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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地一个多学科团队获得津贴
展开研究，要剖析脂肪肝病如何一
步步恶化到肝癌的病变机理，以期
找出能预防癌症的新疗法，以及有
助于监测病情的生物标记。
　　新加坡科技研究局属下的新加
坡基因研究院星期二（9月20日）
发文告说，这项研究试图揭示肝脏
疾病恶化的基本机理，即从脂肪肝
病演变到肝纤维化（fibrosis）或肝
硬化（cirrhosis），最终形成肝癌
的过程。
　　肝细胞癌（hepa toce l lu l a r 
carcinoma）是成人当中最常见的原
发性肝癌，也是亚太地区包括新
加坡最常见的癌症之一。2011年至
2015年间，本地死于癌症的男性和
女性当中，肝细胞癌患者人数分别
排第三和第四。

　这笔研究津贴由国立研究基
金会提供。研究团队由新加坡基
因研究院主导，合作伙伴包括新
加坡科技研究局属下的新加坡免
疫学组、新加坡国立大学杨潞龄
医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医院、
新加坡癌症科学研究所、新保集
团杜克—国大免疫学转化型研究

所，以及南洋理工大学生物科学
学院。
　　团队希望通过这项集合多方力
量的研究，发现新的治疗靶点和生
物标记。这些靶点和标记可用于研
发能预防病情演变成癌症的新疗
法，生物标记也可用于侦测和监察
初期疾病恶化的情况，便于及时进
行干预治疗。
　　担任项目首席研究员的新加
坡基因研究院高级组长拉马努杰
（Ramanuj DasGupta）博士指出，
研究的重点在于了解肿瘤如何演变
及如何躲避人体自身免疫系统的检
测。团队希望重新激活人体免疫监
测力，可识别这些肿瘤细胞是“外
来者”，并消灭它们。
　　国大杨潞龄医学院内科系副教
授兼国大医院肠胃与肝脏科高级顾
问医生陈学扬说，非酒精脂肪肝病
越来越常见，预料会成为全球最常
见的肝癌病因之一。
　　“许多努力已专注在更好地治
疗癌症，这次津贴让我们得以从上
游着手，了解肝癌如何随着损伤程
度形成，以及背后的原因，从而预
防癌症的形成。”

马来西亚金马仑的番茄、菜心、小白菜和青葱因产量过剩目前都比较便宜。图为忠邦巴刹的菜摊，蔬菜供应和种类都充足。（萧紫薇摄）

更多客工回流

马国高原菜产量过剩
卖到本地便宜两三成

多学科团队获津贴合作研究
脂肪肝癌病变过程与预防法

李思敏　报道
leesimin@sph.com.sg

　　南北与东西线地铁列车运行
所需的电力目前占两线总耗电量
的60％，业者SMRT将同法国公
司泰雷兹合作，探讨如何将两线
列车的用电量减少15％。
　　由SMRT营运的南北与东
西地铁线自2017年改用泰雷兹
（Thales）的新信号系统，列车
加速、刹车和滑行等，都由其中
的自动列车运作系统来操控。
　　自动列车运作系统使用一套
智能计算法来控制列车，它会遵
循优化的运行曲线，在不影响列
车的行驶速度之下，尽可能节省
能源。
　　例如，系统会提前计算好站
与站之间的特定位置，让列车经
过时可在没有电力驱动和不用刹
车的情况下滑行。由于地铁线的
地形特征及列车在不同地点的行
驶速度都已记录于软件，因此可
通过滑行模式起到节能作用。

借运作数据分析耗电量
　　当局的目标是在2050年达
到零排放，为了朝目标前进，
SMRT将同泰雷兹合作，探讨如
何进一步节省这两条地铁线列车
的用电量。

　　SMRT和泰雷兹星期四（9月
22日）发文告说，双方下来会根
据信号系统收集到的运作数据，
分析列车如何直接影响地铁的耗
电量，然后提出合适方案，改善
系统的智能计算法。
　　文告指出，通过改善列车的
运行曲线及微调运作流程，就可
进一步节省能源。双方也设下目
标，力求将驱动列车所需的电力
减少15％。
　　SMRT地铁有限公司总裁蓝
晓开指出，这项合作计划反映了
公司为取得长期可持续发展和达
到零排放的承诺。“鉴于电力成
本不断上升，减少能源就可以协
助我们提高生产力，财务上也更
可持续。”
　　SMRT和泰雷兹今年2月签署
谅解备忘录，要共同探讨如何借
助数码分析等创新科技来改善列
车服务。泰雷兹说，公司希望通
过最新合作，为新加坡乘客提供
更可靠和更环保的服务。

SMRT与法公司泰雷兹合作
减少南北东西线15％用电量

　　使用家中的旧衣物，制成可重复使用的环保
袋，职总优儿学府幼乐园的儿童与家长携手通过
这项活动，为公益机构筹得3500元的善款。
　　过去八个月，来自蔡厝港中路第208座职总优
儿学府幼乐园（My First Skool）的42名幼儿园一
年级（N1）至幼稚园二年级（K2）孩童，为80件

旧衣物赋予新的生命，把它们改造为环保袋。
　　除了通过活动提高孩童的环保意识，售卖环
保袋的所得款项也用来资助总统挑战的82家公益
机构。
　　哈莉玛总统（中）星期四（9月22日）参观这
所幼乐园，并从校长曾诗慧手中接过支票。
　　哈莉玛说：“我们希望孩子们有爱心、同情
心、责任感与尊敬等家庭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对
于让孩子们了解家庭的重要性，以及为建立温情
与包容的社会，奠定了坚强的基础。”

（职总优儿学府提供）

卢慧菁　报道
fcloo@sph.com.sg

　　马来西亚逐渐放宽冠病防疫
管制之后，更多客工回返菜园工
作，彭亨州金马仑的高原菜随之
产量过剩，价格因此下跌。其
中，番茄批发价下滑过半，零售
价也大减，菜心、小白菜和青葱
的价格也滑落两三成。
　　本地进口的蔬菜有42%来自
马国，这回跌价的主要是高原
菜，其他产自柔佛州的平地菜如
苋菜、空心菜和番薯叶等，价格
持平。
　　新加坡果菜出入口商公会副
会长陈春发指出，从马国进口的

高原菜如菜心、小白菜、番茄和
青葱等，本周批发价明显下滑，
番茄甚至跌超过五成。
　　他受访时说，本地进口菜种
类多，价格常有波动，一般是天
气因素造成起价，但这次是高原
菜供过于求导致价格下跌。不
过，商家不会减少进口以稳定价
格，而是会设法帮菜农销售更多
蔬菜。

菜贩：平地菜价格稳定
　　记者星期四（9月22日）早
上走访忠邦巴刹，看见蔬菜供应
和种类都极为充足。
　　摊贩谢林嘉（70岁）说，番

茄的零售价目前每公斤2元4角，
比之前的3元5角便宜了不少。他
摊子上的青葱现在一公斤六元，
减了至少一元；小白菜和菜心一
公斤三元，也都比以前更便宜
了。金马仑的芥兰则是每公斤四
元，比其他产地的同类如香港芥
兰稍微便宜。
　　谢林嘉有38年卖菜经验，他
说平地菜如番薯叶和苋菜每公斤
介于3元至3元5角，价格和需求
稳定。“我向来依照来货价格调
整售价，蔬菜价有起有落，年底
雨季可能会起价，但这些调整都
是暂时的。”
　　另一名蔬菜摊主余先生（73
岁）说，每逢佳节期间，番茄售
价可高达每公斤四五元，如今下
滑到2元5角。至于收成快的高原
叶菜如小白菜及菜心，他以每包
1元5角至2元的方式出售，每包
重量介于350克至550克。

经营蔬菜摊的诺佳函（Noor
Jahan，27岁）说，马国番茄售
价可低至2元，但其他蔬菜价格
起伏不定，她预计年底雨季到来
时会有另一波涨价。
　　家庭主妇洪亚珠（67岁）几
乎每天都到巴刹买菜。她说，摊
贩一般会把常见的叶菜如小白
菜、苋菜和空心菜等分把出售，
一把一元至两元，其他比较贵的
蔬菜，如澳大利亚进口的西兰
花，才会个别称重。她不会因为
菜价跌了就多买，因为一般只有
三四人在家吃饭，有需要的话可
以随时可再买。
　　卓亚甘（76岁）到巴刹较常
买的是包菜、西兰花、菜豆、小
白菜和菜心。
　　她说，除了叶菜仍可能一把
一元，不会每天吃的菜如苦瓜和
红辣椒等都涨价了，因此买菜的
整体开销并没有减少。

新加坡果菜出入口商公会副会长陈春发说，从马国进口
的高原菜本周批发价明显下滑，番茄甚至跌超过五成。
不过，商家不会减少进口以稳定价格，而是会设法帮菜
农销售更多蔬菜。

失智关爱节明天开跑 
传达“触摸”疗愈功能
　　今年的失智关爱节将以“触
摸”为主题，强调疫情期间缺乏社
交和肢体接触，对失智症患者和看
护者造成负担和压力，提醒国人触
摸所具有的疗愈功能。
　　由社会企业赋智亚洲（Enable 
Asia）主办的一年一度失智关爱节
（Enabling Festival），从星期五
（9月23日）至10月6日于国家美术
馆举行。
　　今年活动以线上和线下的混合
模式举行，涵盖超过20项讲座和工
作坊，以提高公众对失智症和看护
心理健康的意识，也让患者、看护
和公众学习照顾患者的实际技巧。
　　活动将包括创意工作坊，教导
如何制作患者适用的加重毯子；对
话会，强调触摸的重要性，以及展
示社会中失智症患者和他们看护人
的感人故事的演讲和短片。
　　配合主题，护联中心会通过视
频介绍结合感官、心理社会和精神
元素等的“合十”护理计划，以及
提高患者生活质量的方法。
　　除了教导看护人有关失智症患
者交流时的实用技巧，护理计划在
传统照料之上，也会传授充满关爱
的触摸的疗愈功能。
　　欲知更多详情和有意参加失
智关爱节的公众，可上网https://
enablingfestival.peatix.com/。

速读狮城

刘智澎　报道
zhipeng@sph.com.sg

　　怀孕期间曾患妊娠期糖尿病的
妇女，可通过健康饮食、定期运动
和戒烟，将日后患上二型糖尿病的
风险降低超过九成。
　　妊娠期糖尿病（gestat ional
diabetes）指的是怀孕前没患糖尿
病，怀孕期间却血糖升高，通常产
后好转的情况。妊娠期糖尿病妇女
日后患上二型糖尿病（即非先天性
糖尿病）的风险，比一般人高出近
10倍。
　　在本地，每五名孕妇就有一人
有患上妊娠期糖尿病的风险，因此
有必要制定有效的干预措施，避免
或延缓二型糖尿病恶化。

体重、饮食、运动量、饮酒
和抽烟，是导致二型糖尿病的五
大风险因素。由新加坡国立大学
杨潞龄医学院亚洲女性健康全球
中心主任张翠林教授领导的研究
发现，若把这五大风险因素控制
在最佳水平，将有助于降低妊娠
期糖尿病妇女日后患上二型糖尿
病的风险。
　　参与研究的4275名妇女曾患妊

娠期糖尿病，当中以美国白人女性
为主，她们从1991年至2019年定期
测量体重和各种健康指标。在这28
年内，有924人患上二型糖尿病。
　　这些高风险群体也包括身体质
量指数（BMI）超过25的超重者，
以及先天易患糖尿病的妇女。

新加坡发病率“高得惊人” 
针对亚洲女性研究将展开
　　研究发现，把五大风险因素控
制在最佳水平的女性，患上二型糖
尿病的风险降低了超过九成。这些
女性的身体质量指数介于健康范围
内的18.5至24.9，她们都保持高质
量的饮食、定期运动、不吸烟，喝
酒的话，也适量即止。
　　结果也显示，每控制一个风险
因素，患病风险就会随之递减。研
究结果星期三（9月21日）发表于
《英国医学杂志》（British Medical 
Journal）。
　　研究团队指出，鉴于妊娠期糖
尿病在亚洲，尤其是新加坡的发病
率“高得惊人”，下来必须针对患
病风险高的亚洲女性展开进一步
研究。

管好五因素可将妊娠期糖尿病
转二型糖尿病风险降超过九成

旧衣制成环保袋
幼童筹款出绵力

SMRT和泰雷兹会根据信号

系统收集到的运作数据，分

析列车如何直接影响地铁的

耗电量，提出方案，改善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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