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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触点 街访街坊

演出

《创新声》第二场音乐会 
（20时，天福宫，免费）
zaobao.sg 全新网络音乐节目《创
新声》为本地新晋创作人提供一
个发表音乐创作的平台，让他们
有机会跟本地资深音乐人交流。
由本地创作歌手黄美婷呈献。
zaobao.sg 网站和面簿将现场直
播。
网址：www.zaobao.com.sg/video-
series/sing-our-song

展览

《浩瀚之旅》林金海 
——母校回顾作品个展
（11时－19时，最后一天，南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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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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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码

（根据zaobao.sg昨晚6时
单日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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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全球 
空气污染危机

“呼吸”比吸烟更有害 
毒空气每年夺700万人命 

全球空气污染日益严重，因
吸入充满有害物质的空气，
每年700万条人命被夺走。一
起来了解全球空气受污染程
度以及如何对抗这场危机。

南大惠普合作研发科技
用于4D打印智能材料

创意课程反应佳

中学“体验式教学”将扩大 李思敏　报道
leesimin@sph.com.sg

　　由4D打印技术打印出来的
智能材料可根据不同环境和温
度变形，这类材料有望降低制
作医疗器材和汽车零件所需的
时间和成本，为制造商和服务
对象带来更大好处。
　　南洋理工大学和科技公司
惠普（HP）新成立的企业研究
室将推动数码制造业和3D打印
技术领域的发展，其中一项研
究项目将集中在研发出4D打印
机能够打印的智能材料。
　　这是惠普全球首个企业研
究 室 ， 也 是 南 大 至 今 最 大 的
企业研究室，耗资8400万元打
造，并获得新加坡国立研究基
金会的支持。
　　南大和惠普的100多名研
究人员和学生接下来四年会研
发制造业领域的新科技和解决
方案。双方已制定15个研究项
目，除了3D和4D打印技术，其
他项目包括研发可供制造业使
用的高级聚合物以及能够打印
活组织模型的设备。
　　团队也会研究网络安全和
人工智能领域，例如确保打印
机能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自行
评估和解决问题。

王瑞杰：企业应与大学 
建立长期战略研究关系
　　惠普也会提供七台新型3D
打印机，让研究人员和学生设
计新产品或研发新材料。

　财政部长王瑞杰日前在企

业研究室推介仪式上致辞时指
出，企业研究室可加强研究、创
新和企业之间的连接，建立起
我国在科技方面的核心能力。
　　也是国立研究基金会主席
的王瑞杰说：“让企业的科研
人 员 和 工 程 师 走 进 我 们 的 大
学，就不只会有一次性的产品
研究，而是能建立起长期的战
略性研究关系。
　　这能让企业提高产品和服
务的竞争性，并研发面向新市
场的新产品。学生也有机会接
触新颖科技和学习未来技能。
这些都能支持企业在我国的持
续增长，从而制造更多就业机
会。”

南大校长：模块单元课程
方便在职者和校友进修
　　根据合作协议，南大也计
划推出单元课程，让学生学习
数 码 制 造 业 的 相 关 知 识 和 技
能。
　 　 南 大 校 长 苏 雷 什 教 授
（Subra Suresh）指出，学生
可通过课程走出教室，接触与
业界息息相关的重要课题和产
品。“与此同时，惠普也有机
会接触和评估学生的能力，提
供实习机会，还能让学生在毕
业后在本地或海外有良好的就
业机会。”
　　苏雷什也指出，课程内容
以模块的方式呈现，方便用于
其他用途，例如给已经毕业但
有意提升或学习数码制造业相
关技能的南大校友进修。

南洋理工大学与科技公司惠普成立企业研究室，惠普将提供最先进的
3D打印器材，让研究人员和学生设计新产品或研发新材料。（林国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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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一至五，纪秀怡跟许多
白领丽人一样早上七八时起床准
备上班，不同的是，到了周末，
她虽然无须到公司报到，却反而
得比平时更早起身，有时甚至凌
晨就起早摸黑。
　　纪秀怡（25岁，右）平日从
事市场营销和广告工作，到了周
末则摇身成为化妆师。因为接下
新娘化妆的工作，所以她周末
经常早上不到5时就必须出门开
工。遇到一些得遵守吉时或是习
俗的新娘，时间就更早了。
　　6月和年底是结婚旺季，纪
秀怡忙起来一个周末就需要为两
三名新娘服务，有时连休息的时
间都没有。身兼两份工作的生活
虽然忙碌，但是谈起她热爱的化
妆，纪秀怡语带兴奋。
　　纪秀怡念初级学院时参加戏
剧社开始接触化妆，慢慢地爱上

了这色彩缤纷的世界，觉得能通
过化妆展现她的创意。她那时会
存下零用钱购买化妆品，或是跟
家人逛街时要求母亲买给她。
　　上大学后，她对化妆的兴趣
有增无减，几乎每天花两三个小
时上网看视频学习如何上妆和做
不同发型。除了在学校为一些表
演者化妆，母亲和妹妹也成了她
的实验对象。无师自通的她笑
说：“妹妹留长发，我都拿她练
习梳理发髻。”
　　她希望有朝一日，当她站稳
脚跟后能成为全职化妆师，拥有
自己的工作团队，不过目前她安
于现状。
　　纪秀怡说：“我热爱化妆，但
也很喜欢营销的工作，这是我的
两大兴趣。现在如果单靠化妆赚
钱，我担心会因为太在乎收入，
反而扼杀了对化妆的热忱。”

王晓亚　报道
wangxy@sph.com.sg

　　多所中学试行了几年的“体
验式教学”收效良好，未来将配
合教育部取消部分考试的新措
施，推出更多创意课程，让学生
感受学习乐趣。
　　位于碧山的光洋中学在2012
年受热门美剧“CSI ”启发，开办
刑侦课。课程开放给所有中一学
生，作为生命科学课的一部分，
由生物教师指导，目的在于投学
生所好，将沉闷的科学课变得有
趣，促进学生对法医学的兴趣。
　　教师们精心设计了三个不同
的案发现场，学生分成四人一
组，通过一整个学期的搜证采
样、脱氧核糖核酸（DNA）比对
及嫌疑人笔录分析等过程，利用
科学知识，逻辑思考和观察能
力，找出真凶。
　　光洋中学生物教师颜贻芳
（33岁）接受《联合早报》采访
时表示，以往生命科学课的气氛
沉闷，很难将知识点有效传达给
学生，但是 CSI 课却大受欢迎，
就连顽皮的学生也会认真“办
案”。许多学生由此对生物产生
兴趣，升上高中之后还继续报读
相关课程。

“当然我们也会在年终的时候
进行检讨，改进课程。除了分析
学生的意见外，还要反省课程内
容是否达到教学目标，以确保学
生真的有从中学到知识。”

无作业无考试 
学生查出真相有奖励
　　CSI课程没有作业，也没有
考试。第一个案件全程由老师带
领入门，之后便全赖学生自由发
挥。学期末时，最接近真相的学
生将获得奖券作为奖励。

中一学生张凯凯（13岁）认
为，查案过程让人享受其中，不
仅学到了很多知识，还有一种在
为“死者”伸张正义的感觉，令
人充满成就感。

“ 课 程 教 会 我 很 多 生 物 知

识，培养我观察细节的能力，同
时在上课时更专注地听老师讲
解。不仅如此，办案过程需要团
队协作，更是增进了同学之间的
友谊。”
　　颜贻芳透露，学校从今年起
甚至将 CSI 课程原本的等级评分
都一并取消，让学生上课时完全
没压力。这与教育部最近宣布减
少考试，鼓励学校将腾出来的时
间引导学生进行探索学习，培养
学生学习兴趣的理念不谋而合。

学生课余爱到创客空间 
亲手制作礼物
　　另一方面，立才中学也不落
人后，从2014年起打造“创客空
间”，激发学生动手制作的能力
和设计才华。
　　空间开放给每一名师生，随
时有专门的教师看管，同时也要
求学生必须在使用设备之前，先
学习操作技能。

　教师们利用创客空间的3D打

印机、纸板、模具等设备制作课
堂所需的材料。学生们则喜欢在
课余时间到那里制作送给朋友的
笔盒书签，或亲手为教师精心准
备教师节礼物。
　　中三学生林宝隆（15岁）
说，创客空间如今已成为他课余
时间必去的地方。他喜欢在里面
使用各种手工设备，或在电脑上
画图，然后看着神奇的3D打印机
将自己的创意变成现实。

“我自己动手做了很多东西，
比如有插孔的手机支架，送给妈
妈的小狗摆设等。”
　　林宝隆说，在创客空间里，
他学到许多设计技巧以及电脑软
件的应用，这让他对科学充满兴
趣。

“未来我想成为工程师或程序
员，中学毕业后应该会选择学习
相关专业。”

　创客空间负责人蓝烽榕（39
岁）是一名生物教师，他介绍
说，空间不仅让教师及学生收
益，也受到家长的欢迎。他们无
须担心孩子放学后无所事事，学
校提供了安全的场所，让学生在
娱乐中学习。“我们也将自己的
经验与其他学校分享，希望有
更多学校能够做出这方面的尝
试。”
　　蓝烽榕也指出，明年开始取
消中一年中考试后，学校会有更
多空间，自由尝试创意教学，同
时帮助那些在课业方面表现不理
想的学生挖掘其他技能方面的潜
能，建立自信。

▲光洋中学从2012年起，开办 CSI
刑侦课，让学生在没有考试的压力
下，利用科学知识找出真凶，在快
乐中学习。（梁伟康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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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入本地中学的 

“体验式课堂”

寓教于乐，学习兴致更高。
配 合 教 育 部 取 消 部 分 考
试的新措施，多所已试行
“体验式教学”的中学将
推出更多创意课程，进一
步提升学生的学习乐趣。

●印尼狮航一客机坠海

●查尔斯坦言后悔娶戴妃

● 曼谷素食店内  
发现“肉碎”揭命案

● 飞澳花1800元耗五小时　 
男子满脸刺青

●中国著名主持人李咏去世

魏瑜嶙　报道／摄影
elynh@sph.com.sg 周末化妆师今日文章五大排行

平日从事市场营销和广告工作的纪秀怡，一到周末就摇身一变，当个令新娘神采飞扬的化妆师。

艺术学院第一校园，义安公司第
一及二展厅，明古连街80号，免
费）
展出1980年代至今的的作品。

　　下星期二是屠妖节公共假
日，移民与关卡局预计兀兰和大
士关卡将出现车辆拥堵情况，建
议在这期间使用陆路关卡的出入
境者规划好行程。
　　移民与关卡局发文告指出，
两个陆路关卡的交通流量预计本
周五（11月2日）起会增加，拥
堵情况料持续至下星期二（11月
6日）。该局强调，确保关卡安
全、防御外来威胁是当局的首要
任务。当大批出入境者同时使用
关卡设施时，安检造成交通堵塞
在所难免。

　　出入境者也不应携带任何违
禁物品如“Pop-Pop”砂炮和口
香糖入境我国。旅客若携带须缴
关税或受管制的商品如鸡蛋、肉
类和盆栽等，应在关卡人员检查
前主动申报。
　　当局也提醒公众检查护照，
确保使用的是属于自己、有效期
至少六个月的护照。曾有新加坡
人使用错误护照，或之前曾经报
失的护照，结果通关遭到延误，
对其他出入境者造成不便。
　　移民与关卡局将取消报失的
护照，尝试使用经取消的护照将

被视为抵触护照法令，可面对最
高1万元罚款、监禁最长10年，
或两者兼施。
　　驾驶者可在出发前上网www.
onemotoring.com.sg 查看两个陆路
关卡的交通情况，也可通过陆
路交通管理局设在亚逸拉惹高
速公路（AYE）和武吉知马高
速公路（BKE）的路况提示系统
（EMAS）事先了解关卡情况。

公众也可拨打6863-0117
查 询 ， 或 收 听 电 台 或 上 网
MyTransport.SG 获取最新路况消
息。

杜尼安路两闸门将免收费
　　陆路交通管理局完成季度电
子公路收费检讨，决定调整杜尼
安路两个闸门的公路电子收费。
　　根据陆交局的文告，从11月7
日开始，位于杜尼安路（Dunearn 
R o a d ） 的 两 个 公 路 电 子 收 费
（ERP）闸门早上8时至8 时30分
的收费将调低5角。原来的收费
为 5 角，因此调低后，驾车者不
必支付过路费。
　　当局将在11月检讨12月学校
假期ERP的收费。

立才中学打造的“创客空间”，
配有3D打印机、纸板、模具、电脑
绘图工具等设备，激发学生的创造
潜能。（萧紫薇摄）

屠妖节兀兰与大士关卡料拥堵速读狮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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