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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素不相识的两人参加好
友的跨国婚礼，庆祝有情人终成
眷属，没想到，他们也谱写异国
恋，步入婚姻殿堂。
　　黄庆霖（37岁，警察）和来
自泰国的太太乔伊（39岁，化妆
师）是在2009年相识。
　　他说，那年，好友迎娶泰籍
妻子，自己是伴郎之一，而乔伊
则是其中一个伴娘。
　　“我们的想法很单纯，只是
想做个朋友，我没想过她会成为
我的太太。我还记得那是乔伊第
一次来新，我就带她到处逛逛，
她回国那天也送她到机场。”
　　由于投缘，两人继续通过通
讯软件Skype聊天，保持联系。
后来，黄庆霖和朋友到曼谷游玩
时，乔伊也尽地主之谊，当他们

的导游。
　　黄庆霖说，相处之后，发现
彼此性格相当适合，也互有好
感，两人每天都会在网上聊天。
几个月后，他们开始正式交往，
而恋爱期间，每个月都会轮流探
望彼此。他笑称：“如果不这么
安排，我们的假期会不够用。”

　　但黄庆霖坦言，远距离感情
不是没有挑战。“我当然会担
心，所以有时会突然到泰国找乔
伊，虽说是给她惊喜，但其实是
要知道她有没有骗我……乔伊有
时也会突然和我视讯，算是突击
检查吧……不过我深深记得乔伊
曾和我说的一句话，那就是时间

会证明一切！”
　　他提到，最大的挑战是要说
服父母亲接受乔伊。
　　“恋爱一年后，我们决定结
婚，当我告诉母亲时，她很讶
异，也很反对。”
　　黄庆霖说，母亲担心他和乔
伊是不是太快做出结婚的决定
等，但最终还是成全了两人。
“这些年来，乔伊的一举一动，
母亲都看在眼里，也知道媳妇不
坏也不赖，已接纳了她。”　　
　　如今，两人育有一名八岁女
儿黄思思，乔伊也已融入本地生
活，除了英语和泰语，也听得懂
一些华语和潮州话。
　　在太太努力适应新生活的同
时，黄庆霖也依靠网上视频、歌
曲和电视剧等，自学泰语。
　　“太太为了嫁给我真的牺牲
了很多，要放弃熟悉的环境、家
人和朋友等，如果我设身处地地
想，我可能都做不到……所以我
很珍惜一切，可以做到的就是尽
量陪在她身边。”

邓玮婷　报道
tengwt@sph.com.sg

37岁的黄庆霖是在10年前为好

友的跨国婚礼当伴郎时，认识了

来自泰国的太太乔伊。两人从未

想过自己后来也和各自的好友一

样，共谱异国恋曲。

（邬福梁摄）

可生物分解当肥料

南大生利用食材
研制环保耳环坠子

胡洁梅　报道
ohkm@sph.com.sg

　　潮流不断改变，饰品戴
“腻”了把它丢弃会制造垃圾。
为推广亲环境意识，南洋理工大
学学生以淀粉材料制作耳环，这
些能生物分解的饰品可种在泥土
里成为植物肥料。
　　南大艺术、设计与媒体学
院学生王家明（26岁）两年前
与一名同学设立起步企业Green�
Boulevard，向企业推广使用薯粉
这种淀粉制的袋子，货源来自印
度尼西亚。
　　但他坦言，尽管不少企业起
初对袋子的询问度高，但由于售
价是一般塑料袋的三倍，企业对
这些袋子的需求并不是很大。
　　他说：“于是，我扩大产品
的种类，配合去年进行的毕业作
业，我有了制作可生物分解的耳
环与项链坠子这个想法，希望减
少浪费。许多女性都喜欢购买这
类饰品，也因潮流变化会常替换
饰品。如果这类饰品丢弃后能自
动分解，放回泥土中滋润植物，
我觉得会是一种亲环境的消费
品。”
　　这名主修产品设计的学生花
了约半年时间试验不同做法，最

后以面粉、食用油、食物色素等
材料调成混合液体，烘成片状，
再把一片片的成品切成想要的形
状来制作耳环和坠子。一些饰品
在设计上也添加罗勒（basil）或
番茄的种子，如果将它们埋在泥
土中，还有望“开花结果”。
　　他的创新点子获得南大的一
笔资助来进行试验。接下来，他
希望寻找企业合作，将制作饰品
的过程自动化，以便推出市场。
　　尽管以这种方式制作的饰品
使用期约一年、不能浸泡在水
中，但他认为这在满足一些消费
者常更换饰品习惯的同时，也有

助于减少垃圾对环境的负担。
　　王家明也计划推出一个DIY
自制工具包，让人们利用材料切
割自己想要的饰品形状。他希望
鼓励人们通过网站分享各自的成
品，进而推广绿色消费。

南大毕业作品	
麦士威路附近展出
　　他设计的这组亲环境饰品与
南大艺术、设计与媒体学院其他
学生的毕业作品都在临近麦士
威路熟食中心的卡达耶那鲁街
（Kadayanallur�Street）展出，展
出日期是本月11日至19日。

与同学一起设立起步公司制作环保耳环的南大生王家明，希望推广亲环
境的消费方式。（南洋理工大学提供）

为了减少垃圾及推广绿色
消费，主修产品设计的南
大学生王家明花了约半年
时间试验不同食材，研发
出可生物分解的亲环境饰
品，并期望寻找企业合作
将饰品推出市场。

讲座

陪你看报纸
（10时－11时，每周五，黄埔
民众俱乐部课室，黄埔通道
（Whampoa�Dr），免费）
《联合早报》和《联合晚报》联
办，由新闻工作者向年长者讲解
本周新闻。

“一带一路”座谈会
（19时－21时（18时30分登
记），报业中心礼堂，大巴窑
北，免费）
《联合早报》主办，国大李光耀
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顾清扬博
士，以及南大拉惹勒南国际关系
学院副教授李明江博士主讲。
网址：z a o b a o - o b o r - 2 0 1 9 .
sphevents.com.sg（报名）

年龄相关的背部问题
（13时－1 7时，国大医院，
Health�Education�Hub，免费）
国大医院脊椎中心顾问医生刘錄
霖主讲。
电话：67722184（报名）

发展文创，打造品牌
（18时30分－21时，晋江会馆4楼
礼堂，武吉巴梳路29号，免费）
晋江会馆主办，新加坡广告创意
行业领军人物林少芬主讲。
电话：62235913（报名）

导读汪曾祺著 
《茶，汤和好天气》
（19时30分－21时30分，杨厝港
民众俱乐部2楼，宏茂桥61街，免
费）
杨厝港阅读会主办，张琬卿导
读。电邮：m4543717@gmail.com�
（报名）／电话：64570414

展览

南洋书法展
（11时－20时，至20日，若轩
艺术展示空间，加冷娱乐广场�
（Kallang�Leisure�Park）1楼2号，
免费）�
南洋雅集联合南洋书法中心主

办，展出南洋雅集19位会员及其
中吴圣平、王运开、林锐彬三位
老师的43个学生的115幅作品。展
品异彩纷呈，有楷书、隶书、行
书、篆书、草书等。

艺·有空 
（9时－22时，至8月15日，新加
坡华族文化中心，免费）
◆意字型——双语标准字展览
（9楼远东机构表演厅大厅）：
中文字型有几种？中文和欧文字
型又有何区别？新加坡的标准字
要如何改进？本地设计师曾志良
为你一一解答，同时介绍中文字
型与双语标准字的设计过程。
◆叹咖啡展览（7楼中华总商会
多功能礼堂前厅）：展出本地画
家陈国平以本地咖啡店场景为题
材创作的油画与素描作品。
电话：68127222
网址：www.singaporeccc.org.sg/zh/
events/

演出

周5音乐站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主办，汇集
多名本地歌手免费带来连串好
歌。
◆12时30分（Zeeaura�洪至慧），
丹戎巴葛中心，国浩大厦（Guoco�
Tower），华利街（Wallich�St）
◆19时30分（Astronauts）／20时
45分（林宇），新加坡华族文化
中心1楼和美广场，海峡林荫道
网址：www.singaporeccc.org.sg/zh/
tgif-music-station-5/

其他

“应变与提升”路演
（10时30分－22时，至19日，怡
丰城中庭，免费）
劳动力发展局主办，有兴趣计划
职业道路的求职者可以向在场的
工作人员查询更多相关资讯，以
进一步了解一些职业计划和资
源。仅限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
参加。
电话：68835885

活动消息可寄交“今日触点”
负责人或传真至6319-8121	
或电邮：zblocal@sph.com.sg

今日触点

这些能生物分解的饰品可种在泥
土里成为植物肥料。

（南洋理工大学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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