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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地实验室研究显示，骨痛
热症病毒有可能从母体传给胎
儿，但并没有发现孩子在出生后
也会如同母亲怀胎感染兹卡病毒
一样出现先天性疾病。
　　杜克—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
院首席研究员渡边悟，在昨天举
行的第五届亚洲骨痛热症峰会
上，发表这项有关骨痛热症的研
究。
　 　 临 床 研 究 已 显 示 兹 卡
（Zika）病毒可从母体传给胎
儿，而这种垂直传播也可能导
致孩子出生后患有先天性疾病。
虽然临床报告称其他黄病毒属
（flavivirus）如骨痛热症病毒也
有类似的传播方式，但目前并没
有实验证实。
　　研究团队因此针对这项问题
展开调查，让怀孕的白老鼠感染

第一型骨痛热症病毒（DENV-
1），并与兹卡病毒做比较。
　　渡边说：“这是我们首次通
过动物试验显示，骨痛热症病
毒，同样可以穿过胎盘屏障。详
细分析骨痛热症病毒和兹卡病毒
的感染时期与胎盘相关的分子，
可能有助找出垂直传播黄病毒属
的关键因素，并制定下来的应对
措施。”
　　亚洲骨痛热症峰会举行第二
天，多名专家及业界人士针对骨
痛热症疫苗提供最新的研究信息
和见解。
　　两款进入临床试验阶段的
骨 痛 热 症 疫 苗 ， 即 日 本 武 田
（Takeda）的TAK-003，以及
美国药剂公司默克（MSD）的
TV003和TV005，初步临床试验结
果令人鼓舞。
　　武田疫苗医学总监特里库
（Vianney Tricou）指出，目前已

进行四年半的临床试验显示，
TAK-003对抗骨痛热症的整体
疫苗效能为61.2％。至于住院
的骨痛热症病例，疫苗效能是
84.1％。

　　疫苗效能在过去18个月内维
持不变，接种疫苗患者的住院风
险也没有增加。
　　不过，试验群体中患上第三
和第四型骨痛热症病毒不多，导

致结果显示疫苗对不同类型骨痛
热症病毒的效果不一。
　 　 默 克 执 行 董 事 兼 新 产 品
疫 苗 负 责 人 马 卡 雷 奥 （ L o u i s 
Macareo）指出，疫苗TV003和

TV005的第一阶段试验着重探讨
疫苗的安全性和免疫原性，结果
显示疫苗成功几率相当大。
　　另外，疫苗的耐受性也良
好，接受试验者接种后，只出现
轻微的不良反应如疲劳、头痛、
皮疹。

推广疫苗需良好沟通策略 
监管网络留言对抗假信息
　　曾任职于世界卫生组织的李
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客座研究员蒂
克（Tikki Pangestu）教授在峰会
上说，人们对接种疫苗感到犹
豫，未来批准使用骨痛热症疫苗
后，如何鼓励民众接种会是一项
挑战，政府得对抗假信息，并通
过良好的沟通方式提高人们对疫
苗的信心。
　　蒂克接受《联合早报》访问
时说：“我们在冠病疫情期间面
临的主要挑战就是对抗假信息，
未来推广新疫苗也会面临相同挑
战，而要克服这项挑战就是制定
良好的沟通策略。”
　　他建议，通过实时监管社会
和网络流传的假信息，及时采取
行动防止假信息一传十、十传
百，也得以更亲民的方式传达疫
苗相关信息。

近期本地骨痛热症情况加剧，本地实验室利用白老鼠进行的试验显示，骨痛热症病毒与兹卡病毒一样可以穿过
胎盘屏障。（档案照片）

在第五届亚洲骨痛热症峰会上，杜克—新加坡国立大学
医学院首席研究员渡边悟说：“这是我们首次通过动物
试验显示，骨痛热症病毒同样可以穿过胎盘屏障。详细
分析骨痛热症病毒和兹卡病毒的感染时期与胎盘相关的
分子，可能有助找出垂直传播黄病毒属的关键因素，并
制定下来的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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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国的甘榜鸡和乌鸡出口禁
令解除，但由于供应有限，价格
下来预计会上涨。受访供应商估
计，涨幅可达50％。

　柔佛中小型家禽业总会长林
家曾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
说，甘榜鸡和乌鸡的价格较贵，
消费群体有限，因此只占马国出
口鸡只总量不超过10％。但他预
计，甘榜鸡和乌鸡获准出口后，
需求量肯定增加，相信价格也会
随之上涨。

　“在马国，甘榜鸡不受限于

顶价措施，况且甘榜鸡的价格本
来就比较贵。”

　新加坡鸡鸭出入口商联合会
秘书长马琼就也提到，甘榜鸡本
来就比肉鸡贵，加上现在肉鸡还
是不能出口，价格估计会涨至少
30％。

　也是合兴家禽工业董事的马
琼就指出，现在进口的活鸡虽然
比较少，但宰鸡场照旧全面运
作，成本反而变高了。

　“热水要照煮，冷水槽也要
装满，员工工作时间不变，鸡宰
完也要清洗整个设备。鸡少了，
活儿一样，成本自然高了。”

　在德义巴刹与熟食中心卖鸡

的诺曼·菲尔道斯说，马国的活
鸡出口禁令生效前一周，由于成
本上涨，他已经把甘榜鸡每公斤
的售价从8元调高到13元左右。
除非供应商调整价格，否则他暂
时会保持这个零售价。
　　邓姓消费者（70岁）说：
“禁令前，一只甘榜鸡卖13到15
元，现在，我最多会花20元买甘
榜鸡。”
　　邹心才（61岁，家庭主妇）
也提到：“现在量少，肯定比较
贵，我也明白。20元我还可以接
受，但若涨价超过50％，我宁愿
不吃。”
　　马国在本月1日开始禁止活

鸡出口，以确保国内的鸡肉供应
及价格稳定。
　 　 雪 兰 莪 州 鸡 肉 批 发 商
MyYami负责人诺拉告诉本报，
政府实施顶价后，鸡肉的价格已
趋稳，但肉鸡供应还是短缺。她
说：“我们批发的数量有限，
所以还是有办法取得足够的货
源。不过，一些同行反映说遇
到 供 不 应 求 的 情 况 。 ”

　不过，林家曾指出，马国大
部分地区的鸡肉供应已恢复，他
希望到了本月底，鸡肉供应就能
完全稳定。“我们业界猜测，到
了下个月可能就可以恢复肉鸡出
口了。”

禁令解除但供应有限　甘榜鸡和乌鸡价料涨达50%　

　　哈莉玛总统昨天与全国职工
总会中央委员会代表共进午餐，
众人讨论雇主和雇员面临的挑
战，委员会也重申拥有强大劳工
运动的实质作用与重要性。
　　哈莉玛昨天在面簿贴文说，
她在总统府与职总中委会共进午
餐时，就雇主和雇员面临的挑战
这个课题做了坦诚且广泛的讨
论。哈莉玛也提到，中委会对生
活成本持续上升、经济前景恶化
表示担忧。她因此肯定职总通过
关怀基金，以各种方式支持受影
响的工人。她也对工会领袖努力
协助工人提升竞争力和维持生计
表示欣慰。

　　哈莉玛也说，中委会与她分
享了拥有强大劳工运动的实质作
用与重要性。
　　她指出，新加坡建立了独具
一格的劳资政模式，工会在背后
同雇主和政府携手合作，促进和
谐的劳雇关系，以及公平的雇佣
行为。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能在
确保工人的权利与利益的同时，
共建更强大的经济。”
　　哈莉玛最后答谢职总中委会
和工人领袖为促进强大的劳资政
关系所付出的努力，她也希望看
到更多青年加入工会，带来更积
极的影响。

哈莉玛总统与职总中委午餐
肯定工会协助工人提升竞争力

哈莉玛总统（右一）昨天在总统府同国防部高级政务部长、职总副秘书
长王志豪（右三）和保健服务雇员联合会会长丹娜乐芝米（左一）等全
国职工总会中央委员会代表共进午餐时，讨论的课题包括雇主和雇员面
临的挑战。（取自哈莉玛面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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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simin@sph.com.sg

　　迪士尼动画电影《巴斯光
年》因含同性亲吻镜头等公开描
述同性恋的画面，在我国列为
NC16级别，16岁以下观众禁止
到电影院观看。
　　这是本地首个因含同性恋画
面，获得较严格电影分级的儿童
动画片。马来西亚、埃及、阿联
酋和印度尼西亚等至少14个国家
也已宣布在当地禁播。这部电影
明天（16日）会在我国上映。
　　《巴斯光年》（Lightyear）
是 著 名 电 影 《 玩 具 总 动 员 》
（Toy Story）的前传，电影描述
女主角和女性同伴组建家庭的过
程，还含有她们亲吻的画面。
　　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早前要

求迪士尼考虑删减这些敏感画
面，为电影进行双分级，不过
对方拒绝了这项安排。在双分
级制度下，不含敏感画面的版本
一般会获得较年轻观众可观赏的
大众级别；一刀未剪的版本则
会列为NC16或以上的级别。一
些通过这项安排在本地上映的
电影包括2019年的《地狱怪客》
（Hellboy）和2020年的《砍人快
乐》（Freaky）。
　　资媒局在文告中解释，当局
一般为电影进行分级时，会考虑
电影宣导的社会规范和价值观是
否能普遍被大众接受。此外，当
局也征询了育有年轻孩童的家长
和咨询委员会的意见。委员会由
教师、学生、医生和自雇人士等
46名公众组成。

　　资媒局影片咨询团主席吴雅
仪在总结众人的意见时说，虽然
《巴斯光年》是一部优秀的动画
片，但新加坡是多元社会，须考
虑不同的观点和感受。“这部儿
童卡通片公然描述同性婚姻，好
些成员因此认为须为电影进行更
高的分级。就连愿意考虑较低分
级的成员，也对这部电影日后可
能在未删减的情况下在免费频道
播出感到不自在。”
　　曾从事影视制作工作、目前
进修硕士的李治佃（50岁）是委
员会成员之一。他育有三名孩
子，最小的女儿现年15岁，不能
到戏院观看这部动画片。
　　他受访时说，虽然电影大部
分内容没问题，但开头几分钟播
放不少有关同性情侣的画面，较

容易引起争议，也不符合家庭电
影的标准。“毕竟同性成立家庭
的概念在亚洲社会不算主流。我
们要维护社会价值观，从宗教角
度来看也确实比较难过关。”
　　李治佃也认为，与其他国家
禁播这部电影相比，我国的做法
算是合情合理，不过他也对迪士
尼不愿接受双分级的安排感到失
望。他指出，一些居民委员会和
基层组织原本已经安排好在家庭
活动日播放这部动画片，如今电
影列为NC16，一些孩童也就无
缘观赏了。
　　这不是资媒局第一次因同性
恋画面为电影进行较严格的分
级。去年上映的漫威电影《永恒
族》（Eternals），同样因同性
亲吻画面，被列为M18级别。

林卓欣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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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起薪资待遇，年轻人在选
择工作时更希望找一份有意义的
工作。
　　本地调查显示，将近四成年
轻人在选择工作时将工作的意义
当作首要考量，比起看重薪资待
遇的人数高了一倍。
　　领导研究的新跃社科大学应
用研究中心主任陈奕光副教授
说：“这可以看作是一种年轻人
的理想主义，他们希望自己努力
的成果是有意义的。”
　　共同领导研究的跃大纳丹人
力发展学院社会工作课程高级讲
师徐佳慧博士也认为，现在的年
轻人不再满足于将工作当作一个
糊口的方式，他们更希望从中找

到一些意义以及动力，因此会更
倾向于选择与自己价值观吻合的
公司。
　　这份名为“数码环境下的年
轻人”的调查由新跃社科大学与
大东方人寿保险公司合作完成，
8个月内调查了近2500名16至25
岁的Z世代新加坡年轻人，研究
在数码时代成长的年轻人对于不
同课题的看法。
　 　 调 查 发 现 ， 将 近 四 成
（39.8％）年轻人在选择工作时
最看重工作的意义，比起看重薪
资待遇的人数（19.1％），高了
一倍。
　　调查发现，约有一半的年轻
人想要在30岁左右创立自己的公
司。徐佳慧博士认为，现在的
年轻人能通过网络获取更多的知

识，因此更勇于尝试一些非传统
的道路。
　　陈奕光副教授说：“现在许
多企业家成为了全球标志性的人
物，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的频繁曝
光会促使年轻人产生对创业的兴
趣，创业似乎成为了这个时代的
流行。”
　　但他在进行调查时发现，一
些年轻人没有具体了解创业可能
要面临的风险，“我们希望能通
过研究让年轻人更全面地了解创
业的风险以及失败的概率，而不
只是其中的机遇。”
　　当代年轻人也早早就开始投
资——四成年轻人已经开始通过
网络进行投资交易。
　　大东方人寿保险公司设计、
创新、数据及策略转换中心主任

李德财说：“现在参与投资的方
式更简单，任何人都能通过网络
进行投资，因此更多年轻人可以
轻易进行投资。
　　除此之外，调查也了解了年
轻人对人生规划、财务管理以及
价值观等方面的想法。
　　徐佳慧博士说，希望接下来
能够将调查范围扩大至其他亚洲
国家，了解整体的趋势以及对比
了解新加坡年轻人独有的特点。

黎抒旋　报道
lyesuann@sph.com.sg

本地科技企业推出新型空气
与桌面净化器，能对细菌、病毒
进行消毒，阻止冠状病毒传播。

善康科技有限公司与新加坡
科技研究局材料研究与工程研究
院合作，研发新科技，并推出戴
腾（Trident）空气与桌面净化器
系列。

这个系列的空气与桌面净化
器使用了创新的“室内穹頂”
（Safe Air Dome）科技，先使用
低温等离子技术（Cold Plasma 
Technology），模仿太阳在大自然
中的功能，将等离子发到室内环
境里，对空气和桌面进行消毒。
同时，机器内所安装的高科技石
墨烯静电板与隐蔽C紫外线快速
地再对空气进行净化与消毒。

经过科学研究和工程优化，
它杀除病毒与细菌的效率可在15
分钟内高达99.8%，在30分钟内
则高达99.99%。

空气与桌面净化器能防止传
播的病毒除了冠状病毒外，还包
括手足口症、普通流感等疾病。

善康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
官兼共同创始人郑贤明说：“市
面上的空气净化器大多旨在去除
灰尘和其他过敏原。戴腾在这
个基础上进行了优化，它能够对
细菌和病毒等微生物种类进行消
毒，并清除空气中的气溶胶。相
信这能够遏制冠病的传播，让我
们工作、生活的环境更安全。”

科技研究局材料研究与工程
研究院软性材料部门副主管苏瓦
迪博士（Ady Suwardi）说，戴腾
系列产品对消费者来说更为方
便。“普通的空气净化器使用
传统的高效空气过滤器（HEPA 
filter），因此需要每几个月就更
换一次。

戴腾系列则以静电板来代替
高效空气过滤器。这些静电板偶
尔清洗即可，使用者无须常常更
换新的过滤器。”
　　家庭式KTV业者Teo Heng也
将各包厢内所有的空气净化器，
替换成戴腾系列的小型产品。Teo
Heng董事张玉琴认为，这款空气
净化器能够为顾客带来更为安全
的体验。

本地首部15岁以下无法观看动画片

《巴斯光年》因同性恋画面列NC16 

本地推出新空气净化器
可消毒阻冠状病毒传播

研究显示骨痛热症可由母体传胎儿
但未造成先天疾病

跃大调查显示　

年轻人选择就业更看重工作意义而非薪资

这可以看作是一种年轻人的

理想主义，他们希望自己努

力的成果是有意义的。

——新跃社科大学 
应用研究中心主任 

陈奕光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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