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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月举办新加坡气候大会

学者：演说角落网络时代仍有作用

何惜薇　报道
hosb@sph.com.sg

　　15名未满35岁的关爱环境
者，认定演说角落是集结有共同
关注者的不二选择，决定下月在
那里举行新加坡气候大会。
　　受访学者都认为，即便目前
有更多人透过网络等管道表达看
法和提出反馈，演说角落还是有
它可扮演的角色。例如它可提供
平台让有共同目标的民众齐聚，
相互扶持或对议题发出反对声
音。
　　2000年9月，政府借鉴英国
海德公园的模式，在芳林公园辟
设演说角落以顺应社会开放的诉
求。十多年来，国人只要遵守相
关法律与秩序，不触碰种族、语
言或宗教的议题，就可在那里演
说、集会甚至是示威。
　　这个角落见证了许多事迹，
如：新加坡民主党秘书长徐顺全
宣示带队示威游行；近千名受雷
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倒闭
事件牵连的苦主，希望政府和相

关金融机构给予协助；民众联署
要求保留母语在小六会考中的比
重；水费上涨、要求政府“归
还”公积金，以及相亲会和追悼
会等大大小小的集会。
　　据报道，巅峰时期，演说角
落一天有超过50个办活动或演说
的申请。不过，管理演说角落的
国家公园局受询时说，自它2008
年开始让民众上网提出申请以

来，每年收到约40至60个申请。
　　辽阔的网络言论空间，是更
少人觉得有必要到演说角落去的
一个原因。政治观察者、写作人
许木松就认为，政治课题的讨论
一般在有冷气的室内进行，而不
少网上运动就算没有庞大机构支
撑，也可以极具影响力。
　　他说：“以新加坡的治理体
系而言，如果有足够的人电邮相

关部门，或者在网络平台针对新
政策或课题发出清晰的反对声
音，通常都会获得当局的回应，
没有上街示威的必要。”
　　不过许木松认为，演说角落
仍能让社会运动人士、在野政治
人物，以及粉红点（Pink Dot）等
“经典活动”发挥作用。
　　南洋理工大学黄金辉传播与
信息学院教授汪炳华留意到，当

年开放演说角落的时候，互联网
正处萌芽阶段，而现在的面簿等
社交媒体以及WhatsApp短信应用
可触及的人数，“比芳林公园可
容纳的人数还多”。
　　此外，网上也设联署上书的
途径，省去必须亲临演说角落的
麻烦。
　　“但这不意味演说角落就没
有用途，以粉红点为例，这角落

是阐明论点的好地方。再说，一
些活动需要的是人气，大家不畏
麻烦齐聚一个地方，本身就是一
种情绪的宣泄。”
　　为反对针对同性恋、双性恋
与跨性别者歧视而在演说角落举
办的粉红点集会，今年迈入第11
个年头，活动每年都吸引到不少
人。

新加坡气候大会举办者： 
盼演说角落能凝聚人气
　　新加坡气候大会（Singapore 
Climate Rally）举办者之一莫添褀
（20岁）受访时说，选择演说角
落为活动地点确实因为希望能像
粉红点般凝聚人气。
　　这名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
学院三年级学生认为，环境问题
是个须正视的政治课题。
　　她说：“我们把演说角落视
为很多人齐聚以声援共同目标的
地 方 …… 很 多 人 都 是 凭 一 己 之
力，分别探索着保育和动物权益
等环境课题，我们希望透过这次
大会，为大家提供相互支持的平
台。”
　　新加坡气候大会的一个重点
是让与会者写明信片给国会议员
和政府官员等，吁请他们加大力
度以对抗环境危机，其他的项目
还包括由学者、大专生和其他关
爱环境者的演讲，以及野餐会。
　　大会9月21日下午3时30分开
始，欲知详情者可上网Instagram
或面簿页面@sgclimaterally。　

黄小芳　报道
xfhuang@sph.com.sg

　　卫生部将为人工智能技术制
定准则，以确保病患在接受相关
的治疗和诊断时，个人资料受到
保护，疗程也更安全。
　　结合人工智能的医疗技术日
益普及，有可能为病患带来更准
确和有效的诊断和治疗，并提升
医疗人员的生产力。
　　不过，卫生部目前尚未针对
人工智能技术推出一套准则，人
工智能相关的技术主要由卫生科
学局监管。
　　卫生部兼律政部高级政务部
长唐振辉昨天在新加坡放射医学
大会与介入放射学工作坊致词时
指出，为进一步确保人工智能医
疗程序的安全性，以及病患的资
料受保护，卫生部正在针对技术
开发商和医疗机构、医生等技术
使用者制定一套准则，指导他们
安全地开发并使用这类技术。
　　人工智能在医疗方面的运用

还处于起步阶段，准则将涵盖公
平、道德、问责和透明度等基本
原则，让开发商和使用者得到更
明确的指示，也让病患感到更安
心。

专家：就道德和法律责任 
新准则须提供明确指示
　　唐振辉指出，目前在乳房检
验程序中，一些医疗人员已经开
始采用人工智能分析扫描图像，
协助医生做出更准确的判断。若
能有效地把人工智能融入医疗团
队的工作流程中，它可以在医生
进行诊断和分诊时，扮演重要角
色。 
　　但他强调，人工智能尽管有
许多潜能，但也带来不少挑战。
　　他说：“人工智能技术可能
是通过‘黑箱’的方式研发，这
意味着技术的内部运作方式难以
被检验。这将导致使用者难以核
实人工智能提供的分析结果，一
旦发生不幸的事故，也难以问

责。因此，条例必须与时并进，
解决这些问题。”
　　受访专家认为，人工智能的
运用可能对医生和病患带来不少
道德和法律责任上的挑战，新准
则必须针对这两大课题，提供明
确的指示。
　　英国伦敦智库“战略网络空
间与国际研究中心”亚太区执行
副总裁张润才指出，新加坡保健
集团去年发生网袭事件后，不少
国人都注意到保护个人资料的重
要性。但人工智能带来的威胁不
限于此。
　　他解释：“人工智能目前大
多用于分析X光图像。一些医生
可能为了牟利，利用人工智能技
术的漏洞操纵分析结果，让病患
进行不必要的检测和治疗。这不
仅将导致医疗开支上涨，也可能
有损病患的健康，国外就有不少
这样的例子。这类事件容易引起
法律纠纷，若不明确划出界限，
将难以追究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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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校园内千蝶“起舞”

　　1200只铝制蝴蝶迎风舞动羽翼，呈现动态十足
的作品。
　　这件名为“蝶舞之环”（Loop）的艺术品是南
洋理工大学校园艺术走道（Campus Art Trail）上最
新添加的艺术品，由南洋理工大学艺术、设计与媒
体学院学生设计。

　　高4.5公尺的“蝶舞之环”由上千只紫色蝴蝶搭
起象征“无限”的莫比乌斯带（Mobius Loop）。
　　学生的巧思，让原本静态的艺术品碰到风就仿
佛有了生命力，活了起来。南大校长苏布拉·苏雷
什教授形容，这是一件结合艺术和科学的作品。

（南洋理工大学提供）

陈劲禾　报道
jinhet@sph.com.sg

　 　 剪 短 发 、 不 应 酬 ， 获 颁
《她的世界》年度杰出女性奖
的环保包装公司女老板，坚决
在男性主导的商界中以业务价
值证明自己，更不让员工抛头
露面换取生意。
　　钟淑娴（49岁）昨晚获颁新
加坡报业控股旗下杂志《她的世
界》（Her World）的年度杰出女
性奖（Woman of the Year）。
　　谈到身为女性对事业有哪方
面的帮助时，她说，虽然女人得
比男人更努力证明自己的能力，
但当她表现突出时，众人就会刮
目相看。
　　17年前，她在环保还未在业
界流行时，创立环保包装方案
公司绿源（Greenpac），协助其
他企业利用较少包装材料节省成
本，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同
时，她也是四个孩子的母亲。
　 　 绿 源 曾 经 获 颁 多 个 企 业
奖 项 ， 客 户 包 括 财 富 5 0 0 强
（Fortune 500）当中 大的一些
企业。
　　作为一家中小企业，公司的
新总部于2013年开幕时还请到时
任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尚达曼担任
嘉宾。
　　为了在男性主导的商界中生
存，钟淑娴不惜缩小女性化的一

面，以突显她的本事。
　　她在媒体访谈中说：“创业
初期我留过长发，后来我把它剪
短了。我想摆出坚强的样子，不
想男人因为我散发着女人味而欺
负我。”
　　她在公司里也规定，从事
行销的员工无须应酬陪酒，不
用参加“欢乐时光”（happy 
hour），男员工下班后可以陪妻
子或女友，女员工则可享有灵活
工作时间，以便顾家。
　　问她是否想念长发，钟淑娴
笑说：“可能不会了吧。现在时
间不够，短发容易打理。”
　　《她的世界》昨晚在香格里
拉酒店颁发年度杰出女性奖与
青年女性成就奖（Young Woman 
Achiever），人力部长兼内政部
第二部长杨莉明是晚宴嘉宾。

杰出青年女性通过业务 
加速小企业采纳人工智能
　　今年的青年女性成就奖则由
人工智能公司NeuralBay创办人郭
诗敏（26岁）获得。
　　该公司的一大特点是，在替
大公司开发解决方案后，公司会
征得它们的同意，利用大公司
收集到的数据，为小公司开发方
案，加速小公司采纳人工智能的
步伐。
　　除了钻研人工智能之外，这

名南洋理工大学数学系毕业生也
会玩五种乐器，也曾到非洲与朝
鲜探险。
　　郭诗敏说，母亲从小就灌输
她回馈社会的意识，因此才会想

到通过公司业务帮助可能会被数
码时代淘汰的小企业。
　　“我希望人们可以在工作中
找到意义，利用工作平台为世界
贡献正面力量。”

环保包装方案公司绿源创办人钟淑娴（左）与人工智能公司NeuralBay
创办人郭诗敏分别获得由《她的世界》颁发的年度杰出女性奖与青年女
性成就奖。（海峡时报）

不应酬重实干　环保公司创办人获颁年度杰出女性奖

保护病患资料确保疗程安全

卫生部将制定人工智能医疗准则

余忠达　报道 
benzdoer@sph.com.sg

　　新加坡管理大学在2019学年
准备了近728万元的经济补助，让
家境困难的学生可透过不同渠道
寻求经济援助。
　　配合昨天新学年开课迎新，
新大发布文告说明该大学为学生
提供的奖学金和经济援助计划。
新大昨天迎来2383名新生，人数
为历年来 多。
　　校方今年设立了296份奖学金
和助学金供新生申请，这意味着
每三名新生当中，将有一名有机
会获颁助学金或奖学金。

越南企业捐1000万元 
为越籍学生设奖学金
　　文告指出，校方录取学生时
不论对方家境，确保没有合格的
学生会因为经济问题而无法完成
学业。部分奖助学金会优先留给
有经济需求的学生，得主也无须
履行特定服务期（bond free）。
学生也可申请免利息的助学贷款
和学费贷款。
　　新大也提供工读津贴，让学
生通过在校园内外兼职，赚取额
外收入。目前有约177名新大学生
在校园内的办公处工作。
　　另外，越南企业Vingroup集

团捐出了1000万元，协助新大培
育科技人才。双方昨天签署合作
意向备忘录，专为越南籍学生设
立奖学金。今年起至2023学年，
校方每年将颁发多达12份奖学
金，申请者除了成绩优秀，还须
承诺回国为越南的发展出力。
　　新大校长江莉莉教授说，
Vingroup集团愿意拨出大笔资
金，证明该集团对校方的信心。

新大推出两项新核心课程
　　为锻炼学生独立思考能力，
以及思维的广度与深度，新大也
推出两项新的核心课程，包括
“经济与社会”（Economics and 
Society）以及“大哉问”（Big 
Questions）。
　　“经济与社会”课程让学生
了解如何从经济角度思考社会问
题，以及运用经济学概念解释世
界各地发生的事。“大哉问”课
程则让学生了解全球面临的各种
挑战。
　　新大今年也增添两个学士学
位及多个第二主修，包括信息系
统学院开设的电脑科学学士学位
课程、李光前商学院提供的海事
业务与运营专科和永续发展第二
主修、以及经济学院开办的数据
科学与分析第二主修。

新大新学年提供近728万元
为学生提供经济补助

受访学者都认为，即便目
前有更多人透过网络等管
道表达看法和提出反馈，
演说角落还是有它可扮演
的角色。例如它可提供平
台让有共同目标的民众齐
聚，相互扶持或对议题发
出反对声音。

芳林公园里的演说角落平日十分静僻，但不少人认为，它仍是凝聚人气的好地方。（陈来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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