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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呼吸失调
对人体有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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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本地OSA患者，多数是年龄40岁以
上的男性，尤其是打鼾的人。
　　儿童也有可能患有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症
状，他们会因为睡眠不足而出现好动症状。
　　儿童会因为睡不好而不容易集中精神，学
习能力下降，甚至会尿床。
　　个人可以找耳鼻喉医生或者睡眠专科医
生，来诊断是否患上OSA，再接受恰当的治
疗。

问 谁是高风险群，儿童是否也可能患上
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症？

　　答：研究显示每十位惯性打鼾者
中，有至少三人患阻塞性睡眠窒息症。若
长期缺氧，可能会对身体造成负面影响，
包括：高血压、心脏病、中风、糖尿病、
认知障碍（如：记忆衰退）、学习能力下
降、抑郁症、提早患上老人痴呆症，甚至
是导致交通事故。
　　其中，许多问题被人归咎为“老人
病”，但其实治疗好塞性睡眠呼吸暂停
症，问题可能迎刃而解。
　　2015年的医药研究显示，70%的OSA
患者经历抑郁症的症状。
　　此外，欧洲的另一项研究也指，抑郁
症患者有睡眠呼吸失调问题的概率，比常
人高出五倍。所幸，如果OSA得到治疗，
抑郁症也可以逆转。
　　此外，患有OSA的女性，可能体现
“非典型”症状，例如疲劳、失眠、早
晨头痛、情绪障碍等，而没被诊断出患上
OSA。

问
患有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症会
对身体有什么影响？

　　答：它是一种常见但严重睡眠失调问题，
睡觉时上气道就会受阻而出现阻塞性睡眠窒息问
题，造成血液氧量下降。
　　常见症状包括：
●睡眠不宁
●半夜气喘或呛着
●半夜胸痛
●早晨头疼
●睡眠充足，白天却难以集中和严重困倦
　　一整个晚上，这可能发生好几次，一些严重
个案甚至在个人没注意到的情况下，发生上百
次。而当你的大脑和身体缺氧时，你可能因此醒
来。

问
什么是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症（简称
OSA）？

　　新加坡近年来加强对抗恐怖主义的
宣导力度，政府领导人也经常在不同场
合谈及这个问题。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
尚穆根指出，回教社群被置于聚光灯下
虽然令部分人感到不舒服，但政府有必
要提高国人的危机意识，宣导如今也确
实取得了一定成效。
　　《联合早报》报道，尚穆根昨天出
席本地回教社群举办的一场研讨会致辞
时指出，多数人现在懂得分辨和拒绝那
些分化社会的言论与行为，进而抑制了
极端宗教思想在本地蔓延。
　　“若你今天到街上跟一名普通回教
徒聊天，他们会告诉你什么是恰当，什
么是不能接受的（回教观点）。（反对
极端主义的意识）逐渐深入人们心理，
并得到人们的认可。”
　　尚穆根说，支持较极端观点的一小
撮人如今已保持静默。“这可能只是短
暂的，但至少现阶段他们都选择保持
低调。我们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心理韧
性。”
　　政府去年启动全国保家安民计划
（SGSecure），在社区举办演习活
动、加强多个地点巡逻与检查，以及部
署反恐紧急应对部队。一旦发生恐怖袭
击，应急部队可迅速抵达现场，打击恐
怖分子。
　　尚穆根坦言，政府频密强调恐怖主

义威胁确实令回教社群感到不舒服。
“多数回教徒都爱好和平、思想温和，
因此时不时会有人质疑……‘我们既不
是极端主义分子也不支持伊斯兰国思
想，为什么你们一直谈恐怖主义？’”
　　对此，他指这么做是为了“向宗教
学者以外的更广泛群体”传达坚决反对
极端主义的信息，建立更和谐包容的社
会。

尚穆根：
反恐宣导取得成效

▲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指出，多
数人现在懂得分辨和拒绝那些分化社会
的言论与行为，进而抑制了极端宗教思
想在本地蔓延。（档案照）

廖慧婷　报道
liaoht@sph.com.sg
　　你是不是睡觉会打鼾？还是经常睡不
好？
　　本地有近三分之一的国人，患有中等至
严重的睡眠呼吸失调问题。
　 　 其 中 ， 患 有 阻 塞 性 睡 眠 呼 吸 暂 停
（obstructive sleep apnoea）的人，通常
都有打鼾、在睡梦中被呛醒和疲劳等症状。
　　那么患有睡眠呼吸失调问题，可能对人
体造成什么影响？谁又是高风险群？应该如
何治疗？
　　伊丽莎白医院耳鼻喉外科蔡尤锦医生，
为读者解答。

▲伊丽莎白医院耳鼻
喉外科蔡尤锦医生。
（受访者提供）

问 应该如何治疗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症？

　　答：OSA可以通过多管齐下的方式进行
治疗，例如调整的生活习惯包括减肥运动、侧
睡、避免在睡前四到六小时喝酒、戒烟、治疗
鼻腔问题及培养良好睡眠习惯。
　 　 此 外 ， 病 患 也 可 以 使 用 持 续 呼 吸 道 正
压通气器（Cont inuous Pos i t i ve  A i rway 
Pressure），即通过鼻罩或面罩输送高压气流
撑开呼吸管道，使睡眠呼吸顺畅。
　　如果鼻腔或口腔通道狭窄，可与耳鼻喉专
科医生探讨手术选项。

黄佑解　报道
wongyj@sph.com.sg
　　为了孩子暂别舞台，本地著
名剧场人林海燕阔别两年，只身
前往北京学习后，再次筹备舞台
剧《同鞋会》。
　 　 跟 随 中 国 知 名 导 演 就 近 观
摩，参与中国国家话剧院《兰陵
王》排练的林海燕接受本报电话
访问时表示，两年前因儿子参加
小六会考而暂别舞台。如今儿女
比较大了，她也有时间重新投入
自己喜欢的舞台剧制作了。
　　“海燕等人”剧团创办人兼
艺术总监林海燕（47岁）今年5月
在国家艺术理事会的赞助下独自
前往北京学习，主要参与及观摩顶尖剧
团的舞台剧制作，亲身感受及学习。
　　也是本报专栏作者的她透露，当地
人非常热情，也很愿意与她分享经历，
让她的中国学习之旅精彩纷呈。
　　她分享说，有一次她从中国人民艺
术学院搭出租车离开，司机竟然问起她
的头发是真是假？
　　她笑说：“当时我都不知道应该怎
么回答。”
　　后来，她发现，该司机竟然有关注
中国艺术发展，还提到了中国知名话剧
演员濮存昕，令她倍感惊喜。
　　林海燕表示，这趟旅程让她获益不
浅，尤其是对于本地舞台剧
的信心。
　　“刚开始难免会觉得自
卑，但后来发现其实我们也
有自己的特色，看了别人的
运作后，可以学以致用，用
新的角度去呈现出来。”
　　林海燕目前正在筹备以

三位女同学前往泰国曼谷参加闺蜜婚礼
为背景，由艺人洪乙心、本地歌手陈莉
芯及去年参加《梦想的声音》的歌手郑
夏韵主演的舞台剧《同鞋会》。舞台剧
将于今年底推出。
　　另外，林海燕将于本月29日举办
“京游记”分享会，与公众分享游学经
历与心得。
　　洪乙心及郑夏韵也将到场支持，并
搬出《同》表演片段，让观众先睹为
快。
　　出席分享会的观众也能以特价购买
《同》演出门票。
　　公众可通过扫描QR码报名参加分
享会。

⊙“京游记”分享交流会
主讲人：林海燕
日期：2017年10月29日（星期
日）
时间：下午2-5时
地点：中国文化中心四楼剧场

阔别舞台2年
林海燕筹备新剧

▼林海燕在中
国人艺学院化
妆间与知名话
剧演员濮存昕
合影。（受访
者提供）

逾3万儿童参与
‘小心愿，大梦想’筹逾20万
　　超过3万4000名儿童参加今年的公
益慈善活动"小心愿，大梦想"，为志愿
福利组织筹集超过20万元。所筹善款也
是活动自2015年举办以来最高的。
　　《联合早报》报道，年度公益活动
"小心愿，大梦想"（Start Small Dream 
Big）由幼儿培育署推行，参与的儿童
来自全岛550多所学前教育中心。活动
配合新加坡50岁生日于前年首办，目的
是让儿童有机会参与志愿活动，从而灌
输孩子价值观，鼓励他们回馈社会。
　　善款将用来支持"总统慈善挑战"受

惠团体与其他机构，包括公益金、新加
坡视障人士协会、新加坡癌症协会等。
　　各学前教育中心在过去六个月以不
同形式带领儿童回馈社区。除了捐赠食
品、办义卖会，儿童也宣导社会责任。
例如，通过园艺提倡爱护大自然、利用
再循环材料制作手工品等。
　　参与儿童为各公益项目投入超过
100万个小时。去年参与的两万名儿
童，为慈善筹集超过15万元，投入时间
超过50万个小时。

今年的演习动员总计约4000名军人，其中陆军就占了3120人。
（取自陆军面簿）

余忠达 
罗克汉普顿 报道

　　近4000名海陆空三军军
人参与今年在澳大利亚举行的
“袋鼠演习”，教育部长（高
等教育及技能）兼国防部第二
部长王乙康将首次到肖尔沃特
湾训练区巡视演习情况。
　　“袋鼠演习”训练安全措
施在演习上个月发生致命事故
后受到关注，王乙康是发生事
故后，第一个到该区视察的内
阁部长。
　　今年9月15日，全职国民
服役人员曾宪正（21岁）在
演习中指挥Bionix步兵战车驶
出复杂地形时，车身侧翻。他
过后被发现倒卧在装甲车旁，
送院后不治。
　　事发后，训练区的所有训

近4000三军军人
赴澳参与‘袋鼠演习’

　　“袋鼠行动”军训区总面
积是新加坡的四倍，充裕面积
可打造逼真作战情况，促进空
军及陆军之间的合作。
　　澳洲肖尔沃特湾训练区面
积为2880平方公里，约新加坡
面积的四倍，离开最近的城镇
也有一段距离。
　　去年的演习指挥官蔡文杰
准将就曾表示，澳洲军训区地

形气候独特、广阔，对训练的
意义非常大，我国武装部队因
此非常注重“袋鼠军习”。
　　“在这里直线行军路程就
已 经 能 长 达 7 0 公 里 ， 还 有 远
离 城 市 的 广 阔 训 练 区 也 代 表
我们能用实弹推演各种综合战
略。这对于陆军及空军来说，
是在新加坡不能得到的宝贵经
验。”

　　“袋鼠演习”今年进入第27个年头，
至今参与演习的武装部队人数超过8万8000
人。
　　1988年，时任新加坡国防部常任秘书
林祥源，以及时任澳洲驻新加坡最高专员
Walter Handmer，代表两国签署协定，正
式让新加坡借用澳洲的军训区。

　　签署协定之后，首届“袋鼠演习”于1990年在肖尔沃特湾训
练区举行，我国当时派遣了1200名装甲部队的军人参与演习。
　　至此之后，“袋鼠演习”的规模日益壮大，1999年，我国空
军首次加入演习，新加坡海军也在2013年首次加入袋鼠演习，与
空军和陆军联合训练。
　　27年下来，武装部队已有超过8万8000人参与这项演习。

王乙康首次随队视察

陆军和空军联合进
行下悬式空运补给
品演习。（取自陆
军面簿）

打造逼真作战情况
促进空军陆军合作

新加坡武装部队在澳洲肖尔
沃特湾训练区举行“袋鼠演
习”。（取自陆军面簿）

　　哈莉玛竞选总统期间共花费22万多
元，当中约九成投入宣传开销。她的竞选
花费，比前任总统陈庆炎少超过一半。
　　选举局昨天起开放让公众查阅总统候
选人的竞选开支申报表，唯一符合参选资
格的哈莉玛，已在本月3日向选举局呈报
所有和竞选相关的花费记录，供公众查
阅。
　　《联合早报》报道，哈莉玛在竞选中
共获得80万元的捐款，捐赠者包括一家海
事公司，以及商人黄金春、昇菘超市董事
经理林福星等六人。其中，黄金春的捐款

最多，达44万元，其他捐赠者的捐款则介
于1万元至10万元。
　　不过，哈莉玛只使用当中的22万零
875元。尽管她是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自
动当选，但为了准备竞选，她已定制了总
值19万8000多元的竞选宣传材料，包括1
万多张海报、200个布条、以及T恤、徽章
和雨伞。这个费用也涵盖在竞选后，焚化
海报和布条的1800元费用。
　　剩余的2万多元则花在交通费、购买
和租借行政工具、租用活动场地，以及饮
食开销等方面。

　　相较于2011年陷入四角战的前任总统
陈庆炎和当时竞选花费最高的候选人陈清
木，哈莉玛总统的花费少超过一半。
　　陈庆炎和陈清木的竞选花费分别为50
万3070元和58万5045元。当时的另两名
候选人陈如斯和陈钦亮，则分别花费16万
2000元和7万1000元左右。
　　哈莉玛总统的竞选团队昨天发文告
说，所有未使用的捐款将归还给捐献者。
“多名捐赠者都表示有意在下一轮的总统
慈善挑战活动中捐款。”

哈莉玛选总统花逾22万

演习步入第27年
参与人数逾八万八

▲王乙康（档案照）

练暂停，当局检讨所有训练和
安全管理计划，并于9月17日
恢复训练。武装部队仍在调查
事发原因。　　
　　新加坡武装部队在澳洲肖
尔沃特湾训练区（Shoalwater 
Bay Training Area）举行的
“袋鼠演习”在上个月3日
揭开序幕，这次动员总计约
4000名军人，其中陆军就动
员了3120人、空军动员550
人，海军则出动298人。
　　这场一年一度的演习分成
三个训练期进行，预计在今
年11月4日落幕，为期超过50
天，是我国在每年众多海外单
边演习中为时最长的常年演
习。
　　“袋鼠演习”目前进入第
二训练期，武装部队第三精卫
营（3 Guards）的精卫兵将
在接下来几天内与空军部队人
员进行一连串的联合演习。
　　其中，精卫兵将在今天下
午和空军联合进行下悬式空运
（underslung operation）演
习，这是一种利用下悬式运输
方式，运载补给品给军人们的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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