官灯烛”、祈求五方财的
“五色灯烛”、具有驱霉和健
康之意的“七色灯烛” 及敬
供上苍的“九色天灯”。
　　凡参与供灯者，该宫还将
赠送三官大帝加持的小斗，祝

福善信衣食无缺，日进斗金，
宅舍光明。
　　他提醒善信和公众，该宫
没有派人沿户募捐。庆典期
间，为示对神明的尊敬，该庙
吁请善信尽量吃素三天，以素
品敬供神明。
　　欢迎各界踊跃参与供灯
和法会，欲知更多详情，可
致电丽佩（9852-0269），
水梅（9617-6961）或亚青
（9459-1834）。

庆典节目
●星期五（12月1日）早上7
时：请神，叩谢神恩，犒军。
普济道坛资深林老道长主持法
会。
●星期六（12月2日）：三官
大帝、齐府大人千秋祝寿礼
仪。
●星期日（12月3日）：千人
宴，主宾是义顺集选区国会议
员李美花博士。

庆典地点
义顺环路475号，#01-03

（大牌111旁篮球场）
电话：6257-5811

　　▲义顺何碧山宫亮丽的外
观，有如光明普照。
　　五色、七色和九色的灯
烛，各有不同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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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顺何碧山宫 12月1日起欢庆

清醮法会暨三官大帝
齐府大人千秋

观世音菩萨塑像。(档案照)

1年3个▲每年除夕，都有信徒蜂拥到四马
路观音庙插头香。（档案照）

　　今天是祖父母节，但在他的家里，天天都是祖父母
节，所有活动都以外婆为中心。
　　2013年，杰弗里（27岁）到纽约念大学，想念外婆
煮的咖哩，于是在临行前叫外婆煮给他吃，结果咖哩不
辣、鸡肉不熟，连椰子味道也很怪，不过他不以为意。
　　没料到难吃的咖哩，却是外婆患上失智症的症状。
　　外婆的情况一直没有好转，而且还中风，如今行为
就像小孩子一样。他的家人为了更好地照顾外婆，决定
让她到日间失智症护理中心，而母亲与女佣还上课，学
习如何更好地照顾外婆。

难吃的咖哩　拉警报

四成年龄35岁至55岁

65岁以下失智者
6年激增6倍

　　49岁就被诊断患青年型失智症，妇女积极护理
延缓病情，在患病后考取失智症护理的硕士学位。
　　澳洲籍的凯特·斯沃弗 (Kate Swaffer)在10年
前被诊断患病。一开始，她感到剧烈头痛，严重至
连阅读也有困难，结果去做一系列的脑部扫描，被
诊断患病。
　　丈夫对她不离不弃，成为她的“电脑备份”，
若不记得什么事都可以问他，而丈夫也只在她有需
要时才伸出援手，鼓励她独立。她在失智症症状出
现时，也会用几个妙招来应对，如学习、哈哈大
笑、冥想等。她甚至在患病后考取失智症护理的硕
士学位。
　　如今，凯特已出书，还担任国际失智症联盟的
主席兼总裁，昨天以主讲嘉宾身份出席连氏基金会
和新加坡失智症协会联办的座谈会，与其他专家分
享失智症初期患者和青年型失智症患者的症状和相
关照料知识。

49岁患失智症
妇女仍考获硕士

杰弗里照顾患失智症的外婆。（图／新报）

凯特·斯沃弗
在49岁时被诊断
患有青年型失智
症，获丈夫瓦特
无微不至的照顾
和支持。（图／早报）

Source: Shin Min Daily News © 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Limited. Permission required for re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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