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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画师筑梦之旅

数码

来自印尼的尤莉卡，从小就受父亲影响，在潜移默化中对动画电玩产
生了兴趣。她目前在新加坡理工学院念数码动画，即将毕业的她已获
得一些海外公司的邀约，参与一些自由性质的创作工作。
多数家长不会特别鼓励孩
子玩电动、看动漫，尤莉卡（24
岁）却是从小受电玩动漫迷的父
亲影响，接触动漫的奥妙。
这也促使尤莉卡在年少时期
就有了朝动画创作发展的想法。
目前在新加坡理工学院念数码动
画的尤莉卡即将毕业，并已获得
一些海外公司的邀约，参与一些
自由性质的创作工作。
这名自幼从印度尼西亚到新
加坡落地生根的女生透露，父亲
从事资讯科技工作，因她从小会
与父亲一块儿看动画、看他玩电
玩，她在潜移默化中对动画电玩
产生了兴趣。
念小学时，她看了当时上映
的动画片《超人特工队》（The

Incredibles）后为之着迷，还特地
去买光碟，以便观赏这部动画的
制作花絮。
她说：“那算是一部启发我
的动画，让我觉得动画制作是一
份很有趣的工作。其实，动画和
电玩是能给人们乐趣的娱乐媒
介，未必是不健康的嗜好。动漫
人物可以有很多层次，我希望能
创造有趣的作品与人物，父亲也
很支持我。”
她完成中学教育后，到工艺
教育学院念数码动画。毕业后，
她到一家动画公司工作几个月，
从事人物设计的工作。
为了进一步发展兴趣，她报
读南洋艺术学院的课程，后来因
顾虑学费会对父亲造成负担，而

●被居民投诉霸桌日夜喧闹 
恶学生反呛：下来报警！

zaobao.sg最新微信公众号

“新加坡鱼尾文”上线

一个主打新闻、生活和文艺
的微信公众号，带你了解新
加坡原汁原味的风土人情，
领略小岛深处那些鲜为人知
的文化魅力。
（新加坡理工提供）

决定放弃，转到理工学院就读。
她在理工学院的表现优秀，
获得机会在最后一个学年参加为
期一年的实习。约50名念数码动
画的同学中，仅五人有这样的机
会。

用微信应用
扫描QR码
关注就是
不一样的
鱼尾文

尤莉卡去年在一家媒体制作
公司实习，学习到动画设计以外
的项目管理、做预算等技巧。尽
管该公司有意聘用她，但她打算
先从事一些自由性质的创作工
作，累积经验。

今日触点

裕廊岛地下储油库碎石
或被用作替代建筑材料

讲座
“乐”之境——无极

（19时30分—21时，新加坡大
会堂2楼（排练厅），免费）
《联合早报》与新加坡华乐团
联合呈献，中国著名二胡演奏
家段皑皑与新加坡华乐团笛子
演奏家林信有主讲。
网址：http://bit.ly/zbsco26mar
（索票）

展览
南艺私藏画作
展现“东南亚印象”

（11时—19时，至31日，南洋
艺术学院林学大画廊，免费）
展出25幅出自东南亚和亚洲画
家的风景画。

“极简主义：
空间·光·物体”艺术展

（10时—19时，至4月14日，国
家美术馆，圣安德烈路／滨海
湾金沙，艺术科学博物馆，门
票：公民和永久居民20元，两
个展馆）
国家美术馆与滨海湾金沙艺术
科学博物馆联办，展出世界各
地80多位艺术家和40位作曲家
约150件作品。
电话：62717000／66888888

姚诗韵个展“日记、
记录时间和其他想法”

贸工部兼教育部高级政务部长徐芳达（右三）昨天在三和公司首席执行长苏顺裕（右一）、营运总监何玉荣博士（右五）和裕廊集团总裁黄南（右
四）的陪同下参观三和创新中心，了解三和目前的研发项目。（潘丰源摄）

蓝云舟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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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建筑工程中挖凿出的沉
积岩碎石与其当废弃物丢掉，不
如经加工后用作建筑材料。三和
公司与裕廊集团合作，要赋予裕
廊岛地下储油库的数百万吨沉积
岩碎石新的商用价值，促进建筑
业的资源循环。
土木与基础设施公司三和
（Samwoh）与裕廊集团（JTC）
昨天签署备忘录，加强在数码科
技、自动化方案和可持续方案三
个领域的合作。

其中，在可持续方案方面，
双方将探讨如何将裕廊岛地下储
油库（Jurong Rock Caverns）的沉
积岩碎石（sedimentary rocks）废
物利用，作为结构混凝土中花岗
石集料（granite aggregates）的替
代材料。
沉积岩碎石一般的处理方式
是送往垃圾埋置场，但三和首席
执行长苏顺裕指出，裕廊岛地下
储油库目前的沉积岩碎石多达600
万至800万吨，与其丢弃，不如探
讨如何用它们替代原有的建筑材
料。

苏顺裕说：“随着新加坡的
地下基础设施建设越来越多，产
生的沉积岩碎石也会越来越多。
如果不现在开始探讨如何处置，
又要等到什么时候？”
三和目前已在道路建设工程
中使用沉积岩碎石，也获得当局
批准百分之百使用这类材料建造
道路。
不过，造路能使用掉的沉积
岩碎石终究有限，因此公司决定
探讨能否在建筑物的混凝土里也
使用沉积岩碎石。
这么做的挑战之一，是沉积
岩碎石可能与水泥产生碱硅酸反
应，导致混凝土胀裂，影响混凝
土的耐久性。苏顺裕说，为了让
沉积岩碎石适用于建筑材料，研
发团队正研究合适的配方。
三和也把新技术试用在公司
正在建造的智能中心（Samwoh
Smart Hub）上。这座四层楼高的

中心预计明年竣工，也将是我国
第一座正能耗（positive energy）
工业建筑。中心采用的多项新科
技如太阳能直流电冷气机组、智
能风机盘管和感应系统，也将大
大提高能源效率。
苏顺裕和裕廊集团总裁黄南
昨天在贸工部兼教育部高级政务
部长徐芳达见证下签署备忘录。
徐芳达在参观三和位于克兰芝弯
的创新中心后接受媒体采访时指
出，可持续发展方案应和商业考
量相辅相成。
徐芳达在答复关于政府如何
促进业界采用可持续使用材料时
说：“我们不要追求环境上可持
续，但商业上不可持续的做法，
因为这不利于企业。如果能找到
正确的方式，就能同时有利于企
业和环境。新加坡在这方面能扮
演角色，找出能达到这两方面目
标的解决方案。”

新电信推出本地首个数码化
“无合约”
SIM卡配套
李思敏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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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码科技日益普遍，多家电
信公司近期推出可让用户享有更
多数据流量的手机配套，电信巨
头新电信集团也加入战局，推出
本地首个完全数码化，并结合移
动通讯服务和生活消费体验的升
级版“无合约”SIM卡配套。
新电信昨天宣布推出GOMO
计划，与该业者现有多个手机
配套不同的是，购买GOMO配套

的用户不必签署长达一两年的合
约，只要支付20元，就可享有每
个月20吉字节（GB）数据量、
200分钟通话时间和200个短信。
需要额外流量或通话时间等，可
直接通过专属手机应用添购，如
果不想继续使用配套服务，30天
后可直接申请终止。
新电信新加坡个人通信总裁
袁坤满昨天在媒体介绍会上指
出，消费者对于生活消费等服务
数码化的需求越来越高。

●情侣涉台北弃婴 
解剖初判女婴是活胎
●泰大选中遭受重挫
民主党阿比昔辞党魁

三和与裕廊集团合作

土木与基础设施公司三和与裕廊集团昨天签署备忘录，
加强在数码科技、自动化方案和可持续方案三个领域的
合作。其中，在可持续方案方面，双方将探讨如何将裕
廊岛地下储油库的沉积岩碎石废物利用，作为结构混凝
土中花岗石集料的替代材料。

五大热门新闻

根据公司提供的数据，新电
信用户平均每个月使用手机流量
观看约九个小时的视频，超过100
万名用户使用My Singtel手机应
用，其中有约23％通过网站或应
用消费。

配套针对“千禧时代”用户
袁坤满指出，新配套主要面
向“数码原住民”和千禧时代
（millennials）消费者，这两组人
占据市场不小的份额。

“公司现有产品提供了结合
实体和数码化的体验，不过我们
相信市场上有一部分人想要纯粹
数码化的体验，也想要享有自由
和便利，我们相信GOMO能满足
他们的需求。”
为提供完善的数码化体验，
GOMO配套仅通过网站售卖，用
户之后可直接通过应用轻松查询
手机流量等详情，无需踏进实体
店。应用也有客服人员全天待
命，协助用户解决问题。

（星期二至六：10时—18时，
至4月27日（公共假期休息），
新加坡国立大学博物馆，肯特
岗弯（ Kent Ridge Crescent），
免费）
展出画家对水墨的告白书。
电话：65168817

前往神之家的邀请：
朝圣者到麦加圣城的故事

（星期二至日：10时—18时，
至6月23日，马来传统文化馆，

●亚历山大路致命车祸 
死者女儿：我妈死得冤枉
●酷航往台北航班舱压异常
氧气罩落下婴儿呕吐
（根据zaobao.sg
昨晚6时单日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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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消息可寄交“今日触点”
负责人或传真至6 319 - 8121
或电邮：zblocal@sph.com.sg

苏丹门（Sultan Gate），公民和
永久居民免费）
展出超过160件文物，例如1901
年的旅游证件、护身符以及服
装等，并且播放受访者的视
频。
电话：63910450

莱佛士在东南亚：
重新审视
其学者与政治家角色

（10时—19时（星期五21时结
束），至4月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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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洲文明博物馆与大英博物馆
携手策划，展品包括240多件东
南亚文物，部分文物展示东南
亚令莱佛士和英国殖民者着迷
的一面，但也展示他们错过或
不愿正视的另一面。
电话：63327798

国家美术馆

（10时—19时（星期五21时结
束），圣安德烈路，公民和永
久居民免费）
◆林清河：描绘新加坡（至6月
9日，City Hall Wing）：回溯林
清河从1930年代到1970年代的
户外写生历程。从画里我们看
到新加坡标志性风景的消失，
而周围环境则随城市化急剧变
迁。
◆吴冠中：文心与画境（至9
月29日，吴冠中展厅）： 展览
分七个主题，展品横跨吴冠中
50年生涯，出自国家美术馆馆
藏与私人收藏，一些乃近年捐
献，首次展出。
◆国土之法：新加坡宪法文献
展（长期展览，3楼的大法官办
公室）：展出23份关乎新加坡
的开埠、发展、沦陷、光复、
自治、合并、分离，最后成
为独立自主国家的重要历史文
献。这些文献记录着新加坡在
历史转捩点时的重要信息，约
一半展品首次公开展出。
电话：62717000

MSIG保险为500员工
提供技能创前程课程资助
卓彦薇

报道

tohyw@sph.com.sg

在保险公司负责处理保
单后端行政工作的邹葆玲（48
岁），前年使用了320元技能创
前程补助，去上她热衷的西方
艺术史课程，接下来如果她还
有意进修，不论课程是否与工
作有关，都可获得公司资助。

个人兴趣课程也可获资助
顶限为150元
MSIG保险公司昨天宣布为
500名员工提供技能创前程课程
资助，在今年12月31日前上与
工作相关的课程则可获得全额
资助，参加与工作无关的个人
兴趣课程则可获得50％资助，
顶限为150元。
公司认为，提升技能不仅
限于工作技能，也包括培养兴
趣、爱好等生活技能，这也与
终身学习概念不谋而合。
500名MSIG员工从昨天起，
分批参与由中区社区发展理事
会举办的技能创前程就业培训

指导工作坊，学习如何规划事
业，了解提升自身技能的重要
性。
邹葆玲也参与了昨天的工
作坊，她说，平日的工作多与
数据为伍，欣赏艺术画作，算
是她解压的方式。
她前年用了技能创前程培
训补助，到拉萨尔艺术学院上
了12周的西方艺术史课，今年
内参加与工作无关的课程，若
不超出公司资助顶限，则不必
动用自己的剩余的技能创前程
补助。
出席工作坊的中区市长潘
丽萍受访时指出，与企业联办
的工作坊，一般针对该行业、
企业的目标和策略微调内容，
帮助员工学习到更多行业相关
的重要技能。
2017年10月至今，中区社
理会已举办约200场就业培训
指导工作坊，让近1万3000人获
益，包括学校、跨国公司、中
小企业、私人和公共机构在内
的社区伙伴近100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