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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翔宇　报道
hsiangyu@sph.com.sg　　

　　随着收生人数增多，新跃社
科大学面临“空间不够用”的困
境，校方因此准备向义安理工学
院租用场地，以设置包括集装箱
等临时设施，作为多用途空间。
　　跃大也将租用义安理工的教
学、行政及运动设施，为师生提
供更多学习、办公及休闲空间。
　　前身为新跃大学（UniSIM）
的跃大，过去主要开办以工作人

士为对象的部分时间课程。跃
大自2014年起提供全日制学士课
程，并在前年正式升格为本地第
六所公立大学。
　　未升格为公立大学前，跃大
其实多年来已在租用新加坡理工
学院的教室，以及义安理工学院
的三个办公楼层，分别作为教学
和教职员办公室等用途 。 
　　近几年，随着课程及申请人
数增加，跃大的学生人数也逐年
增多，目前已超过1万5000人，包

括约2000名报读全日制课程的学
生。跃大全日制课程，至今增至
八项，每年录取的全日制新生从
2014年的218人增至去年的700人
左右。最受欢迎的商业分析和金
融学士课程，申请人数是原定名
额的约12倍。

在义安理工设立集装箱
　　为应付学生人数的激增，以
及目前约550名教职员的需求，坐
落在金文泰路的跃大，准备向对
面的义安理工租用更多空间。
　　其中一项措施是在义安理工
第82座校楼附近的场地，设立集
装箱等临时装置，目标是明年新

学年启用。
　　这些临时装置将作为多用途
空间。除了会同新加坡国立大学
建筑系学生合作设计和打造一个
新的学生活动中心，让学生办活
动以及进行学习与协作，校方也
有意配合创业课程、跨学科合作
计划，在那里成立“企业孵化中
心”和由学生经营的咖啡座等项
目。
　　跃大校长张起杰教授受询时
说，校方已收集师生们的反馈，
目前在研究哪一种临时装置最合
适，预计一两个月内敲定细节。
“如果设置集装箱，我们不会只
是把几个船运集装箱分别摆在那

里，而是会按不同用途将它们连
接起来。另一个可能性是搭建钢
结构的临时建筑。”

不排除建新校舍可能性
　　此外，跃大也准备租用义安
理工的更多设施，除了供教学用
途的课室和讲堂，校方也会为教
职员提供办公空间、托儿服务，
以及健身室和泳池等运动设施。
　　至于跃大是否打算建造一个
更大的新校舍，张起杰说，校方
已就未来预估的收生人数，及所
需的空间向教育部提出要求，目
的是要探索不同选项，但目前还
没有定论。

　　尽管未排除打造全新校舍的
可能性，但张起杰指出，跃大要
拓展办学空间，有多种选项可探
索，包括翻新一栋现有建筑，或
在某一栋建筑的基础上进行扩建
等。
　　“最关键的考量是，大学未
来要集中一个地点，还是以分散
不同校舍的模式办学。这需要时
间构思和规划，毕竟这关系到大
学长远所要采取的办学和教育模
式。但我们在探讨大学未来办学
模式的当儿，不能等着什么都不
做。我们正在积极地寻找不同的
方案，以便在未来几年满足学生
的学习需求。”

校舍空间不足跃大继续向外租借场地
为了应付逐年增多的学生人数，跃大正在考虑不同的解
决方案，包括向教育部提出建造更大校舍的要求、翻新
或扩建一栋现有建筑。

陈昱嘉　报道
yujiatan@sph.com.sg

　　泡完咖啡便丢弃的咖啡渣，
如今有新用途，不只可当作阻燃
材料，将来还可能用来预防火
患。
　　南洋理工学院化学与生命科
学系的一个研究团队日前分享新
发明。他们将南洋咖啡渣与环氧
树脂（epoxy，一种人造树脂）混
合，制造新阻燃材料。
　　环氧树脂是地板接上混凝土
常用的黏着剂，也是地板和墙壁
常用的材料，但缺点就是不防
火。一碰到火焰，它就会快速燃
尽。
　　然而，火在新材料蔓延的速
度缓慢，甚至能被熄灭，材料经
火烧后也能保存原形。
　　率领研究团队的化学与生命
科学系高级讲师梁伯豪博士说，
新混合材料已被证实为“HB”
级，代表它适合当建筑物的阻燃
材料。
　　他也透露，使用南洋咖啡渣
是因为这种咖啡经白糖和牛油烘

烤，包含的糖分适用于生物转化
过程 （bioconversion）。
　　经过研究，他发现咖啡渣可
能有阻燃的功能，开始混合不同
化学物实验。
　　最终，研究团队决定把咖啡
渣混合环氧树脂和固化剂，烘烤
成实验饼块来验实效果。

　　然而，饼块容易碎，比普通
的环氧树脂软。团队里修读药
物化学的三年级学生郭瀛美（20
岁），杨惠旋（20岁）及拉迪茵
（Yu Radyne Chale Castro，20岁）
因此花三个月试用300个不同咖啡
渣、环氧和固化剂的混合比例，
才看见突破。

　　拉迪茵说：“实验的过程蛮
累的，也花费很多时间。我们只
有一个（装饼块的）盘子，每次
实验花上三个小时，所以我每天
只可以做三次实验，一直在等待
成绩。”
　　创造了坚硬的材料后，团队
用火烧一小块材料，成功验出阻
燃功能。
　　花了一年终于有实验成果，
梁伯豪起初听闻试验成功的消息
时，简直难以置信。
　　他笑说：“拉迪茵传给我实
验成功的视频，我反复地看，不
敢相信是真的。发现实验真的成
功后，我非常兴奋，立即告诉科
系主任。”
　　团队即将为新发明申请专
利，也会继续对材料做实验，试
探它阻燃的极限，往后也有望与
制造商合作用材料创造实用产
品。
　　不过，到时采用新阻燃材料
的地板和墙壁会散发一股特别的
咖啡味，咖啡爱好者或许不介
意，其他人未必会喜欢。

南洋理工学院化学与生命科学系三年级生杨惠旋用火焰测试咖啡渣混合
环氧树脂的新材料，展示新材料阻燃的功能。（南洋理工提供）

募款骑士从马来西亚槟城出发，途经安顺、波德申和峇株巴辖等地，再骑回新加坡岛屿俱乐部，参加千禧义骑闭幕活动。（海峡时报）

王婷婷　报道
ttwang@sph.com.sg

　　66岁骑士秉持“突破自我”
的精神，五天骑行1000公里为低
收入肾脏病患筹款。
　　孙风树是今年肾脏透析基金
千禧义骑（KDF Millennium Ride 
2019）年龄最大的参与者。
　　他说：“我这个年龄参加活
动，很不容易。虽然在途中觉得
很累，但是告诉自己要下定决心
完成这件事。”　
　　他表示，只要自己还能坚
持，就会一直参加下去。
　　肾脏透析基金千禧义骑今年
迈入第六年。50名来自海内外各

行业募款骑士五天骑行总计1000
公里，为低收入肾脏病患筹得21
万元，日前浩荡归来。
　　他们于1月10日从马来西亚槟
城出发，途经安顺、波德申和峇
株巴辖等地，于14日骑回新加坡
岛屿俱乐部，参加闭幕活动。
　　从事医疗保健行业的李佩诗
（45岁）虽然可以在工作上为肾
脏病人尽一份力，但她还想做出
更多贡献，所以参加了这次的义
骑。
　　她指出，参加这个活动需要
良好的体格支撑，因此她之前经
常在周末和朋友一起练习骑行，
练好体能。此外，骑士在义骑过

程中相互勉励，也是她能坚持骑
下去的原因。

糖尿病及人口老化 
是导致末期肾病主因
　　卫生部兼环境及水源部高级
政务部长许连碹博士出席闭幕活
动时指出，本地每天新增约四起
末期肾脏疾病病例，这个数字预
计还会增加。
　　糖尿病和人口老化是导致末
期肾脏疾病的主要原因。
　　数据显示，2016年的每三名
肾脏病人当中，就有两人患有糖
尿病。因此，许连碹致辞时强调
预防糖尿病的重要性，同时鼓励

人们维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及
进行定期健康检查。
　　她说：“除了预防肾功能衰
竭外，确保患者能够得到恰当的
治疗如透析和肾移植也是十分重
要的。因此卫生部正与其他医疗
伙伴合作，为病患提供更全面的
治疗。”
　　今年的千禧义骑共筹集21万
元，可为低收入肾脏病患提供大
约1400次的透析治疗。
　　本地非盈利脚踏车爱好组
织Epic Cyclist与肾脏透析基金合
作，自2014年推出肾脏透析基金
千禧义骑，至今为基金筹得260万
元善款。

50名骑士五天征服1000公里
为低收入肾脏病患筹得21万元

南洋理工新发明
咖啡渣混合环氧树脂和固化剂有阻燃效用

林子恒　报道
zhlim@sph.com.sg

　　人民行动党前国会议员陈清
木昨天宣布组织新政党准备再战
政坛，为本地政治投下了震撼
弹。受访政治观察家说，陈清木
宣称要为国家培养为国为民的国
会议员，或是有意把自己塑造成
跨越党派的“国家级议员”，降
低新政党的“反对党”色彩，以
争取更广大的选民的支持。
　　专家普遍预测，陈清木参选
下届大选将给执政的行动党带来
不小的挑战，但也有分析指出，
顶着行动党前议员“光环”出战
的陈清木，还须尽早发布竞选党
纲，公众才能更好地对新政党做
出评价。
　　陈清木昨天在面簿贴文，宣
布组织新政党。他表示，做出这
项决定的原因是希望再度在国会
为民请愿。他也说，有意栽培
“有心从政、为国为民”的未来
国会议员，维护一个有同情心、
真正民主、有正确价值观、以民
为本的新加坡。
　　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律系副教
授陈庆文接受《联合早报》访问
时分析，陈清木在贴文中刻意模
糊执政党和反对党议员的区别，
用了“未来国会议员”的中立名
词，相信是要把自己打造成跨党
派的、具有建设性角色的“国家
级议员”。
　　陈庆文说：“反对党在新加
坡政治中是有包袱的，他和他的
政党须要重新开始，摆脱朝野标
签，回归为人民服务的初衷。”
　　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政策研
究所副所长许林珠博士也说，陈
清木创立新政党，将给他一个难
得的机会摆脱现有政党的包袱，
撰写全新的党纲，明确他所代表
的政治理念。
　　组织政党后，陈清木的下一
步就是要选好战区。受访的观察
家都认为，陈清木极可能出战他
熟悉的西部选区。陈清木从1980
年至2006年曾代表的亚逸拉惹
区，已并入西海岸集选区。
　　陈庆文说，陈清木过往每次
代表行动党出战，都成功高票留
守亚逸拉惹单选区议席，再加上
他在国会不畏压力、坚持为民发
声的出色表现，预料他将成为行
动党一个可敬的对手。
　　陈庆文解释：“陈清木竞选
单选区的胜算比在集选区来得
高，因为集选区还须考虑到整个
竞选团队的实力。但无论如何，
他最少都有可能获得非选区议员

的资格进入国会。”
　　陈庆文指出，行动党传统上
会把更多资源投入到东部地区，
应对工人党的挑战。如果陈清木
决定出战西部地区，行动党可能
被迫把部分资源转移到该区，这
将影响该党的选举布局。
　 　 尤 索 夫 伊 萨 东 南 亚 研 究
院 研 究 员 慕 斯 达 法 （ M u s t a f a 
Izzuddin）则说，陈清木在本地政
坛有一定的影响力，他可以尝试
扮演中间人的角色，把零散的各
反对党组织成更可靠的联盟，包
括同工人党合作。
　　不过，慕斯达法强调，陈清
木现阶段最重要的任务，还是先
把党内机制和建设做好，确保该
党的长期可持续运作。“陈清木
也应该尽快发表竞选政纲。作为
行动党前党员，他的政治理念应
该属于中间派或中间偏左，但选
民须要知道他在重要议题上更明
确的立场。”
　　许林珠提醒，本地政治环境
越来越复杂，反对党阵营高度分
裂，执政党也不会让反对党轻松
运作，这些都是陈清木会面对的
挑战。此外，新政党在创党初期
也应该避开本地最大反对党工人
党在东部的“地盘”。
　　不过，她认为，以陈清木的
政治经验，预料他很快就能把基
础建立起来。
　　观察家都表示，新政党的加
入，对新加坡迈向更成熟的民主
体制是一件好事。
　　陈庆文指出，陈清木及其他
行动党前干部组织新政党，可能
改变部分国人对反对党的印象，
更愿意给反对党一个机会，这对
反对党将是一个重大利好发展。
　　他说：“行动党现在享有广
泛的支持，但我们不能排除未来
行动党因执政不力而失去国人的
信心的情况。这时候，我们需要
可靠的替代政党来接手，否则人
民一气之下把票投给无力执政的
反对党，整个国家将陷于更糟的
境地。”

陈清木：
有意栽培未来国会议员

陈清木表示，他希望再度在国会为
民请愿。（档案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