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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文章五大排行

产妇剧痛:
感觉医生手在翻我内脏

爵士在7月

2018年

新加坡邻里企业座谈会
（10时30分－17时，大巴窑建
屋局总部（HDB Hub）底层会
议中心，收费：20元）
新加坡全国商联总会主办，强
调“新零售、新体验：带动邻
里新气象”，讨论的专题为如
何用简单的智能工具，让传统
商家获得超值的好处与提高生
产力。
报名网址：goo.gl/Mwg2Jr

新加坡文学奖：
写作的苦与乐
（19时－20时30分，国家图书
馆底层1楼多用途室，维多利亚
街，免费）
三位本届新加坡文学奖入围作
家林得楠、林高及流苏和读者
畅谈创作与追求幸福的关系。
报名网址：www.nlb.gov.sg/
golibrary2/e/slp-chinese

●本地集团标下

14间7-11便利店铺

别错过
精彩娱乐生活视频！

●梁志强不满

知名艺人挑战“二选一”
“今天吃什么”带你吃遍
大街小巷、每周新片介绍、
“科技玩家”让你认识最
新登场的科技玩意儿，上
zaobao.sg看最新视频。

●SMRT地铁首席营运总管

儿子被当
“宣传工具”
酒驾入狱遭降职
（根据zaobao.sg昨晚6时
单日排行）

联系方式

扫描QR码
观看娱乐生活视频

国家博物馆
（10时－19时，史丹福路，公民
和永久居民免费）
◆当我们同在一起玩乐：新加坡
的游乐场（1930年至2030年）
（至9月30日，1楼史丹福展
厅）：国家博物馆和建屋发展局
联办， 呈现本地游乐场的发展

电邮：zblocal@sph.com.sg
传送照片：9720-1182
网站：www.zaobao.sg
面簿：facebook.com/
zaobaosg

史，希望借着游乐场这个主题，
探讨它如何塑造新加坡的集体回
忆。
电话：63323659
活 动消息可 寄交“今日触 点”
负 责 人 或传真 至6 3 19 - 8 12 1
或电邮：zblocal@sph.com.sg

画画不仅让人放松身心，也
让一名失智症患者重拾欢颜。
高龄92岁的加里尔（左二）
从小爱画画。女儿罗斯娜（58
岁）受访时说，祖父生前当校
长，擅长画画，父亲在耳濡目染
下，和绘画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罗斯娜打趣说父亲的人像
画“完全不行”时，擅长画风景
的加里尔在一旁哈哈大笑。
加里尔从学校毕业后，并非
马上找一份与画画相关的工作。
他先是在诊所收取账单，后来到
制铁厂设计和从事制模工作，再
到广告公司当图像设计师。
加里尔说：“当时没有电
脑，顾客要什么图样，我只能用
纸和笔来设计。”对画画有满腔
热忱的加里尔下班后也不休息，
而是到夜市摆摊卖画。
因为一段小插曲，让他踏上
全职画家的路。罗斯娜说，父亲
喜欢骑脚踏车上班，但脚踏车后
来被偷。考虑到上班不方便，夜
市的画摊生意又做得有声有色，
使加里尔决定辞工专心卖画。
罗斯娜说：“父亲也喜欢做

（海峡时报）

义工，以前大选的时候，他帮忙
基层组织画宣传海报和布条。若
需要写中文或淡米尔文，他会叫
华族或印族朋友写一遍，自己根
据笔画描绘在海报和布条上。”
多年后，加里尔放下画笔，
全心照料患病妻子。他因视力不
佳等原因，10多年没再画画，直
至三年前被诊断患上失智症，罗
斯娜与兄弟姐妹认为画画有助舒
缓病情，才让他重拾画笔。
加里尔曾有一段时间不愿画

肉意欲流

KEEP CALM and
SUMMER ON
（11时—19时，至8月26日，太
平洋广场（Pacific Plaza）2楼16
号，史各士路（Scotts Rd），免
费）
展出Antoine Rose、Bruno
Timmermans、Gael Davrinche和
杨昔银等艺术家的作品。
电话：69177024

吴哥：
探索柬埔寨神圣之城
（10时－19时（星期五21时结
束），至29日，亚洲文明博物
馆，皇后坊，门票：新加坡公
民及永久居民12元）
亚洲文明博物馆与巴黎吉美博
物馆（Guimet Museum）合作呈
献，展出罕见高棉雕塑，还有
法国绘画及照片。
电话：63327798

国家美术馆
（10时－19时（星期五、六及
公共假期前夕22时结束），圣
安德烈路，公民和永久居民免
费）
◆青年节美术展（至8月3
日）：展出超过400幅由学生创
作的作品。
◆典藏说：国家艺术藏品的故
事（至8月19日，新电信特别展
厅B和C）：通过122件藏品，
叙述国家艺术收藏的故事与过
程。这些藏品守护机构从1976
年的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画廊，
转移到1996年的新加坡美术
馆，最终交托2015年开馆的新
加坡国家美术馆。
电话：62717000

新加坡集邮馆
（10时－19时，哥里门街23-B
号，公民和永久居民免费）
◆书信传情：艺术信封（至12
月31日）：为什么写信要用信
封？看一看各地的艺术家如何
通过信封的绘画传情达意。
◆“犬狗趣谈”特展（至12月1
日）：展出世界各地300多枚以
狗为主题的邮票，迎接狗年的
到来。
◆小王子——背后的故事（至
2019年3月17日）：配合法国
经典名著《小王子》75周年，
展出与《小王子》有关的邮
票，公众还可欣赏作者的绘画
和书籍等。
电话：63373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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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拾画笔展欢颜

展览
（12时－19时，至22日，
Artspace@Helutrans，2楼3号展
厅，丹戎巴葛分销园，岌巴路
39号，免费）
展出本地画家王瑾的25幅亚克
力油画及15件纸本与拼贴作
品，展现生肉与人体难分难舍
的关系。
电话：62255448

星期三

因为一段小插曲，让加里尔踏上全职画家的路。女儿罗斯娜说，父亲喜欢骑脚踏车上班，但脚踏车
后来被偷走。考虑到上班不方便，夜市的画摊生意又做得有声有色，使加里尔决定辞工专心卖画。

●剖腹产惊魂

演出

讲座

报道

choyxy@sph.com.sg

●老曾记进军伦敦

遭英食评毒舌狠批

（19时、20时，今明两天，滨
海艺术中心中央大厅，免费）
“Mosaic Jazz Fellow”计划的毕
业生Blue Ramen呈献。

蔡欣颖

2018年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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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同时病情加剧，促使家人决
定让他加入圣安德烈疗养院（女
皇镇）日间护理中心，让他平日
可获得更专业照顾，又有机会与
其他人沟通。家人的鼓励最终让
他又开始进行创作。
疗养院也摆设加里尔的画
作，疗养院日前开幕，他亲手把
作品赠予主宾卫生部兼环境及水
源部高级政务部长许连碹博士。
加里尔笑说：“我喜欢画
画，画画让我很开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