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展览

“守望初心”吕平油画个展
（11时 — 2 0 时，最 后 一 天，A r t 
Socia l画廊，首都新加坡（Capitol 
Singapore）底层2楼46/47号，免费）
展出40幅油画作品。

其他

疫起过生活
华文媒体集团线上直播节目，邀
请人民协会教练与导师通过网络
直播，继续陪伴国人学习晨运、烹
饪，以及唱歌。公众可通过zaobao.
sg网站、智能手机与平板电脑应
用和YouTube频道观看。《联合早
报》《联合晚报》《新明日报》和
96. 3好FM面簿同步直播。
◆7时：疫起来晨运——人协健身导
师陈财强教大家做早操强身健体。

◆10时30分：疫起来做饭——人
协烹饪导师张克明教公众如何烹
调健康美味的菜肴。
◆15时：疫起来唱歌——人协歌
唱导师张秀媚教导大家掌握唱歌
基本功，包括如何运用丹田之力
和掌握歌曲节奏与情感意境等。

网址：www.zaobao.com.sg/video-
series/come-n-live

【春祭】

　 　 谢 氏 总 会 4 月 5 日 （ 星 期
天）上午11时，在会所举行春
祭。电话：62238415

　 　 许氏总会 4 月 5 日 上 午 1 1
时 ， 在 檺 林 宫 延 德 堂 举 行 春
祭。电话：62221858

　　潮州陇西李氏公会取消4月

5日举行的清明谒祖仪式及午
宴。电话：62972051

【活动】

　　新加坡书法中心及新加坡
老年书法大学的所有课程已于
3月26日暂停。4月11日至18日举
办的“新加坡现代书法作品展”
照常举行。电话：63377753　　

　　生命同行坊取消原定于4月
4日举行的“遗嘱须知”讲座。

谢燕燕　报道
chiayy@sph.com.sg

　　冠病疫情不见缓解，政府出
台更严厉的管控措施后，新加坡
福建会馆文化学院属下文化艺术
团的少儿演艺班和福建会馆舞蹈
团的舞蹈班受影响，已决定暂时
停止授课。演艺班和舞蹈班的受
影响学生人数达1900人。
　　福建会馆文化学院执行董
事方百成受访时说，文化艺术
团的少儿演艺班目前有1650名3
岁至16岁的学员。福建会馆文
化艺术团上周末起已暂停所有
活动，直到教育部另行通知。
　　不过，文化艺术团准备为
那 些 在 上 语 文 课 的 小 四 、 小
六、中三和中四学生提供视频
教学，以缓解这些学生须要面
对考试的压力。方百成说，他
们目前正在准备视频教材和解
决技术问题，希望能在来临周
末启动这项视频教学计划。语
文课是通过教导写作来提升学
生的华文水平。
　　福建会馆的少儿演艺班已
有34年历史，多年来培养了上
万名学生。本地导演陈哲艺，
曾荣获国家艺术理事会青年艺

术家奖的黄泽晖和许慧铃等，
都曾在那里接受启蒙教育。
　　除了演艺班学员受影响，
福建会馆舞蹈团所开办的舞蹈
班也暂停授课，约250名学员受
影响，包括在大巴窑校园和东
海岸校园上课的舞蹈班学生。
　　方百成说，福建会馆的文
化艺术团目前有14名全职教职
员和60名兼职授课老师，停课
后，这些老师当然会受到冲击
与影响。福建会馆属下的新加
坡舞蹈剧场则有六名全职舞蹈
员和六名职员。福建会馆文化
学院目前还有属于课后托管性
质的午后学堂和属于学前教育
的幼儿班，这些则如常运作。
　　午后学堂目前 有13 6 名学
生，分别在信立 路和大巴窑上
课，当中两人因学校假期曾和家
人出国而目前留在家中。幼儿班
设在信立路，共有135名学生，
八人因曾出国而在家隔离。
　　因疫情而停课的还有福建
会馆所开办的福建会话班。方
百成说，福建会馆一年通常会
开办四个会话班，一个班由八
节课组成，这类课程已暂停，
直到情况好转才会重开。

福建会馆演艺班舞蹈班停课

中药公会80年庆因疫情延期
会员转型计划也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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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热门新闻

●  男子违反居家通知离境 
新加坡护照被撤销

● 美国冠病确诊人数已破10万

● 专家：本地病例 
传播管道不阻断令人担忧

● 新邮政中心出现新感染群

● 70岁本地冠病病患病逝

陈莹纮　报道
yinghong@sph.com.sg

　　新加坡中药公会的诸多项目
与计划受冠病影响，除了延后80
周年庆，无法如期举办社区中药
课以外，会员们的转型计划也受
耽误。
　　新加坡中药公会总务、嘉欣
企业有限公司董事黄金标告诉
记者，理事会原本准备在今年6
月份，配合神农诞设宴庆祝80周
年，但由于冠病疫情至今迟迟未
见好转，因此决定延后，暂定年
底举办。
　　他说：“我们本来也想出版
80周年纪念特刊，但筹备特刊的
过程必须一直开会讨论。为了避
免太多聚会，我们已决定不出特
刊，打算改为在报纸上登广告。
这也能让报章的读者了解中药公
会的历史、未来的展望以及公会
的社会责任是什么。”
　　此外，黄金标说：“去年11
月，公会与人民协会初步讨论一
个为期两年的合作项目，主要是
让中药公会为人协举办一些简单
的活动，例如到社区基层推广中
药知识等等。可是，这些活动和
项目也因为受疫情影响而暂时搁
置。”
　　不仅如此，会员们的转型计
划也受到耽误。公会主席段友廉

去年在第53届理事会就职典礼受
访时指出，中药零售业因人才匮
乏，营运方式跟不上时代步伐
等种种原因，造成中药店逐渐式
微。公会将协助属下中药店会员
积极转型，克服新时代所带来的
挑战，探寻中药零售业务可持续
发展之道。
　　去年底，公会会员上了技能
创前程的课程，学习如何经营网
站和网络业务，本来还要继续上
课，但因疫情关系停课。公会原
先计划于下个月带会员去中国杭
州上阿里巴巴商学院总裁班，这
项计划现在也耽搁了。
　　段友廉说，冠病疫情也直接
影响中药业者的生意。他是友廉
参茸药行的经理，该药行批发药
材给全岛200多家中药店。他透
露，疫情开始以来，公司生意下
跌了40%，“影响非常大，这样
下去，我们生意很难顶。”
　　中药公会目前的约350会员
中，八成为零售商。公会副主
席，蜂标燕窝保健品私人有限公
司董事陈炳成在全岛各地拥有10

家中药材店。他表示，所有中药
行零售业者多多少少都受到冲
击，但影响程度多大，主要看地
点在哪里。
　　他说：“牛车水影响最大，
因为那里的店铺主要做旅客的生
意，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
中国来的旅客喜欢来新加坡采购
名贵药材，包括冬虫草、燕窝、
中草药、人参、高丽参等等，因
为他们信赖新加坡这个品牌，相
信在这里不会买到假货。现在，
不仅旅客不来，本地人也不到牛
车水了。我们位于芳林巴刹与熟
食中心的店面，生意减少30%。
不过，邻里商店倒是还有生意
做，因为很多人在家办公，就在
住家附近的中药行采购。”

药包凉茶清热解毒 
疫情期间销量上升
　　陈炳成发现，在这段期间，
药包、凉茶和具有清热解毒功效
的产品很受消费者欢迎，比以往
畅销一两倍。
　　署理主席梁普照博士说，很

多人吃西药保健品增强抵抗力，
但其实中药材也有助人们增强抵
抗力。
　　公会副主席兼财政、俊昌堂
药行许週楷中医师说：“中医讲
求固本，即调护人体抗病之本。
当一个人真气旺盛，疾病就不容
易进入体内。因此，我们可以吃
一些益气产品，增加我们的抵抗
力，包括北芪和参类产品。切忌
吃太多寒凉的药或凉茶，否则会
伤身体。但要注意的是，不是每
个人都适合服用同样的产品。”
　　公会副总务、福昌参茸行
贸易私营有限公司老板萧秉雁
说，新年后的那段时间，很多人
抢购药材，导致药材价格飙高一
两倍，但之后缓解得非常快。现
在，中国重新开放，药材陆续来
到新加坡，价格和货源都平稳
了，没以前那么大的涨幅。
　　他表示，在疫情期间，公会
将积极监督会员们的产品价格，
一旦发现有人以暴利为目的，趁
机抬高价钱，就会出面调解，平
衡会员与消费者的利益。

新加坡中药公会有计划协助属下中药店会员积极转型，左起：主席段友廉、总务黄金标、副主席陈炳成、主席
兼财政许週楷及署理主席梁普照博士。（潘丰源摄）

新加坡中药公会总务黄金
标指出，理事会原本准备
在今年6月份，配合神农诞
设宴庆祝80周年，但由于
冠病疫情至今迟迟未见好
转，因此决定延后，暂定
年底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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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触点

活动消息可寄交“今日触点”
负责人或传真至6 319 - 8121 
或电邮：zblocal@sph.com.sg

街访街坊 胡洁梅　报道
ohkm@sph.com.sg

　　原本想读心理学，因截分点
不达标“误打误撞”进入学前教
育，姚铭汉却在实习后体会当幼教
教师的乐趣，决定进入这一行。
　　姚铭汉（26岁）是新跃社科
大学的学生，主修学前教育并副
修心理学。他获得一家学前教育
机构颁发的奖学金，明年毕业后
执教鞭。他透露，当初报理工学
院时是想念心理学，但自己的O
水准成绩达不到课程的截分点，
结果在理工院念学前教育。
　　然而，他在实习过程中却发
觉幼教是一份有意义的工作，也
带给他许多欢乐，尤其当小朋友
热情地和他打招呼、要给他拥抱
的时候。但身为男教师，他不能
与孩子有肢体接触，得拒绝他们
的“热情”要求。

　　他笑说：“我原本有些害羞，
但实习经历让我走出舒适区，在
与孩童的互动中变得更开放，像
是念故事给他们听时，声调与表
情要夸张一些，我想身边的朋友
都无法想象我有这一面。”
　　他在实习时也曾接触特需孩
童，这名男童因有大脑性麻痹
症，无法轻易地握笔绘画。“这
名孩子没有信心，不太愿意尝
试，我于是说服他跟着我一起画

简单的图。每完成一个步骤，我
便鼓励他，当他完成时，可以看
到他脸上的笑意。那刻，我体会
到自己有能力去启发小朋友，给
他们鼓励与信心。”
　　姚铭汉相信，随着学前教育
需求增加，幼教教师会有更多发
展潜能，而这个行业也不仅是女
性才能胜任。“我希望能在孩子
成长的关键时期教育他们，培养
他们对学习的兴趣。”

男幼教满腔热忱

（受访者提供）

姚铭汉相信，随着学前教育需求

增加，幼教教师会有更多发展潜

能，而这个行业也不仅是女性才

能胜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