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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从政的麦慧淋一年多前加入年轻女领袖联谊会，参加为期九个月
的导师项目。她意识到身为领袖必须了解民众需求，并以宏观的角度
做决定。
27岁的麦慧淋是一名律师，
年纪尚轻的她有一个从政的理
想。
为了更了解本地的政治生
态，同时看看自己是否适合，麦
慧淋一年多前加入年轻女领袖联
谊会（Young Women's Leadership
Connection，简称YWLC），参加
为期九个月的导师项目。
在成为文化、社区及青年部
长傅海燕的学员之后，麦慧淋陪
同傅海燕参与接见居民活动，对
于部长倾听居民反馈很受启发。
以往她只想着如何向更优秀的人
看齐，却没意识到自己也应该尝
试帮助别人。

“身为一名领袖，必须了解
民众的需求，并从管理国家宏观
角度做决定，眼中不能只有自己
和同阶层人的利益。”
项目已完成三分之一，麦慧
淋暂时还没有下一步的计划，现
阶段主要是希望多一点了解并评
估自己的能力。
导师项目是YWLC旗下的重
点计划之一。计划组织本地各领
域精英女性，为年龄介于21岁至
35岁的青年女性给予专业指导，
以女性角度提供帮助，使有职业
发展计划或有志成为领袖的年轻
女性从中获益。
该项目邀请来自各行各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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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求医时保持沉默或发出
一声“哦”时，这样的反应有可
能是害怕治疗的表现。这种情况
下，与其继续与病人分享治疗相
关信息，医生更应做的是即时发
现病人内心的恐惧给予安抚，从
而让他们更有信心地接受治疗。
有效的沟通方式不仅能让病
人更易接受医生的专业建议，秉
持正面的态度做各种检查的同
时，病人的求医满意程度也能获

得提升。
为了找出有效方法，辅助医
生病人沟通更加顺畅，减少误解
与不满，南洋理工大学一组研究
员与陈笃生医院泌尿科合作，自
2016年7月至今年中，通过陆续录
下150名首次前来泌尿科求医病人
的问诊情况，逐个分析医生与病
人之间的沟通，包括分析医患的
语气、反应、面部表情、所提出
的问题等。
南洋理工大学人文学院院长
陆镜光教授与人文学院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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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导师，除了傅海燕，还包括通
讯及新闻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
部高级政务部长沈颖、国家美术
馆总裁张雪倩以及亚细安促进妇

林尔嵘，接受《联合早报》电访时
指出，若听了医生的讲解后病人
发出一声“哦”、保持沉默，或是
反复询问“是否真的要做这项检
查”，这样的反应其 实都 有可能
是病人内心忐忑、恐惧的表现。
“相反的，若病人的反应是
‘好的，我了解’，表现出来的
便是他们对治疗的理解与信心。
病人不一定会直截了当地跟你说
他害怕，他恐惧，所以你得通过
这些反应来察觉病人情绪。”
陈笃生医院泌尿科高级顾问
医生兼任助理教授(客座）方庆
祥说：“其实问诊时病人除了希
望了解治疗方案，也希望获得安
抚，若我们能即时察觉他们的不
安并通过有效的沟通，安抚他们
心中的恐惧，他们才能较安心放

让国人回味文化遗产

退休男子年余手绘72幅历史建筑物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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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岁退休人士花一年多时
间，手绘72幅画作，以呈现本地
具有纪念价值的建筑物及其周围
街景。
创造出这些画作的萧春风接
受《联合早报》访问时指出，他
在网上看到本地建筑物的照片，
都无法完整体现建筑的的规模与
全貌，周边景色也没纳入其中，
他为此感到可惜。
更重要的是，他发觉许多本
地年长者甚至不知道这些历史遗
迹的存在，更别说是要把这份文
化传承给下一代。于是，他决定
拾起画笔，善用自己的才华，帮
助人们回味本地具时代意义的文
化遗产。
他说：“我还会在每幅画的
下方配上亲手画的地图，方便人
们寻找建筑。”
萧春风强调，绘画历史建筑
时，他都会参考他人意见。“一

些孩子问我为什么不涂上颜色，
而年长者多数都喜欢黑白画作。
所以我修改创作，为其中一部分
上色，同时许多部分也以黑白
呈现，以迎合不同年龄层的喜
好。”

受英国籍画家启发
55年后再执笔作画
萧春风对绘画的兴趣，要追
溯自小学时期。他忆述，当时老
师会请他帮忙，在黑板上画水
果、蔬菜、动物等，帮同学学习
英文。
他说：“虽然我没学过画
画，但觉得自己有这方面的天
赋，希望做出一点不一样的事
情。”
然而，家境不好让他没朝绘
画之路发展。“我的父母都没受
过教育，他们不知道我会画画，
也不觉得画画会带来收入。”
萧春风于是在小学之后就不
再画画，一心努力为生活打拼。

今日文章五大排行
●勿洛南家庭悲剧
被告拨电给兄求助：
你可以过来吗？

●吃后染大肠杆菌
美国吁消费者勿食生菜

南洋理工大学人文学院院长陆镜光教授（左起）、林尔嵘助理教授，以及陈笃生医院泌尿科高级顾问医生兼任
助理教授（客座）方庆祥，通过分析陈笃生医院泌尿科150名医患之间的对话，希望能找出有效的沟通方法，
辅助医生病人沟通更加顺畅。（南洋理工大学提供）

王晓亚

15

●疑打中后脑夺女儿命
德士司机自首

他后来从事金融业，退休后与妻
子及两个儿子住在一起。家人每
天各自忙碌，他就会到社区里走
走与人交谈、去图书馆看书或随
意作画，消磨时光。
去年年初，他某次到图书馆
作画，与人聊天时认识了英国籍
画家史蒂芬·威尔夏（Stephen
Wiltshire）。患有自闭症的威尔
夏曾在2014年受新加坡报业控股
之邀，绘画新加坡市区全景图为
慈善筹款。他当时凭自己的记
忆，刻画本地美丽景色。
接触了他的作品后，萧春风
深受启发，决定开始描画新加坡
的建筑。“这是我55年后再一次
拿起画笔，我发现自己依然对此
充满热情。”
萧春风本打算将每幅画的建
筑物都配上英文、华文、马来文
及淡米尔文四种语文的简介，但
碍于能力有限，只能写英语。他
表示，若有人愿意帮他翻译，他
会支付费用。

一个主打新闻、生活和文艺
的微信公众号，带你了解新
加坡原汁原味的风土人情，
领略小岛深处那些鲜为人知
的文化魅力。

女与儿童权利保护委员会新加坡
政府代表陈倩泠等。她们为近
300名YWLC活跃会员提供个别指
导。

南大研究员分析问诊情况
助医生与病人更有效沟通
为了辅 助医 生 病 人 沟 通 更 加 顺 畅，南 洋 理 工 大学 一 组
研究员与陈笃生医院泌尿科合作，自 2016 年 7月至今年
中，陆续录下 150 名首次前来泌尿科求医病人的问诊情
况，逐个分析医患的语气、面部表情、所提出的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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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地接受治疗。”
方庆祥也举例：
“病人动手术
前若医生只是跟病人解释使用麻
醉药能麻痹疼痛，不一定能有效
舒缓病人内心恐惧，医生可采纳的
更有效沟通方式或许是跟病人分
享其他病人动手术时的经历。”
另外，若病人以为一些身体
检查可有可无，继而不太愿意做
检查时，医生应该在分享检查细
节前，就跟病人解释清楚这些检
查在确认病因过程中的重要性。
这个会话分析小组已与陈笃
生医院的泌尿科分享一些研究发
现。接下来，他们还会与其他专
科如眼科合作，希望能进一步分
析医生与病人之间的沟通情况，
并在明年举办工作坊与医生分享
分析结果。

用微信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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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触点
演出
奥芬巴赫轻歌剧“ Le 66 ”
（19时30分，24日增演15时场
次），至24日，艺术之家，
Playden，门票：40元）
本地SPOT歌剧团呈献，女高音
陈施美、男高音许智霖与男中
音陶正明联合呈献。
购票网址：www.le66.peatix.com

德沃夏克
《大提琴协奏曲》音乐会

（19时30分，滨海艺术中心
音乐厅，门票：15、28、38、
48、68、88元）
新加坡交响乐团大提琴首席乐
手吴沛轩领衔乐团呈献，除此
之外乐团还呈献德沃夏克的
《嘉年华序曲》与《第九号交
响曲：新世界》。
售票处：SISTIC（63485555）

●并肩走出银行后起争执
两男拖女20米脱衣割脸
●“华人神探”李昌钰
与企业家结婚
（根据zaobao.sg
昨晚6时单日排行）

联系方式
电邮：zblocal@sph.com.sg
传送照片：9720-1182
网站：www.zaobao.sg
面簿：facebook.com/
zaobaosg

讲座
陪你看报纸

（15时－16时，每周四，大巴
窑公共图书馆3楼节目室、大
巴窑中路／华社自助理事会
中心、宏茂桥3道第201座，免
费）
《联 合早 报》和《联 合 晚 报》
联 办 ，向 年 长 者 讲 解 一 周 新
闻。

激光矫正视力（ LASIK ）
及其他选择（英语）
（18时30分－20时15分，新加
坡全国眼科中心4楼礼堂，收
费：5元）
新加坡全国眼科中心激光屈光
视力矫正手术部门王振权助理
教授主讲。
报名：将英文姓名和人数发短
信至97108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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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