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期天快乐

今天听什么
导读 
《武当赵堡太极拳小架》
＠“中文图书馆服务”面簿，免
费（14时－14时30分，免费）
太极读书会主办，刘一龙博士主
讲。　　
网址：www.facebook.com/
groups/ChineseLibrary
Services.SG

今天看什么
Wikicliki：智能手机 
时代下的储存习惯
＠国家美术馆，义安公司中央大
厅展厅，圣安德烈路（10时－
19时，至7月11日，新加坡公民
和永久居民入场免费）
新加坡美术馆主办，展出六位新
加坡艺术家的作品，探索数码时
代收藏的意义。
网址：www.singaporeart
museum.sg/art-events/
exhibitions/wikicliki

戴尔·奇胡利：玻璃盛展
＠滨海湾花园，花穹（Flower 
D o m e ） 及 云 雾 林 （ C l o u d 
Forest）（星期一至五：9时－
21时（星期六、日及公共假期
22时结束）），至8月1日，门
票：16元起）
展出约140件作品，包括不同阶

段成名系列，25组装置，打造
沉浸式体验。
网址：www.chihulyinbloom.
com（购票）

《牛牛派对》巡回展 
＠福南中心1楼及地下2楼（9
时－22时，最后一天，免费） 
新 加 坡 华 族 文 化 中 心 与 T h e 
MeshMinds  Foundat ion联
合 呈 献 ， 通 过 增 强 实 境 技 术
（Augmented Reality）让牛气
冲天的艺术品活起来！邀请到八
位本地艺术家，以牛年为主题，
创作反映环保议题作品。 
网址：singaporeccc.org.sg/
zhhans/events/

“涛啸云涌” 
陈建坡遗作展
＠南洋艺术学院第一校舍，林学
大展厅，明古连街80号（星期
二至日：11时－19时，至5日，
免费）
展出超过70件书画作品。
网址：www.nafa.edu.sg/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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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点灯
宋慧纯　hcsong@sph.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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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孔教会 孔子大学堂 】“儒品”儒家品格教育课程 (公众组)
1.【初阶】唐棣、杨治中：2021年5月8日起, 每周六1:3 0pm-3:3 0pm

8 /5、15 /5、22 /5、29 /5、5 /6、12 /6、19 /6、26 /6 (8讲8 0元)

2.【进阶】罗晨曦、刘华庆：2021年5月9日起, 每周日1:3 0pm-3:3 0pm
9/5、16 /5、23 /5、3 0 /5、6 /6、13 /6、20 /6、27/6 (8讲8 0元)

为人谋事，必如为己谋事，而後虑之也审；
为己谋事，又必如为人谋事，而後见之也明。

—— (清)《训俗遗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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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家庭选择远程探监，而
不带孩子去监狱，部分原因是为
了向孩子隐瞒真相。遇到这种情
况，新加坡儿童会还须多扮演一
个角色，即是有技巧地让孩子知
道真相，因为不让孩子知道实情
未必对他们好。
　　如果家庭选择隐瞒真相，林
淑珍说：“我们一般会用‘你的
爸爸不在家，你还好吗？有上学
吗？’的这类说法，去试探孩子
当下的情绪状态。”
　　儿童如果面对问题，想进一
步倾诉时，新加坡儿童会将确保
他们获得协助。
　　林淑珍说：“困难的是，入

狱这种事有时还是会被污名化，
有些家庭可能独自面对挣扎……
这不是他们说得出口的事。”
　　但不管是选择坦白还是隐
瞒，新加坡儿童会仍然扮演从旁
扶持的角色，在人生的不同阶段
为这些家庭提供援助。
　　新加坡儿童会儿童外展服
务中心社工丽娜（Lena-Ann 
Shome）就曾陪伴亲友，向一名
小男孩坦白道出，他的父亲不是
住院而是正在服刑的事实。
　　小男孩当时念小学。父亲入
狱后，姑姑就带着他参与“扶梯
计划”，让他定期透过视讯探望
父亲。

　　丽娜记得，男孩有一阵子较
为自我封闭和情绪化。他的姑姑
猜想小男孩可能知道父亲坐牢的
事实。
　　丽娜说：“他们一直告诉小
男孩，他的父亲病重多年，因为
住院所以无法回家。如果一直
不说，对小男孩并不是最好的做
法。在与小男孩的亲友沟通后，
也取得他姑姑的同意，决定跟小
男孩说出真相。”
　　当天，丽娜和小男孩的姑姑
一起坐下来向小男孩阐明事实，
表明他的父亲不是入院，而是因
为做错事而须服刑，接受惩罚。
　　丽娜说：“小男孩当时开始
哭泣，但很快就没事，因为他终
于知道真相，父亲不是生病入院
而松了一口气。”

　　依据丽娜多年的辅导经验，
向孩子撒谎可能对他们产生影
响。
　　孩子有朝一日知道真相了，
可能不再信任骗他的亲人。这种
对成人的不信任，最终可能延续
至成年后，导致他们无法信任别
人。

协助小孩面对真相 
妥善处理他们的情绪
　　丽娜说：“对孩子最大的帮
助，其实就是面对眼前的情况。
如果处理妥善，将有助减轻对孩
子的影响。至于是否要选择坦白
说实话，最终的决定权在看护孩
子的亲人手上。他们必须在准备
好了才能坦白相告。我们不会逼
迫他们。”

　　“我通常不提丈夫入狱或是
我遇到的困难，毕竟别人的帮助
有限，一再提起只会让我感到消
极……但知道有人关心我，尝试
帮助我，我心存感激。”
　　玛丽（假名）的丈夫五年前
因伤人和诈欺相关罪名，被判入
狱七年。对于丈夫的所作所为，
她选择冷静面对。她积极地等待
丈夫出狱，更坚持让九岁和六岁
的孩子定期探监。
　　除了去监狱，她每个月会
带 孩 子 到 新 加 坡 儿 童 会 儿 童
外 展 服 务 中 心 “ 远 程 探 监 ”
（televisit），透过视讯让丈夫
和孩子见面。那里的职员也很关
心她。
　　玛丽从没想过要放弃与丈夫
的感情。她说：“若是真要放弃
一段感情，该回头想想当初结婚
的理由。想到这里，我决定守在
丈夫的身边。最重要的是要让孩
子知道爸爸还在。”
　　新加坡儿童会自2004年初与
新加坡监狱署合作推出“扶梯计
划”（Project LADDER）。育有
至少一名16岁及以下孩子并符合
条件的家庭，可使用儿童会的设
施，远程探监。
　　新加坡儿童会是本地首几家

设立这类卫星探访中心的组织，
主要为入狱家长和他们的孩子提
供援助。
　　一般上，亲友每月可探监两
次，一次面对面，一次远程。如
果无法亲自前往，两次都可选择
远程探监。
　　2010年至去年，有至少708
个育有孩子的家庭，在“扶梯计
划”下远程探监共6665次。

营造温暖探监环境 
让孩子安心与家长沟通
　　除了为这类家庭提供便利，
无须大老远前往探监，新加坡儿
童会也营造了温暖的探监环境，
让孩子们安心地与狱中家长沟
通。必要时，社工和辅导员会从
旁协助。
　　玛丽说：“我觉得远程探监
比较方便，探监时间也比较长。
如果亲自前往探监，每次只能见
面20分钟，等候时间约45分钟到
一小时。但远程探监有30分钟，
只须等待15分钟至半小时。”
　　新加坡儿童会儿童外展服务
中心总监林淑珍受访时说，中心
是为了所有儿童而设。
　　除了两个设有视讯设施的远
程探监房，中心内也设有玩乐

房。
　　“孩子们一到，职员会先带
他们入玩乐房。玩乐房就像是等
候室，让孩子们先坐下来玩玩
具、看看杂志等，总的来说，就

是希望他们感觉安心和平静。”
　　职员会要求远程探监的家庭
提早20分钟抵达，以便了解他们
的生活情况，能否应付家中的大
小事、孩子是否遇上困难等。

　　如果面对婚姻、财务等问题
而须支援时，新加坡儿童会职员
就把他们引介到家庭服务中心等
相关机构。
　　林淑珍说：“比如某个囚犯

快出狱了，这家人已不再需要我
们的设施，但可能还是需要辅
导，引介他们到家庭服务中心是
更好的做法。”
　　以玛丽为例，新加坡儿童会
提供了不少帮助。例如：丈夫入
狱时，玛丽得靠每月约2000元
的实得工资负担一家费用。新加
坡儿童会为她争取到购买日用品
的礼券，多少缓解了她的经济负
担。
　　玛丽说，当负面的情绪来袭
时，她一般上透过慢跑或看书排
解压力，或是向表姐倾诉。但她
认为若有专人在旁，在精神和财
务方面都是助益的。
　　她说：“每次探监时，孩子
们都会跟爸爸分享在学校发生的
事情。如果学会了新的诗歌，也
会朗诵给爸爸听。”
　　丈夫入狱至今，玛丽的孩子
都很懂事，不常问及父亲的事。
玛丽要让丈夫决定，是否该向孩
子坦白过往。她的丈夫今年2月
已出狱。
　　玛丽说：“最重要的是在过
程中，我的丈夫不会感觉到他是
被人抛弃。他在铁窗中度过的那
段日子，我们一直从旁支持，孩
子们也经常画卡片送给他。”

温馨远程探监维系亲子纽带

对一些本地家庭来说，“爸爸去哪儿？”不是电视节目，也不有趣，而是难以回答的问题，甚至是解不开的心结。
新加坡儿童会自 2004 年初与新加坡监狱署合作推出“扶梯计划”，为囚友的小孩提供良好的设施和环境，
通过“远程探监”，维系亲子纽带。

协助家属向孩童坦白“爸爸去哪儿？”

新加坡儿童会儿童外展服务中心除了在“扶梯计划”下提供远程探
监设施供狱友的亲友使用，包括丽娜在内的社工也会定期关注这些
家庭有什么需求，从旁提供协助。（陈来福摄）

新加坡儿童会儿童外展服务中心有两间装有远程探监设施的房间，让孩子们能在亲友陪同下，与他们入
狱的父母透过视讯保持联系。（陈来福摄，示范照片）

五大热门新闻

■黄循财：应减少社交活动 
　部分场所收紧人流管理措施

■首度回应“霸凌”事件  
黄俊雄：我当时很火很冲

■连续发烧两周抢救20小时 
　咖啡店大王洪鼎良逝世

■陈笃生医院多名冠病病患 
　去过公共场所将关闭两天

■国大高级研究员嫂嫂 
　及四岁侄女也确诊 
　感染群增至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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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2届全国学生书法比赛竞
争激烈，参赛作品如雪花纷飞，
三个组别的冠军从上千人中脱颖
而出。
　　这场一年一度的比赛由《联
合早报》与新加坡书法家协会联
办，昨天在新加坡书法中心李光
前堂举行颁奖典礼。
　　中学组冠军是在小学时期夺
得三连霸的南洋女中二年级生黄
相宜（13岁）。她去年升上中学
并在中学组获得亚军。
　　黄相宜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每
年参加这项比赛，学到许多书法
知识，也成为她坚持练书法的动

力，激励她不断提高书法水平。
　　她说：“书法是华人的优秀
文化传统，希望这个比赛越办越
好，继续为书法在新加坡的普及
作出贡献。”

书法培养耐心和毅力
　　小学组冠军是蝉联的大众小
学六年级生鞠宇轩（12岁）。他
说：“书法既可以让我感受到华
族传统文化的魅力，又培养了耐
心和毅力。我会继续学习书法，
不辜负大家的厚爱。”
　　高中组冠军是华侨中学高二
生易彦莹（17岁）。她认为比赛
提供了交流的平台，希望更多同
学从比赛中认识并欣赏书法这门

艺术。
　　今年的比赛共有1357人投
件，高中组152人，中学组341
人，小学组864人，主办单位因
此特意把得奖人数从74人提高至
90人。为保证比赛信誉，每组前
七位优胜者受邀在上个月11日到
新加坡书法中心现场挥毫，以兹
鉴定。评审团由资深书法家陈声
桂、何钰峰与陈朝祥三人组成。
　　冠亚季军各获得大奖杯，殿
军与优秀奖得奖者则获小奖杯。
比赛由杨启霖书法基金与新加坡
报业控股华文媒体集团赞助。
　　颁奖典礼主宾是杨厝港区国
会议员叶汉荣。华文媒体集团营
运总编辑罗文燕也到场。

陈劲禾　jinhet@sph.com.sg

第32届全国学生书法比赛

小学时期三连霸　黄相宜升中学再夺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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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疫情严峻，多地出现氧
气供应短缺的情况。印度的
缺氧问题为何如此严重？这
背后又凸显了当地哪些社会
和政治现象？

在印度， 
连呼吸也是一种奢侈

第32届全国学生书法比赛小学组冠军鞠宇轩（左起）、高中组冠军易彦莹，以及中学组冠军黄相宜在新
加坡书法中心领取奖杯，靠近镜头的三幅字分别出自他们之手。（严宣融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