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超过千名本地19岁少年的调查显示，其中一半
表示哪个族群担任总理并不重要，70%认为应该保
留小六会考，72%每天花至少5小时使用手机。
　　《海峡时报》与新跃社科大学（SUSS）日前
共同针对1056名19岁少年进行了一项调查，了解
这些青少年对社会话题及个人目标等的看法。
　　其中，51%的少年认为，什么种族的人当总理
并不重要，另21%的人表示这只是稍微重要的事。
　　大学生安泥莎告诉《海峡星期刊》，她认为这
个职位应当由能者居之，总理必须有信心领导我国
迈向下一个发展阶段，而是什么族群都不重要。
　　81%的青少年也表示，希望看到一个商议性
（Consultative）的政府，77%也希望在国会中有
“另一把声音”发言。
　　教育部长王乙康日前宣布逐步废除分流制，获
得家长及教育界人士支持，令人惊讶的是60%的青

少年却认为分流是有必要的，而来自
初级学院及直通车学校的青少年占多
数。
　　虽然，小六会考给家长及孩子
都带来不少压力，但却有73%的
人认为应该保留会考，他们认
为考试仍是分流的基准。
　　少年使用手机的
问题也备
受关注，
超 过 7 2 %
的人每天花至少
5小时使用手机。

 9 0%的少年
希望考获大学文凭。

（档案照）

看房者兴致勃勃

新元兑澳元
创4个月新高

　　特朗普宣布对中国加征关税后，人民币及
澳元兑新元应声下滑，新元币值兑澳元创下4
个月新高，1新元可兑换1.04澳元，有兑换商店
门前排长龙。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星期天（5日）宣布
对中国加征关税后，中美贸易谈判形势急转直
下，美国8日正式宣布将2000亿美元（约2727
亿新元）中国商品的关税从10％增至25％。中
国商务部随后回击说，美国关税一旦实施，中
国不得不采取必要反制措施。
　　消息宣布后，多国货币皆受影响，其中人
民币明显下滑，记者前天走访钱币兑换商时，
发现1新元可兑换5.022人民币，是新元兑人民
币近3个半月来最好的表现。
　　此外，新币兑澳元更创下4个月新高，1新
元可换1.043澳元。
　　马来亚银行外汇研究主管安迪（Saktiandi 
Supaat）受访时表示，澳大利亚是中美贸易关
系紧张的“受害者”，因为澳大利亚依赖大量
铜及铁矿出产，而大部分是出产至中国，因此
首当其冲。但他指出，这次的紧张局势料不会
维持太久，中美或在不久后达成协议。
　　他指出，我国与中国虽也有商贸往来，但
新元走势平稳强劲，因此受的影响不大。
　　钱币兑换商黄素珍告诉记者，前天下午前
来兑换澳元及人民币的人很多，一度大排长
龙。
　　她透露，不少国人到澳大利亚读书及投资
房产，因此即使不是将要出国，也会先换澳
元。
　　顾客林靖莹（24岁，实习生）告诉记者，
自己近期打算去澳大利亚旅行，看前天汇率
好，便先去兑换了数百元新币。

　　卫塞节及学校假期将
至，不少国人也趁此机会
兑换令吉。
　　黄素珍透露，卫塞节
假期将至，有的顾客已
经开始为出国度假兑换外
币。
　　前天，1新元可兑换
3.041令吉，是4月18日以
来最好的行情，加上6月
学校假期将至，打算到马

来西亚消费的国人也趁此
前来。
　　据记者观察，莱佛士
坊及牛车水一带的钱币
兑换商店外的长龙，至少
60％的顾客是要兑换令吉
的。
　　其中一人邱素娟（47
岁）透露，自己只是路
过，看到兑换率不错，就
顺道换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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兑换商店现人龙

学校假期将至
更多人兑换令吉

▲新元币值兑澳元创下4个月新高。（档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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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南北线地铁站将关闭
5月18日至20日

　　由于坎贝拉地铁站附近进行装置转
向轨（crossover track）工程，卫塞节
的长周末期间，也就是从5月18日至20
日，部分南北线将关闭，到时短程巴士
将为受影响的搭客提供服务。
　　陆路交通管理局和SMRT发表联合
文告说，海军部站和三巴旺站将在5月
18日和19日关闭，北向列车到了义顺
站将“掉头”往南向行驶，要续程到三
巴旺和兀兰的乘客得改搭巴士。5月20

日，除了海军部和三巴旺这两个地铁
站，义顺、卡迪和杨厝港站也会关闭，
以便为新安装的轨道段落进行信号软件
测试及投入启用。也就是说，当天北向
列车会在宏茂桥站掉头。
　　地铁站关闭期间，当局将提供短程
巴士服务接载受影响的乘客，车资结构
将与地铁的一样。
　　地铁服务预计会在5月21日（星期
二）恢复正常运作。 

　　比达达利区唯一综合发展项目
当中的私宅桦丽居（The Woodleigh 
Residences）的大型展销厅昨日相当
热闹，看房者对这个项目兴致勃勃。
　　桦丽居昨日正式登场，据发展商
指出，预先交支票表示兴趣（EOI）
的客户，有高达56％昨日买到他们的
单位。这个“转换率”高于市场一般
的20％至30％。
　　这个新的私宅项目是由新加坡报
业控股（SPH）集团和日本鹿岛房地
产发展（Kajima Development）共
同发展，是本地唯一结合日本精雕细
琢的设计、品质与工艺的综合项目，
价格从双卧房的每平方英尺1733元起
跳。
　　日本鹿岛房地产发展助理销售经理黄永安昨日告诉
《联合早报》，这个项目在周六正式登场之前，展销厅只
在周三和周四两个晚上开放给房地产代理的客户，反应可
以说是非常踊跃。由于反应踊跃，发展商昨早为所有预先
交支票表示兴趣的客户举行抽签，其中高达56％买到他们
的单位。

　　他指出，除了阳台与客厅巧妙的连接，桦丽居单位的
墙壁也可以很容易的移除，使到客厅更大，而且不需要重
新为整个单位铺设缆线。有些家庭因为孩子搬出去住了，
客厅就可以如此扩大，以便家庭聚会时有更大的空间。
　　桦丽居的展销厅位于实龙岗nex购物中心旁，周六起
开放示范单位给公众参观，时间从早上10时至晚上7时。

The Woodleigh Residences正式登场

　　▲位于实龙岗nex购物中心旁的桦丽居展销厅昨日吸引许多人前来参观。
（叶振忠摄）

调
查
：

72%本地少年
日花5小时滑手机

　　90%的少年希望考获大学
文凭并结婚，但女性对薪金的要

求比男性低。
　　国人晚婚、生育率下降的问题
备受关注，但这群19岁的少年中，
有90%其实打算结婚，86%的人想
要生育，而且是在30岁左右完成这

两项目标。
　　此外，91%的人说他们想

考取大学文凭，因为这能让他们在
职场上更具竞争力，薪水高一些，
完成志愿。
　　接受调查的68%女性接受少于
3000元的薪金，而只有少过50%的
男性愿意接受这样的薪酬。
　　49%的男性希望自己的薪水在
3000至5000元之间，只有32%的女
性有此目标。

72%的本地少年每
天花至少5小时使用手
机。（海峡时报）

牛车水钱币兑换商店外大排长龙。

90%望考大学结婚

林艺君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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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生儿育子暂别职场，
求职妈妈“重出江湖”寄出
简历却毫无回音，通过自学
和参与职业联系站增加信
心，重新登上职场舞台。
　　不少女性在育儿和职场
之间总面临选择难题，郭旭
潔（46岁，应用工程师）
过去是一名设计工程师。她
受访时说，她和丈夫婚后一
直想要孩子，或是因工作压
力迟迟没动静。她和丈夫
商量后，决定离职在家“备
孕”，顺利怀上并生下一名
儿子。
　　作为新手妈妈，郭旭潔
给自己两年时间在家学习育
儿，阅读许多相关书籍，也
尝试不少新鲜事物。
　　“虽然不是简单的决
定，但我们都不后悔。”
　　她披露，最大的挑战是
要从过去的双薪结构。去

适应单收入并学习节省开
支。
　　但离开职场一段日子
的她，也渐渐感到陌生，
但她从未停下学习的脚
步，在2004年到2010年
间，自学基本电路设计软
件，并学习为CCTV和其
他系统设计电路。期间也
在外做一些兼职工作。
　　2015年，她认为已
准备就绪重返全职，向一
些公司投简历却却没有回
音，一度感到迷茫。
　　2018年，她到劳动
力发展局于淡滨尼天地设
立的职业联系站（Careers 
Connect）求职，却发现她
的简历写法不够好，当局建
议她配对一名职业导师。
　　在职业导师一对一的辅
导下，她学习改善简历和
面试技巧，同时也学习如
何通过社交媒体网络如领
英（Linkedin）扩展社交联

系。
　　她也得到应变与提升计
划（Adapt and Grow）的
援助进行工作匹配，获两次
面试机会，并被第二家公司
录取。
　　“重新进入职场很兴
奋，但有了这些准备，我
第一天上班也不会太过紧
张。”

　　▲郭旭潔说在得到职业联
系站帮助后，成功重返职场。
（受访者提供）

妈妈成功重返职场
职业联系站协助

　　▲今早出席马林百列市镇会30周年活动的议员包括（左起）谢健平、荣誉国务
资政吴作栋、国会议长陈川仁。（林泽锐摄）

　　马林百列市镇会庆30周年，对于未来
30年，国会议长陈川仁认为不仅是要硬体
翻新应付人口老化，也要“翻心”，建立
更强社区关怀网络。
　　1989年7月成立的马林百列市镇会转
眼进入30周年，今早在马林通道办嘉年华
会，并为翻修后的马林百列小贩中心举行
开幕仪式。
　　出席的马林百列集选区和蒙巴登区的
议员就包括荣誉国务资政吴作栋、国会议
长陈川仁、议员谢健平和林谋泉。
　　陈川仁上台致辞时表示，这30年来一
路走来不易，而今年也以关怀为主题。他
说，市镇会除了在街灯照明，建有盖走道
等作出硬体上的翻新努力，另一不能忽视
的是社区间人与人的互助精神。

　　“有些工程需要靠承包商、需要预
算，但社区间的互助友爱，为有需要的人
伸出援手，建立甘榜（精神）是可以不用
任何花费就能达成的。”
　　陈川仁过后接受访问时也提到，他相
信新加坡可以成为世界上最适合养老的国
家之一，而除了大家平时关注的硬体设施
提升，进一步加强社区关怀是另一关键。
　　“很多人把人口老化看成是负面的
事，我倒觉得我们可以更积极正面去迈向
老龄化社会。”
　　今早活动上，善粮社（Food From 
The Heart）也举办生鲜市集，为超过400
户来自马林百列区的弱势家庭提供免费食
材如鱼虾。职总平价合作社也将提供一万
元等值的炼奶、食用油和沙丁鱼等产品帮
助善粮社，其基金会也承诺捐出高达两万
元支持善粮社的空盘零剩食运动。

陈玉能 报道  gltan@sph.com.sg

除了翻新也要翻心
加强社区关怀网络

马林百列市镇会30周年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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