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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浚鑫　报道
yeoch@sph.com.sg

　　自从三个孩子出席了由回教
社会发展理事会开办的机器人课
程后，家庭主妇娜迪雅发现他们
在解决问题时更有创意了。
　　对于去年刚搬迁至蔡厝港7道
第812B座组屋的娜迪雅（38岁）
而言，这是莫大的安慰，因为孩
子不仅在思维方式上取得进步，
也在新的邻里结交了朋友。
　　她受访时透露，由于自己正
在办理离婚手续，一家人目前依
靠社区关怀计划的现金援助过
活。
　　尽管生活拮据，娜迪雅仍十
分重视孩子的全面发展，因此积
极报名回教社理会的免费课程，
如补习班和运动课，像是每周五
的五人制足球班。

6000多户弱势家庭 
已获各方面援助
　　回教社理会是“西南邻里关
怀计划”（Adopt @ South West）
下的其中一个社区合作伙伴。该
计划推出至今，已为超过6000户
弱势家庭提供了社会联系、保健

服务、居家安全、教育与辅助课
程方面的援助。
　　教育部兼人力部高级政务次
长、西南区市长刘燕玲昨早宣
布，西南邻里关怀计划将延伸至
武吉甘柏，预计可惠及区内约500
户弱势家庭。
　　为提供全方位的帮助，西南
社区发展理事会此次与约10个社
区合作伙伴联手，推出一系列计
划。
　　例如，在就业方面，慈善
机构Daughters of Tomorrow（简称
DOT）自上个月起，举办为期九
周的课程，协助弱势妇女重拾信
心、回归职场。为确保妇女们能
心无旁骛地上课，DOT还提供保
姆服务，帮忙她们照看孩子。

西南阅读之星计划 
也将进军武吉甘柏
　 　 与 此 同 时 ， 非 盈 利 组 织
Bringing Love to Every Single Soul
（简称BLESS）也将其“西南阅
读之星计划”带入武吉甘柏。
　　BLESS创办人花俪庭（28
岁）受访时说，计划旨在培养孩
童的英语阅读能力，他们因此亲

自设计教材，并每周拨出两小
时，为20多名年龄介于4岁至9岁
的孩童授课。

　　义工有时也教导手工，或是
在学校假期时带孩子们到滨海湾
花园等景点参观学习。

　　刘燕玲说：“参与社区活动
对于弱势家庭而言是至关重要
的，特别是那些有孩子的人。一

个强大的社区，能为孩子的生活
起到支持和鼓舞的作用。”

武吉甘柏500户弱势家庭将受惠

西南邻里关怀计划扩大援助范围

娜迪雅（左二）在去年12月学校假期，为三个孩子报读回教社理会开办的辅助课程，希望他们掌握课堂之外的知识和技能。（邝启聪摄）

为提供全方位的帮助，西南社区发展理事会与约10个社
区合作伙伴联手，推出一系列计划，包括协助弱势妇女
重拾信心及回归职场的课程，而且参与这项课程的妇女
还可在上课期间获得保姆服务。

郭倩婷　报道
kwokst@sph.com.sg

　　19岁初院生杨昇勋先天肾脏
较小，无法正常运作，念中一时
肾脏开始衰歇，必须每天在家进
行腹膜透析10个小时。他在三年
前接受肾脏移植手术，如今生活
恢复正常。
　　目前就读于义顺星烁初级学
院的杨昇勋受访时说，家人和师
长给予的鼓励，让他有勇气面对
和克服各种生活挑战。他在2016
年9月成功接受肾脏移植手术。
　　他表示，他13岁时右肾无法
负荷身体的运作，导致肾衰竭，
必须进行腹膜透析（Peritoneal 
Dialysis，俗称洗水）。
    “我每晚8时就得在家洗肾，
直到隔天早上6时，然后准备上
学。”
　　长时间的洗肾，令杨昇勋感
到非常疲倦。不过，他立志克服
一切困难，努力学习。

升上初院因学业与病情 
倍感困扰患上抑郁症
　　在刚升上初院那一年，他因
学业、病情等各种因素，倍感困
扰和压力，结果患上抑郁症，一
度想放弃治疗。
　　2016年9月，杨昇勋接到新
加坡国大医院的电话，通知他有
适合的肾脏可以让他进行移植手
术。他在同一天完成手术前检查
和移植手术。

　　杨昇勋前天在工艺教育西区
学院运动场举行的“新加坡移植
运动会”上，参加羽毛球比赛和
100米短跑项目。
　　另一名受访者黄两成（67
岁）在1998年因高血压导致肾脏
衰歇，洗肾八年后，在2006年接
受手术，切除右边的肾脏以及换
肾。
　　不过，他在2016年做体检
时，发现左边的肾脏患上肾脏

上皮细胞恶性肿瘤（Renal Cell 
Carcinoma），必须接受另一次的
手术切除左边肾脏。
　　“病愈之后，我决心过健康
生活，注意起居饮食。”　

表现优越者有机会参加 
世界器官移植运动会
　　现在身为祖父的黄两成，在
帮忙看顾孙儿的同时，也坚持每
周做长距离步行运动一两次。

　　共有约120多名来自国大医
院和新加坡中央医院的器官移植
者及医疗人员，参加了这项运动
会。运动会主宾是卫生部医药服
务副总监麦锡威。
　　运动会共设超过20个比赛项
目，包括田径赛、羽毛球和乒乓
球赛等。表现优越的参赛者将有
机会代表新加坡，出征今年8月
在英国举行的世界器官移植运动
会。

宋慧纯　报道
hcsong@sph.com.sg

　　“达哥打的邻居很好，我可
以平安走在路上。我怀念他们对
我很好，很照顾我……现在，都
没有认识的人了。”
　　短短一句话恰恰概括了余
秀英（81岁）住在达哥打弯34载
后，无奈迁离的心情写照。几十
年来，达哥打弯居民情同家人，
她过去烹煮卤肉时，总不忘给邻
居女儿刘水琳（29岁）一家送上
一些。
　　不过，随着建屋发展局2014
年宣布重新发展达哥打老区，17
座于上世纪50年代兴建的租赁组
屋，须为未来的发展让路。包括
余秀英和刘水琳在内的400多户居
民，大多已在2016年底期限前搬
离达哥打弯。
　　两三百户选择迁入加西雅弯
新组屋的居民，从此有了新落脚
处。不过，面对人事已非的全新
环境，余秀英和刘水琳唯有将搬
迁满满的无奈与无法复制的邻里
情怀，深藏心底。
　　为了更深刻地描绘这群租赁
组屋租户搬迁的心路历程，以及
反映组屋居民搬迁背后复杂与多
面的问题，加西雅重新安置小组
（Cassia Resettlement Team）义工
与多名学者，联手将居民的经历
与学者对相关课题的反思集结成
书。
　 　 时 代 精 神 书 屋 （ E t h o s 
Books）前天为新出版的“They 
Told Us To Move: Dakota-Cassia”
（《他们叫我们搬走：达哥打—
加西雅》）举行新书推介会。

　　研究住房课题的新加坡国立
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助理教
授黄国和（39岁），是这本新书
编辑团队的团员。他也撰写了书
中部分内容。
　　黄国和说，新加坡的公共住
房在过去几十年来经历了铺天盖
地的变化，有很多大楼被拆除，
也有很多人搬迁，但与住房搬迁
的相关经历却鲜少被提起。
　　“大家并没有真正地谈论
（达哥打）低收入住户或年长者
搬迁的课题或面对的难处。搬迁
一般会连带一些好处，更新的环
境与更好的设施，但同时也会影
响到邻里之前的情谊。”
　　黄国和解释，与较高收入者
相比，低收入者更依赖周围的社
交网络与邻居，他们之间会相互
帮忙做事、分享食物等，因此
对社区有更深厚的情感。有鉴于
此，低收入者在搬迁过程中失去
的社区网络，将对他们的生活造
成更大影响。
　　加西雅重新安置小组共同创
办人林敬洲（22岁，学生）是新
书的另一名编辑。他说，他在协
助达哥打弯居民搬迁的过程中，
发现他们面对其他如健康方面、
年长者被孤立等问题。
　　他认为，这些不仅是达哥打
弯居民面对的问题，也可能与其
他搬迁课题有关，因此希望这本
新书能够给未来的搬迁项目做参
考。
　　《他们叫我们搬走：达哥
打 —加西雅》售价23元3角6分，
可上时代精神书屋网站（https://
www.ethosbooks.com.sg/）购买。

《他们叫我们搬走：达哥打—加西雅》编辑团队成员黄国和（左）和林
敬洲（右）希望透过与居民的对话、义工及学者对公共住房搬迁以及相
关社会课题的看法，让读者从更多面的角度去了解搬迁课题。

（特约陈福洲摄）

国大医院和中央医院的器官移植者在新加坡移植运动会开始前一起做早操。（特约陈福洲摄）

描绘达哥打弯居民经历
新书探讨老区搬迁课题

换肾少年手术后重获健康　参加新加坡移植运动会

跃大人协及体理会合作
研究人口老龄化与两代交流
陈劲禾　报道
jinhet@sph.com.sg

　　新跃社科大学老年学教职
员与学生将在宏茂桥民众俱乐
部展开运动、保健与教育相关
的研究，了解人口老龄化与两
代交流两大课题。
　　跃大前天与新加坡体育理
事会和人民协会签署备忘录，
通过研究与宣导共同推行活跃
乐龄，为期三年。
　　跃大老年学课程主任马学
嘉博士接受《联合早报》访问
时说，研究员将向年长者与年
轻人了解他们想向彼此学习什
么，再制定活动，让两代人到
位于由体理会管理的宏茂桥民
众俱乐部健身房参加活动，促
进交流。活动将于今年7月推
出。
　　马学嘉说，这是一项应用
与实践研究，老年学博士生可
将宏茂桥作为模型，发展全国

适用的保健模式。
　　除了研究两代交流及年长
者 运 动 与 健 康 状 况 ， 马 学 嘉
说，研究员也想看看这是否会
积攒社会资本，即人与人之间
的信任、友谊与支持。
　　跃大前天也与樟宜综合医
院和新加坡保健服务集团社区
医院签署另一份为期三年的备
忘录，就医疗保健创新、研究
与教育展开合作。
　　三方将共同提高老龄化课
题的认识与提倡更适合年长者
环境，以及通过讲座与分享会
互通专长。
　　其中，跃大老年学教职员
与研究生将展开研究项目，樟
宜医院则会给予指导以及为跃
大博士生提供实习机会，尤其
是老年学博士生。
　　樟宜医院与体理会早前也
签署了备忘录，鼓励国人照顾
身体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