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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结核病新病例逾七成是年长者
卫生部指出，去年共1565起的新增病例中，81.3%
（ 1272 人）的患者出生于我国；男性患者占了 67.5%
（ 1057 人）；年龄在 50 岁或以上的患者则占了 72.2%
（1130人）。
杨浚鑫

报道

yeoch@sph.com.sg

新加坡居民当中，去年共有
1565起活跃型结核病的新病例，
略高于2017年的1536起。新增病
例中仍以较年长者和男性为主。
昨天是世界防治结核病日，
卫生部发表文告，说明我国结核
病的最新情况。
卫生部指出，结核病在我国

属于流行病，潜伏型结核病感染
者在本地也并不罕见。其中，较
年长群体的发病率高达三成，这
是由于结核病自上世纪70年代就
在我国普遍存在。
我国结核病发病率近年来基
本持稳，去年共出现1565起新病
例，意味着每10万人中有39.2人
患病。相比之下，2017年和2016
年的新病例分别为1536起和1617

起。
去年新增病例中，81.3%
（1272人）的患者出生于我国。
此外，男性患者占了67.5%（1057
人）；年龄在50岁或以上的患者
则占了72.2%（1130人）。
但患者中也不乏年轻人，年
龄在9岁及以下的孩童当中，去年
就有一人罹患结核病，10岁至19
岁的青年患者也有34人。

若不严格遵守全套疗程
病情复发或加剧概率更高
卫生部强调，活跃型结核病
的全套疗程需时六到九个月，如
果是耐药型结核病更可长达24个

月。“倘若患者不严格遵守治疗
方案，如按时服药，则病情复发
和演变成耐多药型结核病的概率
更高。
我国去年就出现127起复发病
例，其中87.4%（111人）的患者
出生于我国。与此同时，有四起
耐药型结核病的新病例，其中两
人也是本地出生。
卫生部说，尽管耐多药型结
核病在本区域较盛行，但我国必
须在全国结核病控制计划下，强
调患者须遵从治疗，以将此类病
例的数量维持在较低水平。
当局认为，直接观察治疗
（Directly Observed Treatment）是

托儿所教师患结核病
陈昱嘉

报道

yujiatan@sph.com.sg

患上结核病的托儿所老师通
过雇主的扶持，顺利渡过了艰难
时期。
四年前，托儿所教师杜加尔
（K. Durga, 29岁）在产下第一个
孩子后的两个星期，感觉胸口疼
痛，呼吸也越来越困难。
起初，X光结果显示她肺里
有积水，医生还以为她患上肺
炎，但是复诊时，最新的X光结
果显示她其实患上结核病。
杜加尔说：“当我听到医生
的诊断时，我立刻哭了，还问医
生能不能给我个拥抱。”
她最担心自己已把细菌传到

监测患者对药物的反应及确保他
们坚持治疗的最佳方式。这既是
为他们的健康着想，也减少结核
病在社区传播。
直接观察治疗指的是让结核
病患者在医疗人员的监督下服
药，所有综合诊疗所都提供这类
治疗。患者若因年龄或体弱，无
法前往诊所服药，新加坡消灭结
核病计划也提供上门施药服务。
卫生部说，家人、朋友和同
事所给予的支持和鼓励，对于确
保结核病患者成功完成治疗至关
重要。
“雇主也可尽一分力，允许
员工灵活调整工作，以便在白天

接受直接观察治疗。遵从和完成
治疗不仅有益于患者，还可保护
其家人、工作场所和社区免受感
染。”
出现活跃型结核病症状的
人，例如咳嗽超过三周，也应及
早就医，以便及时诊断和治疗。
卫生部说，被诊断患有活跃
型结核病的人会立即接受治疗和
休病假，而一旦治疗开始，患者
会迅速地不再具有传染性。因
此，其工作场所或学校不会有进
一步感染的风险，无须关闭。与
患者有密切接触的人若患上潜伏
型结核病，也不具传染性，可照
常活动。

获雇主谅解扶持渡难关

孩子身上。所幸的是，陈笃生医
院里的结核病控制部门筛查与杜
加尔接触过的人时，发现她身边
无人受染。
杜加尔当时还在放产假，但
她担心回去工作时，筛查会对同
事造成不便，因此打电话通知了
托儿所所长林采莹（30岁）。

只在首两周具感染性
林采莹了解多数父母得知
消息后，会担心在托儿所的孩
子受感染。然而结核病控制部门
解释，病患只在服药后的首两个
星期具感染性，而杜加尔当时已
经治疗了三个月，不会传染结核
病的细菌。林采莹向家长解释情

况后，并保证他们情况已受控
制。
此外，她也让杜加尔继
续正常上班。杜加尔当时正
进行直接观察治疗（Directly
Observed Treatment），每天在
上班前或午餐时间需要到综合
诊所拿药和打针。林采莹在必
要时也会安排另外一名教师代
课。
问及为什么会想要留住职
员，林采莹说杜加尔做事认真，
工作表现也出色。她说：“人才
是我的资产……我觉得不该为了
这个病症牺牲人才，这病情也不
见得会影响工作表现。”
在治疗期间，杜加尔又接到

意外的消息：她怀上了第二胎。
她完全没有心理准备，医生也说
她正在服的药物可能会对婴孩有
副作用，影响婴孩的听力。
她最终决定留住孩子，而医
生也停止给她服用该药。幸运的
是，她顺利产下健康的男婴。
如今，杜加尔已经痊愈，目
前也怀着第三胎。她鼓励患有结
核病的人不要害怕社会的歧视眼
光，要按时服药和复诊。
她说：“治疗的过程像是在
坐过山车，经历很多起伏，但家
人和雇主能给予患者精神上的支
持，让他们能够安心地治疗。”
（人名译音）

托儿所所长林采莹（左）得知一名教师杜加尔（右）在接受结核病治疗后，仍继续让她在托儿所工作，每天也让她抽空到综合诊所取药，给予杜

加尔支持和鼓励。（吴伟国摄）

每三名长者有一人跌倒

许文远：年长者须多注意安全预防跌倒
杨漾

报道

yangyang@sph.com.sg

基础建设统筹兼交通部长许
文远自跌伤病假后，昨早首次出
席社区活动。他左臂仍绑着固定
带，在现场向众人亲述跌伤经
过，呼吁大家多注意个人安全，
预防跌倒。
许文远连同其他三巴旺集选
区议员，包括教育部长王乙康、
内政部兼卫生部高级政务次长安
宁·阿敏、林伟杰医生和维凯，
一起出席由该集选区妇女执行委
员会主办的首届妇女节。
据了解，主办方原本没有安
排许文远致辞，但他临时要求讲
几句话。他先是感谢在住院期间
为他送上祝福的居民。之后也谈
到跌倒的经过。他说，左臂骨折
后，经历了这辈子从未有过的剧
痛，再三强调年长者预防跌倒的
重要性。
他说：
“跌倒真的不好玩，大
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我那天晚上
咳得厉害，不想吵到熟睡的太太，
所以想快点起来到厕所去，没想
到起身太猛，一下子就跌下去了。
跌 倒时发出了一声巨响，把全 家
人都吵醒，结果弄巧反拙。”
许文远说，自己上了年纪，
“老骨头”修复得慢，手臂里装
了钛金属片，还需约一个月才会
完全复原。
他说：“医生告诉我，在手
臂部位跌伤的那种痛，比女人生
孩子还要痛。我当然不知道生孩
子到底有多痛，但我受伤后的确
体验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痛。”

王邦文（右二）在李显龙总理（右一）、荣誉国务资政吴作栋（左
一）等行动党要员的祝贺声中切蛋糕庆生。在场观礼的还有他已故夫
人陈翠嫦的侄女、凤山区议员陈慧玲（左二）。陈翠嫦也曾是当选议
员。（人民行动党面簿）

李总理：念信约概念源自王邦文
基础建设统筹兼交通部长许文远的左手臂虽仍绑着固定带，但不减他参与社区活动的热忱。昨早他到场后，不
时向在场公众竖起大拇指，表示自己状态良好，也给予了活动参与者最大的支持。右一为活动策划主席傅丽
珊，右二是三巴旺集选区议员林伟杰医生。（林国明摄）

本地每三名年长者中，每年
就有一人跌倒。许文远特别引用
了这一数据，提醒年长者在厕
所、浴室，或厨房，这些地滑的
场所一定要注意安全。
他也以乐龄易计划（EASE）
指出，政府为这一计划提供高额
津贴，改善国人的居住环境。

傅丽珊：若有机会
将乐于参选为民服务
昨天举办的首届妇女节活
动，吸引了区内约2000名女性居
民参与。

活动策划主席是去年11月受
委为人民行动党三巴旺支部副主
席傅丽珊（44岁）。
本报之前独家报道，现任樟
宜机场集团副总裁的傅丽珊，近
期频频参与三巴旺基层活动，引
发坊间猜测她是否将出征下届大
选。
傅丽珊昨天在活动后接受媒
体访问时透露，自己目前每周都
到接见选民活动帮忙，并参与家
访。
被询及是否会担起人民代议
士的重任，她说：“现阶段我会

专心做好基层工作和活动。如果
能有机会为社区做更多，我将
感到非常荣幸，也很高兴能这么
做，但目前一切都还是未知。”
负责策划三巴旺区的首个妇
女节，傅丽珊感到荣幸之余，也
希望通过该活动，为女性居民带
来更多正能量。
她说：
“活动主 题是给 予女
性力量、充沛的精力和丰富的人
生。我们提供了健身活动和讲座，
内容形式丰富，希望通过 这个平
台，让不同领域的女性聚在一起，
交个朋友，分享生活保健经验。”

鼓励对特需群体包容 跑步竞赛“Run For Inclusion”首推脚踏车项目
为促进人们对特需群体，包
括智障、体障、视障及听障者的
理解与包容，跑步竞赛“Run For
Inclusion 2019”将在7月27日下午
4时于榜鹅战备军协俱乐部开跑。
这个竞跑活动今年迈入第五
届，由跑步俱乐部Runninghour举
办，让特需者和公众一起参与集

体长跑。主办方也首次推出一个
非竞赛项目——20公里骑脚踏车
运动。及早报名者将可享有优待
报名费，到4月30日为止。
活动赛程共分为3公里行走或
跑步（适合6岁或以上者），以及
个性化赛程（3公里以下，没有年
龄限制）。

其他非竞赛跑步或骑脚踏车
活动包括10公里（适合13岁及以
上）、5公里步行或跑步（适合8
岁及以上）以及20公里骑脚踏车
运动。
一般公众的报名费介于35元
至53元。特需者如果在4月30日之
前报名可享有特惠报名费，介于

30元至48元。今年的路线也特别
照顾到轮椅使用者。
有意者可到以下网址https://
runninghour.com/registration报名，
截止日期是6月30日。公众也可
电邮至raceinfo@runninghour.com咨
询。

蓝云舟

报道

yznam@sph.com.sg

在学校里念信约，是我国
独立后首任教育部长王邦文提
出的。
李显龙总理前天在行动党
为王邦文设的90大寿生日会上
说，我国信约虽然由另一名建
国元勋拉惹勒南起草，但念信
约的概念其实出自王邦文。
李总理指出，王邦文担任
教育部长时提出了让学生宣读
誓约、教导学生对国家效忠的
想法。他当时致函拉惹勒南阐
述他的看法，并把教育部职员
的一些草稿交给拉惹勒南。
拉惹勒南随后根据这些草
稿整理出信约初稿，让李光耀
过目，经李光耀修饰后成为
现在的信约。王邦文过后也亲
自调修华文译本，成为华文信
约。
1966年8月24日，全国学
生首次在新月五星旗下宣读信
约，此后一代又一代的国人把
信约烂熟于心，贯彻作为新加
坡人的意义。
李总理说：“这个原本给
学生宣读的效忠誓约，如今
成了全体新加坡人的国家信

约。”
通晓中英，又能说不同方
言的王邦文，在动员群众和新
加坡争取合并的斗争中，为不
同语言群体担任桥梁的作用。
王邦文是行动党第一任组
织秘书，也是第一名全职员
工。王邦文年轻时因见证战争
的残酷和战后的动荡，坚信人
民行动党打造独立、公平、公
正、多元种族马来亚的理念，
1955年毅然放下在吉隆坡月薪
700元的工作，投身行动党事
业，隔年出任组织秘书。当
时，他每月领取450元的报酬。
虽然当时组织秘书负责的
主要是行政工作，但通晓华
语、广东话和福建话的王邦
文，在以受英文教育人士居多
的行动党非共产主义领袖，与
讲华语为主的群众之间，发挥
了关键的搭桥作用。
李总理说：“王先生帮忙
党领导层把他们要传达的信息
散播出去，也帮助行动党在
1959年立法议会选举中大胜，
这次胜利让行动党第一次组织
政府。李光耀在回忆录中曾写
道，没有王邦文，他会成为一
个‘又聋又哑的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