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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共有超过2200人从新加
坡理工大学毕业，是新工大创
立以来毕业生最多的一届，这些
毕业生来自47个本科与研究生课
程，包括首次颁授的航空运输管
理荣誉学士学位。
　　新工大的实体毕业典礼星期
三（10月12日）起分三天举行，
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是第二
天的主宾。
　　黄循财在致辞中说，新工大
创立10年来已经在本地的应用学
习领域崭露头角，招收的学生人

数从首批的500人增加到现在的
9000人。

2021年新工大毕业生 
近96％半年内找到工作
　　新工大采取的是结合课堂学
习和实际操作的教学模式，毕业
生就业表现优异，是新工大和各
行各业伙伴携手合作的成果。今
年9月公布的2021年新工大毕业
生就业调查结果就显示，有接近
96％的新工大学生在毕业半年内
找到工作。
　　黄循财说：“这比许多自主
大学的表现还要优异，是相当大
的成就。”
　　值得一提的是，修读放射诊
断学、职业治疗和放射治疗等综
合医疗课程的毕业生，去年取得
了100％的就业。这主要是因为
我国人口迅速老龄化，到了2030
年有大约100万公民年逾65岁，
推动对医护专业人员的需求，也
为这个增长领域制造大量的就业

与职业发展机会。
　　新科技如人工智能可以帮助
放射诊断师识别人体内的异常，
也能帮助放射治疗师针对患者量
身订制化疗剂量，减少后者承受
的辐射和提高护理质量。通过远
程护理，职业治疗师也能帮助老
龄人口在家中康复。
　　黄循财提出，随着科技发
展，未来人们须不断地学习新技
术、了解新的治疗方案，以提供
更高素质的医护服务，因此这些
领域的毕业生也要不时重返校园
继续进修。他说：“今天虽然可
能标志着大学学习生涯的结束，
但终生学习旅程才刚开始。我希
望所有人都能培养持续学习的心
态，及时掌握做好工作所需的最
新技能和知识。”
　　黄循财也承诺，在终身学习
的努力中，政府和新工大等机构
将继续提供支援。
　　新工大今年首次颁授的航空
运输管理荣誉学士学位课程共有

52名毕业生。修读这项课程的学
生有八个月时间到航空公司、机
场以及货运公司等机构实习，吸
取实际操作经验，以及掌握这个
行业所需的分析、管理与运作等
技能。
　　新工大今年也颁授首个名誉
学位，新工大董事会创始主席伍
逸松在星期四的毕业典礼上，获
颁荣誉文学博士学位，以表彰他
2009年9月至2022年3月间，为新
工大做出的贡献。
　　这些贡献包括领导新工大打
造应用学习、与业界伙伴加强合
作，以及大力推动新工大在榜鹅
数码区设立校舍，方便大学与业
者就近合作。
　　伍逸松在答谢词中说，受气
候变化、地缘政治冲突、高通货
膨胀率以及行业颠覆影响，人们
正进入充满不确定的时期，但他
有信心，新工大这所年轻又灵活
的学府，能继续成为新加坡大学
教育的重要支柱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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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减少消费者对物价上涨的
担忧，职总平价超市推出“天天
超值 天天省”计划，每月指定50
种生活必需品价格不变。
　　职总平价集团星期四（10
月13日）发文告说，在“天天
超值 天天省”（Greater Value 
Every Day）计划下，将提升现
有的“平价天天省”（Everyday 
Low Price）计划，同时推出新的
“平价超低价”（Price Drop Buy 
Now）计划。
　　接下来，在“平价天天省”
计划下，职总平价每个月会在
500多种热门生活必需品中选出
50种，以不变的价格卖给消费

者。每一轮的50种必需品名单将
在每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四公布。
　　在新的“平价超低价”计划
下，职总平价会指定一些商品，
以最高半价的折扣出售，促销持
续一周。每一轮的指定用品及折
扣将在每个星期四公布。

“平价省又省” 
特定消费者继续享优惠
　　另外，特定消费者也可继续
在“平价省又省”（Save Even 
More）计划下享受折扣，包括建
国一代（星期一和星期三，3%折
扣）、立国一代（星期三，3%折
扣）、社保援助计划蓝卡（星期
四，3%折扣），以及60岁以上年
长者（星期二，2%折扣）。

　　职总平价集团总裁查瓦拉
（Vipul Chawla）说，当前的经济
环境充满未知，集团理解消费者
对生活费上涨的担忧。“虽然通
货膨胀导致营运成本增加，但集
团仍会不余遗力，确保生活必需
品维持在合理的价格。”
　　平均每周在职总平价超市
消费60元的潘金桃（70岁，退休
者）说，通货膨胀导致不少产品
如鸡蛋的价格上涨几角钱，这些
涨价积少成多，让不少消费者吃
不消。“希望新计划推出后，能
帮助中低收入家庭减缓生活费上
涨的压力。”
　　平均每周在职总平价超市消
费50元的吴勇（22岁，硕士生）
则说，学生的消费能力有限，购
物时会货比三家，然后选择最廉
价的。“不起价的计划固然好，
但必需品的价格在短时间内不会
有太大的波动，如果超市能给予
更多的折扣，对消费者的帮助比
较直接。”

进一步的乳房筛查=

乳房癌吗？

我今年50多岁，有例常作乳癌筛查，也
经常自我检查乳房是否有肿块。可是，最近

我的乳房X光检验（mammogram）却显示有
异常发现。请问，这是不是意味着我得了乳癌？

答：这是常见的误解——收到了来自新加
坡乳房筛查计划（Breast Screen Singapore）
的信函被要求去进一步检测，就以为是患上了乳
癌，其实未必。固然收到信是因为乳房X光检验
的结果有异常发现，但也请大家不需惊慌，以为
一定就是患了乳癌。请放心，一般上，90%的
异状都是良性的。其实，书信是通知收信人如何
去指定的筛查中心，再进行详细的检测。

目前的筛查中心包括：新加坡国立癌症中
心、陈笃生医院、国大医院、樟宜综合医院和邱
德拔医院。所谓的进一步检测可以包括额外查看
乳房X光照片或超声波扫描。如果检测后再发现
异常，病人可能需接受活检（biopsy）以确诊。
即便如此，也只有10%的活检是恶性的。

初期患者5年存活率 接近100%
筛查的目的，是尽早发现乳癌，包括：
一、非侵入性乳癌——乳管原位癌（ductal

carcinoma in situ），这通常是在看到有乳房微钙
化现象而检出。在这个阶段，因为肿块未增生，
乳房超声波检测可能显现不出来，乳房X光检验即
可。治疗乳管原位癌，以手术为主，再配合放射
治疗，也可能需要荷尔蒙治疗以避免化疗。

在一些情况下，筛查也会发现存在细胞病
变（lesions）风险的非癌细胞，包括：非典型

乳管增生（Atypical ductal hyperplasia）。
不过，非典型乳管增生患者通常只需一个简单
的小手术确认，而无需任何治疗。但这类病人
可能需要较密切的乳房筛查追踪。

二、侵入性乳癌。这类乳癌也可以通过筛
查早期发现。一般上，2公分以下的肿瘤，无法
触摸出；因此，要测出小于2公分的乳癌，需以
X光或超声波检验辅助。小于2公分的癌，属于
癌症初期（第一期）。

此阶段病人可避免化疗，尤其是激素受体阳
性（hormone receptor sensitive）的乳癌患者。

好消息是初期乳癌患者的5年存活率远超
过90%。

例常的乳癌筛查对上述两类女性最有帮助。

有症状如肿块或分泌物 应马上看医生
然而，一旦发现乳房有异常症状，如：肿

块、乳头分泌物或是乳房变形，就应该马上看
家庭医生确定症状及进行初步了解，有必要的
话再转介看乳房外科医生。不宜拖延检查。

可选择不同疗法 未必要切除乳房
其实，治疗乳癌不一定要进行全乳切除

术，而是还有其他手术选项，例如乳房保留手
术，或乳房切除与同步乳房重建手术。

与此同时，医治初期乳癌的荷尔蒙疗法也
有所进步，意味着今日的乳癌治疗已有较多选
项，副作用也可能更低。病患所需要的治疗是
个人化的，因此患者最好跟专科医生商量最适
合自己的疗法，以获取最佳疗效。

陈佳纯
陈笃生医院综合乳房中心
普外专科高级顾问医生

新加坡防癌协会乳癌意识月
委员会成员

主答

问

早期乳癌没有症状和体征。因此，医学

界建议50岁以上女性，每两年进行一次乳房

X光检验。越早发现乳癌，治疗的选择就更多，

而生存的机会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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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了解更多关于乳癌的信息？立即报名参加
乳癌意识月网络讲座，向陈佳纯医生及其他专家
了解有关乳癌的筛查、风险因素、征兆与症状。

讲座日期是10月15日，时间是从下午二时三十分
至四时。请浏览：linktr.ee/BCwebinar了解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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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每个月在500多种热门生活必需品中选出50种，
以不变的价格卖给消费者，在新的“平价超低价”计划
下，职总平价会指定一些商品，以最高半价的折扣出
售，促销持续一周。

新计划助消费者应对通胀

职总平价每月50种必需品不涨价

职总平价超市推出“天天超值 天天省”计划，每月指定的50种生活必需品价格保持不变，帮助消费者应对通
货膨胀的压力。（萧紫薇摄）

包括航空运输管理首届毕业生　新工大今年超过2200人毕业

魏瑜嶙　报道
elynh@sph.com.sg

　　六岁的罗祤绅过去常发脾
气，跟哥哥抢玩具，抢输了就打
人，说话时发音不准确，也无法
静静地坐下来做功课。两年前，
他开始通过职总优儿学府的“儿
童援助模式”获得语文阅读和职
能治疗等多方面援助，如今他说
话更清楚，脾气和专注力也都变
好了。
　　星期四（10月13日）公布的
一项研究发现，职总优儿学府
（NTUC First Campus）在属下146
所幼乐园（My First Skool）推出
的儿童援助模式，让来自低收入
家庭和面对学习困难的孩童，能
在语言和认知发展方面，拉近与
同龄孩子之的差距。
　　职总优儿学府于2016年，把
原有的不同援助项目纳入儿童援
助模式框架下，每年为超过5000
名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提供社
会、学习发展和经济援助。
　　校方过后与国立教育学院合
作展开研究，以了解这样的援助
方式是否有效。研究人员在2019
年至2021年间，定期追踪来自58
名参与计划的K1学生，直到他们
升上小一。
　　结果显示，获得援助的孩童
无论是在语文，或是认知和学习
能力方面都有进步。就算在冠病
病毒肆虐期间，当学习进度和环
境被打乱时，他们的能力也未显
著退步。
　　以认知和学习能力为例，一
般孩童在这个项目的平均得分介
于90分至100分；在加入儿童援
助模式初期，58名接受研究的孩
童平均只得88.6分。经过约半年

的辅助后，他们取得明显进步，
得分增至92.3分。
　　疫情期间，根据研究人员
在2020年7月至12月间采集到的
数据，58名孩童平均仍获得91.9
分。
　　领导这项研究的国立教育学
院心理学和儿童及人类发展学系
助理教授解慧超受访时说，研究
人员以一对一的方式，让孩子进
行各种活动，从而评估他们在语
言和学业认知等方面的表现。

计划最迟2025年扩大援助 
受益孩童增至每年7000人
　　对于未来是否会调整儿童援
助模式，职总优儿学府儿童援助
总监庄怡珍透露，视入学孩童的
需要，以及未来可能开设更多
家幼乐园，校方计划最迟在2025
年，把受益孩童人数从目前的
每年超过5000人，增至最多7000
人。

　　此外她说，他们会与学前教
育领域分享研究结果，也会根据
结果改善现有的援助模式。
　　罗祤绅是其中一名参与研究
的学生，他的父母是小贩，有一
名九岁的哥哥。
　　他的母亲黄宝琴（43岁）
说，儿子加入援助计划后有明显
的改变，以前做功课坐五分钟就
乱跑，现在可以好好坐上半个小
时。他现在发脾气时，跟他解释
也比较讲得通。
　　“我平时要开档不能一直陪
着儿子，知道会有人帮我一起牵
着孩子，感觉会比较踏实。儿子
有什么问题不用我说，学校也会
知道。”
　　全国职工总会秘书长黄志
明，星期四到设在达曼裕廊永
安路的幼乐园了解这次的研究成
果，也观察课堂辅助员如何通过
小组指导，协助有需要的孩子跟
上学习进度。

职总优儿学府“儿童援助模式”成果佳
受辅助低收入家庭孩童学习能力有进步

职总秘书长黄志明（右三）在达曼裕廊永安路的幼乐园，观察课堂辅助
员通过小组指导，协助受益于儿童援助模式的孩子学数学。（蔡家增摄）

新加坡理工大学一连三天举行实体毕业典礼，仪式开始前，全体来宾起
立唱国歌。（李健玮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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