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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光顾美食店时，最害怕是发现四周有
老鼠穿行，绝大部分人多选择“眼不见
为净”，尤其在食肆后巷、排水处一带犹如老鼠
的游乐场，画面极为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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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积在后巷的厨余散发出难闻的异味。

鼠虫横行
环境卫生引人忧

▲ 折叠成可爱小包包的布卫生

棉，便于携带与收藏。

▲

市议会委任承包商定期清理市区

加

影食肆中心一带，长期的垃圾堆积和厨余
处理不当，导致老鼠蟑螂等肆无忌惮地疯
长，经过后巷总会嗅到一股难闻的异味。餐饮业者
甚至还将碗碟放置在后巷，任由蟑螂爬行，卫生意
识偏低的餐饮业者不禁让食客们对其卫生失去了信
心。
早前，一家茶餐室因为卫生鉴定不达标而被勒令
停业14天。如今记者走访这家茶餐室和视察周围的
环境，发现环境卫生似乎没有改善。业者只用木板
盖着沟渠，防止老鼠四处爬行；晚上结束营业后，
夜深人静，老鼠便在茶餐室后巷和周围的沟渠横行
霸道。

州政府积极改善卫生 投入过万令吉处理
无拉港州议员黄田志表示，今年的财政预算案，
政府共拨出1亿8000万令吉作为加影市社区规划的款
项，其中百分之三十的拨款已经投入在卫生管理。
“州政府的目标是为市民打造一个可居住环境，
但不能只靠政府一方，也必须获得餐饮业者的配
合。”

他透露，市议会今年已经推行了一项新政策，从
1月1日起，加影市内所有餐饮业者都必须自费聘请
除虫专家，每个月定期进行除虫工作。餐饮业者如
果不遵守该举措，将无法更新营业执照。
他补充，政府拨出的款项主要用于清理街道和小
巷垃圾的工作，只有卫生问题较为严重的地方，市
议会才出资，派遣除虫专家前往处置。

不排除实行猫头鹰捕鼠行动
据悉，日前报导有指，位于雪州梳邦再也的猫头
鹰捕鼠行动，一对谷仓猫头鹰（Barn Owl）因受压
下“离家出走”，让人觉得猫头鹰捕鼠纯属民间趣
闻。
于今年3月29日起，执勤的另一对猫头鹰“值
班”后，开始在双威镇奏效。黄田志指出，倘若猫
头鹰捕鼠计划成功，不排除将在加影市区实行，并
且不另收粮食饲养费或征收卫生管理费。
他认为，老鼠和蟑螂的活动范围很广。市民必须
从基本的卫生意识开始，例如垃圾的处理和分类方
式 ，是从小应该灌输的卫生观念。

林老板 (茶餐室老板)

市议会推卸责任

他解释，家庭废料（Sisa Domestik）里包括固
体废料，是指一般家庭所产出的垃圾，如玻璃、塑
料、铝罐、电子用品。住宅区一个星期必须回收三
次垃圾；公寓、组屋或商业区则须要每天回收。
公共卫生的处理范围包括扫地、除草和清理沟
渠。割草和清理沟渠将一个月进行两次；商业区则
需要每天打扫。
非法垃圾（Sampah Haram）的硬体废料包括家
具、电器、建筑废料如木门、砖头、水泥块及树干
等废物必须一星期清理一次。

餐馆卫生等级制（Food Premises
Grading System ABC）
根据一般卫生评估标准，将着重于厨房的整洁
与卫生程度。只有符合下列标准方能取得A级卫生证
书：包括厕所与环境卫生、冰箱是否调整在适合的
温度、环境是否适合煮食；员工是否有接受预防针
注射、烹调时是否有穿上围裙和帽子，及指甲整洁
等因素，皆影响着评估分数。
加影市议会的卫生组对餐馆的卫生鉴定标准
为，若该餐馆无法达到C以上的等级，则必须停业
14天。此外，当市议会委派卫生官员评估餐馆卫生
后，业者必须将证书摆放在餐馆显眼的地方，让食
客知道该餐馆的卫生程度。
卫生官员将按时到餐馆突击检查，首次因卫生
不达标而被勒令停业两星期的餐馆，在打扫后的两
天内可呈上求情信，市议将会再进行卫生评估，只
有提早达标者如进行清洁工作，改善错误的处理食
物方式，才能恢复营业。

“市议会并不曾采取过任何灭鼠行动，反而只把责任推卸在市
民身上，责怪业者不维护整洁。

从布卫生棉开始
“大姨妈”或“来M（menstruation）”等都是女性们常用于掩
饰月经的“代名词”。月经，是女性每个月都必经的生理周期，然
而却被视为一种羞耻和污秽的东西。女性本身不敢公开拿出卫生
棉，更何况是公开讨论卫生棉课题?

之

间文化实验室发起人之一的杨洁表
示:“许多人对于月经的议题都鲜少
去了解以及讨论，这些原因都是造成人们对于月
经的认知不多，就此认为月经是肮脏的会带来厄
运。”她指出布卫生棉的课题除了能促进两性之
间的互动，其实布背后也隐藏着重大的意义。

一次性卫生棉危害环境
女性大约三十年的时间都必须经历月经的生理
周期。试以一名女性的月经期为五天并使用约20
片的一次性卫生棉，一年内所丢弃的卫生棉大约
是240片。
根据妇女环境网（Women environment network）的报告显示，全球女性每年产生一万四千
二百八十亿的卫生棉垃圾。而一次性卫生棉需要
400至500年的时间分解。换言之，一次性的卫生
棉是非常不环保，也大肆破坏了环境。

在环保风气开始盛行的当儿，女性每个月的
生理期都应该使用纯棉布手工制作的卫生棉。棉

灭鼠行动不该另行收费
“沟渠里的窟窿需用石头封住，以免鼠患和蟑螂乱窜。食物也
经常被老鼠偷吃，所以必须盖好。”

市议员黄田志表示卫生问题不
该单靠州政府一方来解决。

“猫头鹰捕老鼠或猫只捕鼠的方案可行，这本是市议会的职
责，不该因此向市民收取卫生管理费。”

2016年8月份学期观察家负责人名单

雪莉（便利店员工）

杜绝蟑螂鼠患，人人有责

指导老师 ：李慧易、欧阳靓凌

“附近的饮食业者都应负起责任，不该在把食物残渣倒进沟
渠；中学生也经常把食物包装纸乱丢，置放好的垃圾桶则视若无
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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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者盖上石板以防老鼠从沟渠爬出。

“这不只是政府的责任，而是全民的责任。老师和父母应从小
灌输孩子不乱丢垃圾的观念。”

▲ 打烊后小贩把餐具摆放在后巷，记者发

现有蟑螂任意爬过。

布所做的卫生棉穿起来舒适透气，还能够重复使
用。
反观，布卫生棉却是以纯棉缝制而成，分解时
间仅需半年。最主要的是，布卫生棉能够重复清
洗再使用，改善环境污染问题。她也指出其实卫
生棉的背后也牵涉着许多的议题。譬如，制作一
次性卫生棉的时候，工厂都会排出大量的化学废
气，污染空气与环境。

布卫生棉减少经济开销
如果以一次性使用与棉布制造的卫生棉材质相
对，一次性卫生棉无论是日用，夜用或护垫的主
要制作材料分为两种:人造纸以及塑料材质(PVC)
，包含了纤维、漂白剂、柔软剂、芬香剂等化学
成分。
布卫生棉是采用无农药的有机棉手制而成。
该棉花种植的土地必须三年以上零化学污染。一
片手制布卫生棉的发售价介于三十令吉至五十令
吉。杨洁补充:“当然它单买一片的价格高于一
次性卫生棉，但布卫生棉在清洗后依然可再度使
用，大约可耐三至五年，所节省下的开销绝对不
少。”

经血外漏很常为女性带来心理上的压力，同时也干
扰日常生活的运作。女性都认为经血外漏让她们十分难
堪，尤其是中学生，经血沾在校裙上难以清洗，也曾遭
男同学取笑。
因此，卫生棉制造商都瞄准了使用者的心理，推出
超长尺寸的卫生棉来告诉女性，它能够防漏。如今，我
们可看到市面上所售卖卫生棉最长可达42厘米，大约是
一张半的A4纸长度。
杨洁透露，时下女性大多担心“经血”外漏的情
况。“当介绍布卫生棉给她们时，都是担心着布卫生棉
无法好像一次性卫生棉有防漏的效果。”
其实，经血是否会外漏是取决于女性在生理期时的
经血流量。如果经血流量多的话，使用一次性卫生棉必
须三至四小时更换一次。
双威医疗中心妇产科医生陈意萍表示，一次性卫生
棉的防漏设计是密不透风的，如果长时间没有更换卫生
棉的话，将会产生异味以及导致尿道炎。
她也说，现今市场上的卫生棉一般都含有芳香剂，
但其实这些化学成分都会导致皮肤敏感等症状。因此无
论使用布卫生棉或一次性卫生棉的女性都必须定时更换
卫生棉，万勿贪图方便而置健康而不顾。
布卫生棉并没有如一般卫生棉一样，加强消除异
味、防漏、干爽等功能。因此，女性就能定时更换布卫
生棉以防止细菌滋生。
由于女性在上课与工作期间，不便清洗布卫生棉，
杨洁建议刚开始使用布卫生棉的女性可以选择假日在家
时使用，逐渐适应它的用法。

▲

餐馆卫生等级分数配给表。

林小姐（粉档小贩）

▲ 茶餐室前的沟渠里，老鼠随处可见。 ▲ 摊位底下因长期积水而布满青苔。

论女性生理平权

“布卫生棉还是一种陌生的贴身产品，毕竟大
马女性对于市面上一次性丢弃的卫生棉的依赖较
大。”杨洁说道。

“猫头鹰捕老鼠或猫只捕鼠的方案并不可行。现在猫和老鼠都
做朋友了，反观市议会应使用毒药才能杜绝鼠患。”

▲ 花式繁多的布卫生棉让使用

者能选择自己喜欢的布样以迎
接月事的到来。

▲

询及有关市议会是否定期前往加影各区进行卫
生清理时，黄田志指出，加影市议会的卫生管理
一般转手交由公共卫生承包商（Kontraktor
Sisa
Pepejal Dan Pembersihan Awam）来处理固体废料
与公共卫生。

编辑：蔡欣颖

布卫生棉
改善女性生理期常犯恶习

▲ 后巷垃圾遍地，让人寸步难行。

我国虽无四季，但连日的持续高温已导致老鼠、苍蝇、蟑螂等病媒生
物，肆无忌惮地生长。出没于街边、沟渠的老鼠早已让人麻木，见怪不
怪；但换作出现在食肆、餐具周围的害虫，或许民众该加以留意了。

摄影：李仲颖/黄凯莉

布卫生棉种类（左至右）：护垫、日用、夜用型、多用型。

陈意萍提醒女性要勤力更换卫
生棉，以免私处产生异味和妇
产科问题。

杨洁表示布卫生棉背后有着大
众不了解的女性平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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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可梦 ，未退热！
“精灵宝可梦GO”，从此不躲在电视里，走进大街小
巷，让“宝可梦”粉丝可以一尝捕抓精灵的乐趣。如今，
宝可梦不只是出现在卡通片的场景里，而是你的住家、学
校或是工作的场地都会频频出现各种可爱精灵，使得生
活“卡通化”！

精

灵宝可梦GO”在今年8月6日
正式登陆马来西亚，掀起了
一股热潮，令数千万青年为之疯狂。
据某外国媒体的报道指出，这游戏
的下載量已经以惊人的速度破億。研
究報告也显示，“精灵宝可梦GO”平
均每日营收规模超过1000万美元。
“精灵宝可梦GO” 是由任天堂以
及精灵宝可梦公司所授权的虚拟现实
游戏，让玩家以现实世界为平台，能
够在现实世界捕捉、训练虚拟的宝可
梦，以及进行与其他的宝可梦战斗，
简直和卡通里的故事内容一模一样！

此游戏未登陆之前，我国联邦直
辖区伊斯兰理事会已表明，这游戏已
牵涉公众利益以及为人们带来有害后
果，因此穆斯林将禁止玩这个遊戏。
联邦直辖区宗教司拿督祖基菲里表
示，“精灵宝可梦GO”推崇人们去寻
找权力及拥特定能力的 “神灵”，违
背了伊斯兰教的教义。
不过，这个游戏却带来了出乎意料
的正面影响，如宅男宅女也走出家门
捕捉更多的精灵及收集宝贝球，有利
于他们的人际关系。

宝可梦游戏的社区功能
据玩家Max（译名：马斯）透露，
玩了这游戏之后，他与朋友之间的话
题有增无减。
他说：“我从彭亨独自一人来加影
读书，人生地不熟，玩这游戏让我对
加影有更深一层的了解。”
另外，身为人父的陈先生透露说，
为了跟上潮流，他也成了玩家之一。
期间，他和孩子一起讨论游戏，间接
增进父子之间的感情。他说自己不会
特意的到某个地方捕捉精灵，所以并
没有影响他的日常生活。
一位退休的摄影记者有趣地说到，
他在住家附近看见家庭主妇玩“精灵
宝可梦”，但却不善操作智能手机，

于是便热心教导她们使用智能手机。
在我国，玩家都注意到许多“补
给站”（PokeStops)都设立在社区如
寺庙，拿督公亭等。玩家因此猜测，
游戏制作公司可能先前曾经研究马
来西亚的多元宗教特色，所以在游
戏的安排上，将多数的“补给站”
（PokeStops）、“道馆”（Gym）及
精灵出没的地点设置在宗教场所。
现在就跟随《观察家》，通过百万
富翁的形式让大家开始重新认识加影
的社区特色吧!
精灵宝可梦GO了，你也跟着GO了
吗？

宝可梦让人找到心灵慰籍
新纪元学院辅导老师黄章健认
为，“精灵宝可梦GO”是一个由人创
造的软体，人们沉迷在虚幻的游戏是
希望可以通过这个游戏来改变所在的
生活与生活方式。
“游戏是一个强化的状态，比如说
你不想要做这个事情，它便会使你不
去做这个事情；或者是你想要做这个
事情，它也会使你去做这个事情。最
近很流行超级英雄风格的电影，因为
我们都希望有人会像影片里的主角一

样来拯救我们。所以，虚拟的东西正
是我们内心所渴望或需求的。”
他认为游戏少了竞争性，玩家将更
愿意一起讨论游戏，互相交流，因此
有效促进人际关系。
针对“精灵宝可梦GO”对社会造成
许多负面的影响，黄章健觉得玩家必
须要整理好自己的生活并注意自身安
全，只有理智才能证明这游戏并不是
一个恶梦游戏。

原来我也可以是宝可梦达人！
在我小时候，我常常与弟弟妹妹一
起看宝可梦。我喜欢那些精灵说话的
声音，还有非常勇敢面对一切问题的
小智。我还记得第一集的宝可梦，内
容是讲述十岁的小智到博士家取得比
卡丘和一些训练师所必备的用具。
初次见面时，小智没有经过任何
允许便把内向害羞的比卡丘抱起，同
时，感到不满的比卡丘便使用自己的
力量来电击小智，这也算是皮卡丘给
小智的‘见面礼’吧!但经过一段时日
后后， 小智与比卡丘成为了好朋友，
小智也这样与比卡丘开始了他的小精
灵大师之旅。

在玩“精灵宝可梦GO”的时候，也
让我想起了许多精灵的名字与个性。
通过这个游戏，我才知道要成为一个
真正的精灵训练师真的不简单，我们
也得像戏里的小智一样到各个地方去
探索和捕捉精灵。不一样的是，我们
在现实社会里不会遇到像小智在戏里
所面对的挑战，最大的挑战就是马路
上的车辆！
无论多珍贵或多稀有的精灵终于被
你找到了，不过还是得注意四周的情
况和自身安全。你有看过精灵大师是
那么不爱惜生命的吗？生命不能再重
来，只顾及身心安全，你才是真正的
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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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青，是与生命一同腐朽的永久印记。

走向 末代？

从前选择新闻系是无数人的第一志愿，
记者的别名为无冕皇帝，此光环让人趋之
若鹜。来到科技发展迅速的时代，新闻系
逐渐步入“历史”，显现末代的窘境。

新

刺青的历史
▲ 由于今年4月份没有新生报读新闻系，新纪元学术部因此议决该系将不在来临的8月份学期进行招生。

他认为如果为了一个人而开班，院
方的开销很庞大。院方不能告诉学
生:“等二十个人就开班”。他说让
学生等待，是不负责任的行为，因
此才决定停止招生。

纪元学院新闻系仅仅剩下
4位末代学生!

新纪元新闻系的报读人数从2010
年至2015年未曾多于5位学生。由于
招生人数一直以来并不理想，今年4
月份更没有新生报读，因此学术部
议决新闻系在今年的8月份学期不招
生。

他也透露一旦新纪元学院获得了
升格为大学学院的准证后，媒体系
所有的2+2学士课程将一拼整合成为
期三年的传播与媒体研究系(BMS)，
届时广播电视学士课程、广告学士
课程及新闻学士课程将一拼走入历
史。

早前新纪元学院院长莫顺宗在接
受《东方日报》访问时说：“它不
是停办，但你要说它停办，也没有
错。就是没有学生报读，我们就没
有再招生。”那么不招生是不是代
表新闻系真的要停办呢？

批判乃媒体系核心精神
“新闻系是不是要转型? 不是我
们学校而已，是全世界。要转型，
要想办法吸引别人。”莫顺宗表
示，随着时代的改变，媒体的表现
方式也出现了变化，不再是纯属文
字的形式。

莫顺宗表示如果只有1个学生报
读的话，院方会建议招生处安排让
他转校。
“为了1个而开班很夸张。”
▲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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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市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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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刺完时图案的颜色最深，皮肤会发红渗血。

随着科技的转变，新纪元学院
媒体系也一直不停地在调整该系的
定位。在2005年，媒体系开始实施
副学士班，其中包括“影像组”、
“广播组”和“网络新闻组”；次
年也增加了 “公共关系组”，以增
强毕业生的工作技能和就业能力。
尽管媒体系多年来经历多次的
改革，但其批判和反思精神未曾改
变，一直延续至今。

高佩瑶:
“没有学生读，转型也没用.”

“媒体研究系是读什么的？其
实我们走的就是批判反思的一条路
线，我们不谈技术，这个是庄迪澎
左派的理念。” 新纪元学院媒体系
讲师高佩瑶指出新纪元学院成立的
目的是延续独大的精神。

新闻系冷门的情况无可否认是因为这门科系
在市场上并不被重视。高佩瑶指出社会科学在市
场上的价值偏低，所以偏向社会科学的科系如中
文系、媒体系、美术系都很少人报读。

莫顺宗表示，没有学生报读，就没有再招新闻系新生。

除了新闻系，新闻行业也遇到记者难寻的情
况，原因是因为记者的工资不高且辛苦。相比英文
报界的情况，中文报界的薪水比较低。东方日报网
路新闻副总编杨佩玉指出，中文报记者的薪金一般
是以其工作经验来衡量的，刚入行的记者只有两千
令吉的薪水。因此，这对于新闻专业领域的毕业生
而言相当不公平。
在新闻走进网络的时代，现在新闻行业对记者
的要求也提升了。她说如今的记者写新闻得更快、
对新闻的敏锐度要高以及要会摄影。记者语文能力
也要强，因为他们无法花太多时间在翻译上。
此外，记者这份职业看似不需要专业的人才。
杨佩玉也透露一些并非新闻专业出身的记者也能在
职场上发挥得很好。另外，高佩瑶认为有一些媒体

不需要新闻系的学生，因为
新闻系学生太多想法，尽管
他们对新闻的敏锐度强，但
是报界却比较需要那些能按照
指示做事的记者。
由于现今的市场需要的是通才，而非专才，许
多院校的新闻系也纷纷转型为大众传播系或传播
管理系等。高佩瑶表示，新闻媒体要有预知及觉悟
的能力，不能随市场随波逐流，应加深其内容的深
度，这是新闻原有的特质。新闻在讲求快速的同时
却忽略了它的真实性，因此新闻的权威性逐渐消
失，大众对于记者这份工作的认知已不如往日。唯
有重新把新闻的声誉、权威及公信力建立起来，新
闻方能维护其自尊。

在马来西亚，一个人接受的教育和未来的出
路是息息相关的。大学比较容易反映出这种现
象，因为一个人在大学所修的科系，很大可能
就是他未来所要从事的工作。
大学科系的最大市场来源是中学
生。从教育的角度出发，新闻系没落的
最大原因是中学生对新闻的认知甚低。
高佩瑶表示现在的中学生都是看社交媒
体长大，这些社交媒体每天都产出大量
的资讯，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分辨什么才是
新闻了。
“没有人知道什么是新闻的话，你不可能希
望有人读新闻，因为他们脑袋根本没有新闻这个
东西啊。”她认为如果没有人读新闻的话，新闻
系再怎么转型也没有用。
站在教育理念，高佩瑶认为在中学扎根很重
要，让中学生慢慢接触并知道什么是新闻，例如
到中学举办与新闻相关的培训或讲座，希望能够
激发他们日后走向新闻领域的兴趣。
“如果这个新闻系还存在的话，我最想做的
就是进中学去，跟他们说什么是新闻。”

刺青出现在社会的时间至少已有八千年。为什么刺
青的英文是“tattoo”呢？根据百科全书记载，“tattoo”这词是由玻里尼西亚语“tatau”（轻敲）转化而
成，也可能出自大溪地文里的“tatu”（做记号）。

切肤之痛
肌肤上的故事

古时，刺青的意义因族群而异。中国唐代，尚武之
人多刺龙蛇猛兽以增其英武；文人学士常刺山水诗词以
示风雅。纹身者所刺的花样品种繁多，包括动物、山
水、花卉、诗句等等。此外，宋代刺青者的组织绵体
社，更曾邀请了高明的工匠进行纹身比赛，以点评所刺
的花纹为乐。

刺青，让人联想到港剧里的“古惑仔”、“黑社会”和“左青龙，右
白虎”。随着时代的演变，如今刺青却演变为许多人眼中的时尚潮流。

随

着社会风气渐渐开放，艺人明星也不敌刺青
魅力，纷纷在身上刺上喜爱的图文。中国羽
球选手林丹也在身上多个部位纹有奇特的刺青。他在
赛后给媒体解释身上刺青的意义时，大家才发现这些
让人看不明白的刺青竟叙述着他的生命故事。
为了让刺青者的故事能够优美地呈现在肌肤上，
刺青师的设计便成了一项艰巨任务。而海源刺青工作
室的刺青师们就以聆听客人故事开始，为顾客打造专
属的刺青。
		 “刺青是一种永恒”
身为一名刺青师，吴佩琪认为刺青是“永恒的记
忆”。她表示这种刻在身上图腾的记忆将陪伴我们死
去，并与身体一起腐化归土。
“我喜欢倾听客人的故事，感觉就像在读一本新
的剧本，认识一个新的角色。透过聆听，让我了解这
个角色的故事，然后把它们转换成刺青，留在客人的
皮肤上一辈子。”

潮流与复古，各占特色
从事刺青行业12年的孙海源表示，经过多年的发
展和技术交流，刺青已经从以前的纹龙画虎，变成现
在的“无所不能纹”。
如今韩国微刺青以细小精美条纹而闻名世界。细
小的刺青，让大部分人去掉对刺青的恐惧和刻板印
象，勇于尝试刺青。但是，对于专业的刺青师而言，
太小的图案容易在伤口恢复的过程中化掉:线条粗细
不一，颜色泛开等状况。时间久了，图案就会糊成一
块，失去原本优美的姿态。孙海源坦言，微刺青只会
是一个短暂的潮流。

但是其后，刺青在各国成了犯人的身份标记。例如
在犯人的脸上刺字（奴，婢，盗，贼），让外人对他们
加以防范。此外，刺青也常出现在帮派份子的皮肤上，
是因为刺青的过程疼痛，他们把刺青视为勇气的表现。
群众对刺青的歧视因此油然而生。
刺青蕴含着不同年代的价值观，其意义随着年代的
推进而产生演变。不过，尽管光阴荏苒，遗憾的是到了
今时今日，部分民众对刺青的认知依然抱有刻板印象。

“虽然多数年轻人会选择比较新潮有视觉冲击的
图案，但是这类图案的耐看程度绝对不比有韵味儿的
复古画来的高。”一心专研东方复古刺青的孙海源认
为，许多东方国家的名族传统画都蕴含着复古情怀，
实在耐人寻味。

虽然刺青是刺在个体身上，但依然与群体产生牵
连。吴佩琪表示，现今的情侣很常会把他们之间“爱
的印记”刺在身上，以作为一辈子的山盟海誓。但是
这些印记却成为分手时最伤痛的雕刻。为此，海源刺
青师建议情侣以隐喻的方式去呈现彼此的故事，让大
家有更多的想象空间之余，同时不会对日后的人际关
系造成很大的影响。

▲ 技术已相当成熟的孙海源用毛笔在顾客身上描绘草图。

刺青的温馨提示

“图纹的意义只有自己知道，不仅达到美化作
用，也包含了你的故事。”
一名90后的刺青爱好者觉得刺青就和自己的衣服
一样，应该拥有自我特色。她不希望自己的刺青与别
人“撞衫”，所以刺青图腾都是由自己设计的。

在欧美，他们认为刺青具有魔法般的用途，可以阻
挡霉运，也有传说刺青能带领人类进入永生。另外，欧
美的海军及水手普遍上都选择在身上刺青。他们大半辈
子都生活在海上，由于顾及发生船难以后尸体可能因浸
泡在水里而导致浮肿及变形，刺青图腾便是家人辨别尸
体的显著标记。

在刺青以前建立正确的“刺青知识”非常重
要，以下是刺青师所给予的温馨小提示：
▲ 为情侣量身订造的刺青，具有更深一层的含义。

刺青前需进食但避免过量，否则刺青过程可能会因血糖
过低而产生头晕的现象。
确保有充足的睡眠，不要熬夜。如果睡眠不足，刺青时
的疼痛感会加倍!
刺青当天建议穿深色系衣服，以免被刺青颜料染污衣。
切记衣物宽松，衣服太紧会压到刺青伤口。
不正确的刺青方法和不卫生的消毒方式皆有可能会引起
皮肤发炎，切勿贪小便宜而听信来历不明的刺青广告，
必须交由专业的刺青师制作。

▲ 孙海源在右边颈项刺上了舞狮图案。

特别鸣谢
▲ 吴佩琪倾听客人的故事后，把它转换成刺青。

选择适合自己风格的刺青师傅也格外重要，因为每个刺
青师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先了解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
么，才决定图案和风格，毕竟一旦刺青后就是永恒。

婆婆妈妈面馆/ Loke Yoke Keng/ Pusat Perkembangan
Minda Juara Ria/ YS Hyper Market/ JC Cheah/
W3 Asia Sdn Bhd/ One AE Revolution S/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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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影柏迈路（Jalan Permai）的一家面摊，面香扑鼻、令人垂涎三
尺，这里记载着一段爱情故事。

58

岁的老板余万成汗流浃背地在锅炉旁
准备汤头，老板娘则在另一旁准备
面食的配料。他们两夫妻一唱一和，携手经营
面摊多达30年，十分合拍！面摊以售卖面食为
主，然而咖哩面和虾面是最受顾客们的喜爱。
老板年轻时是一位年轻勤快的小伙子，他自
小就拜师学艺，勤学烹煮各种美食，成就了如
今的好手艺。他精湛的厨艺不仅成就了他的事
业，所烹煮的美食也扮演着“月下老人”的角
色，为他展开了唯美浪漫的爱情故事。
在一次的机缘巧合下，老板烹煮的美食让他
与一位女裁缝师结缘，这位女裁缝师非常喜爱
他所烹煮的美食，更欣赏老板的勤奋与坚持，
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共偕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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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娘回想起当时的情况说到：“小伙子的
学历并不高，但是却靠着自己一双巧手展开了
打拼的生活。”
多年后，这一对夫妻开始筹划两人的未来，
单靠当时那微薄的薪水，让他们的生活十分艰
苦，最终决定自己开面摊。就在他们俩开启的
面摊之路上，体验了不一样的人生经历。
▲ 与一般虾面不同之处在于其清甜的汤头。

早在很多年前，夫妇俩从安邦搬迁至加影的
柏迈路继续经营面摊维持生活。最初，他们只
是售卖炒粿条，后来发现炒粿条并的收入并没
有预期般理想，才转而售卖其他的面食。
夫妇俩透过顾客对食物的评价，一点一滴地
从中发掘烹饪的奥妙之处。两人齐心合力为食
物做出多次的改良。于是，生意额逐渐上升。

“我觉得顾客给予的意见就像一部分的投资
基金，我不会拒绝顾客给予我的建议，毕竟活
到老，学到老。”
老板娘表示，相比起30多年前，如今他们的
面摊在傍晚时分便开始大排长龙，实在无暇一
一招待每一位顾客。

隐
藏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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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信传统 不靠噱头
▲ 爽口的面条配上自制叉烧的招
▲ 馅料十足的招牌咖喱面有的

牌云吞面是完美的配搭。

老板满满的诚意。

这家面摊没有招牌，然而还是吸引了许
多食客前来光顾。据老板娘透露，曾经有人
想要帮面摊开设一个美食网页，介绍更多人
前来光顾。但夫妻俩还是希望以悠哉悠闲的
方式经营面摊，不希望靠噱头的方式来提升
营业额。
▲ 老板的美食深受印裔

同胞的喜爱。
▲

“虽然这对我的生意有很大的帮助，但
我还是担心忙不过来，所以只好拒绝顾客的
好意。”

▲ 老板自制的叉烧肉，嚼劲十足。

▲ 余万成年轻时开启了他的厨艺生

涯，至今仍享受着烹饪过程。

夫妻俩时常规划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
纾解工作上的疲劳。有时候，还令到顾客
吃“闭门羹”，误以为老板停止营业了!

老板娘冯雅妹表示对目前生活
感到满意，未来有机会将研制
更多美食，让顾客享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