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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国庆日，
仁 慈 医 院 将 模 拟 8
月9日的国庆庆典，
在8月5日把歌舞表
演、检阅礼和“加
冷人浪”等活动，
精彩呈现在年长住院者面前。
　　2019年，仁慈医院首次在
属下的乐龄护理中心举办自家
筹备、长达一小时的“国庆庆
典”。不料疫情在2020年暴发，
所以过去的两年，院方严格遵守
安全管理措施，虽继续于乐龄护
理中心举行实体庆祝会，但疗养
院内的住院者只能通过线上连线
观看整场庆祝会。
　　今年防疫管理措施放宽，20
名住疗养院者可到院内的多功能
大厅观看两场由疗养院住户准备
的现场表演，之后通过视频连线
看乐龄护理中心的节目；另外约
100名住院者，则依旧通过线上观
看全程庆祝会。

年长者亲手制作 
国旗和红白色系帽子
　　至于约50名乐龄护理中心的
年长者，他们能通过视频连线观
看疗养院的表演，其余节目环节
则可在现场观看。
　　负责这项国庆庆祝会的仁慈
医院高级职能治疗师莊茵茹回复
《联合早报》询问时说，在院内
举办自家庆祝会，旨在把国庆气

氛带入中心，让年
长者也能沉浸于节
庆气氛。
　　年长者也亲手
制作国旗和特别红
白色系的帽子，配
合 国 庆 庆 祝 会 使
用。

　　莊茵茹说：“据往年观察，
年长者最喜欢的环节是检阅礼、
唱国歌和宣读信约。他们很爱
国，一些甚至会在播放国歌时起
立，骄傲地挥舞着国旗。其中令
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名失智
症患者含泪观礼，回想起自己当
兵的日子。”
　　由于社区病例增加，卫生部
宣布7月7日起，限制医院和疗养
院的探访人数，至8月3日，以保
护医疗资源、医院患者和疗养院
住院者。

音乐人到病房“巡回演唱”
　　裕廊社区医院也选择在8月5
日那天邀请 Myo Entertainment创
办人兼音乐人彭婉晴（32岁），
到医院的各个病房举办长达两个
小时的国庆主题“巡回演唱”。
　　彭婉晴将特别选择大家耳熟
能详的爱国歌曲、经典的新谣如
《细水长流》，以及不同种族常
唱的歌曲，她希望能通过音乐散
播快乐。
　　在停办近三年后，裕廊社区
医院和黄廷芳综合医院从今年5月
起，就已恢复自2013年开始、每

月一次的音乐会。它们邀请不同
本地音乐人到多个病房献唱，住
院者也能现场点歌。过去两年，

表演者不便探访病房，工作人员
只能通过电视直播表演。
　　另一方面，亚历山大医院的

普通病房也配合国庆日，自7月25
日开始恢复医院义工的国庆歌曲
现场献唱。院方也延续过去三年

的传统，为住院病患准备特制国
庆甜点，今年的亮点包括草莓慕
斯和白巧克力蛋糕。

租赁组屋年长居民搬家　义工组团出力

音乐人彭婉晴（右）今年5月和6月到裕廊社区医院的病房给住院者献唱，也让他们点歌。她将在国庆期间，准备不同种族的经典歌曲和爱国歌曲，
给病患增添一些节日气氛。（裕廊社区医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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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年迈租户来说，要独自收
拾住家、把家具等物品搬运到新
住所一点都不容易。为确保搬迁
过程顺畅，10多名热心义工从今
年2月左右开始探访年长租户以
了解他们的需求，协助他们搬到
新租赁单位。
　　这项援助计划的发起人温广
荣（50岁，企业律师）和汪福波
（57岁，全职义工），两年多前
开始每周为大巴窑 5巷第29和31
座租赁组屋的年长者派送饭盒。
在得知租户须在明年2月15日前
搬迁后，汪福波召集新跃社科大
学老年学硕士课程的13名毕业生
组成义工团，帮年长者搬家。
　　团队以社区友伴的方式探望
年长租户，了解他们在搬迁过程
中需要哪些方面的援助。团队正
在协助约30户人家搬迁，当中主
要是独居的年长者。

义工协助阅读建屋局信件 
或与当局接洽
　　汪福波说：“除了帮他们把
整理好的物品搬到新住所，若有
需要，我们也会帮他们看建屋局
的信件、跟当局接洽等。我们也
会为他们安排到新的乐龄中心，
安顿好他们。”
　　也是安息日会老人之家主席
的温广荣说，许多年长租户已住
在大巴窑好几十年，搬迁过程就

像是在“迁移一棵老树”，除了
实质的援助，也要照顾到他们的
心情。
　　团队因此在 6月为第29座租
赁组屋的租户举办欢送会，帮他
们和邻居、组屋拍照留念。下来
也会为第31座租赁组屋的租户举
办一场欢送会。
　　李丽金（73岁，退休）与丈
夫住在第29座租赁组屋已有约42
年，年迈的母亲目前也和他们同
住。平常非常活跃的李丽金就像
是这座租赁组屋的“村长”，每
天上下楼和邻居聊天、帮他们买
菜、洗床单等。
　　“我真的很舍不得搬家，但

还好新的租赁单位就在第68座，
要去大巴窑综合诊疗所看病也很
方便。很多邻居都会搬到那里
去，至少还会有一些朋友。”
　　在义工的帮助下，另一名租
户伊尼里亚（Innyria，74岁，退
休）上周已顺利把大部分物品搬
到新租赁单位。
　　“还好有义工、邻居一起帮
我收拾，把所有的东西都搬到新
家，我也很开心能选到自己想要
的单位。”
　　这些年长租户大多选择继续
承租大巴窑一带的租赁组屋，也
有小部分选择换个居住环境，搬
到万国等地区的租赁组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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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空旅游需求持续扩大，樟
宜机场今年6月接待的乘客量恢
复至2019年同期的50.3％，即超
出冠病疫情前同期的一半。

　樟宜机场集团星期天（7月
31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6月接待了293万乘客人次。
6月在樟宜机场起降的航班有1
万8400架次，是2019年同期的
58.6%。同一个月，樟宜机场处
理了16万3000吨的货物，与去年
同期相比增长1.4％。

　　就今年第二季整体而言，樟
宜机场飞机起降5万零500次，是
疫情前同期的53.5％，与去年同
比更是激增了96.8％。
　　第二季的乘客量达733万人
次，是疫情前同期的43.6%，也
是去年同期的14倍。其中，来
自美洲的乘客量比疫情前高出
7.13％。樟宜机场指出，这是去
年12月起增加了往返加拿大航班
的结果。欧洲、大洋洲和南亚的
乘客量则恢复至疫情前的六成以
上。
　　货运方面，中国实行防疫封

锁措施，加上俄乌冲突等地缘政
治局势，樟宜机场第二季度的货
运量同比下滑了1.4％。这季的
五大货运市场为中国大陆、香
港、澳大利亚、美国和日本。
　　樟宜机场集团航空枢纽发展
董事总经理林振杰说，乘客量
稳定增长，代表机场逐渐重回正
轨，渐渐恢复至疫情前的水平。
第二（T2）和第四（T4）搭客大
厦重新投入运作后，机场就能更
好地支持航空伙伴重启服务和开
通新航线，应付疫情后的航空旅
游需求。

上月85家航空公司 
每周提供逾4400趟航班
　　樟宜机场早前宣布，因疫情
停运的T4会在9月13日重开，T2
南侧的离境厅也将在10月启用。

到时，机场的营运能力会进一步
提高到一年可接待7000万人次，
即疫情前的水平。
　　截至7月1日，共有85家航空
公司在樟宜机场运营，每周提供
超过4400个定期航班，连接新加
坡与全球46个国家和地区的130
个城市。
　　这包括恢复往返印度尼西亚
峇厘岛和雅加达航班的亚洲航
空，以及往返韩国釜山的济州航
空。酷航则开通直飞济州岛的新
航线。
　　樟宜机场也在本季度迎来
三家新的航空公司，分别是往
返 泰 国 曼 谷 的 泰 国 越 捷 航 空
（Thai Vietjet Air）、越南河内和
胡志明市的越竹航空（Bamboo 
Airways），以及首尔的德威航空
（T'way Air）。

樟宜机场6月乘客量
恢复至疫情前同期一半
樟宜机场今年6月接待了293万乘客人次，乘客量恢复至
2019年同期的50.3％，起降的航班1万8400架次，是
2019年同期的58.6%。同一个月，樟宜机场处理了16万
3000吨的货物，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4％。

,

哈莉玛总统（左二）星期天
（7月31日）傍晚在总统府园地
设常年茶会，招待400名国防部
和新加坡武装部队人员，表扬他
们对国家防卫的贡献。

这场别具意义的茶会自1992
年起举办，过去两年因疫情而暂
停。受邀出席的包括全职国民服
役人员、战备军人、正规军人、国
防执行官和武装部队志愿军人。
　　配合国民服役55周年，出席
者与总统反映他们对国民服役，
以及国家必须具备坚实防卫能力
的看法。他们也分享服役经历，
包括曾参与的双边和海外演习的

经验，以及如何在国民服役的职
责和其他个人责任方面取得平
衡。出席者还向总统讲述了在过
去两年，他们如何协助国家的抗
疫工作。

出席茶会的还有国防部长黄
永宏医生、国防部高级政务部长
王志豪和孟理齐博士、三军总长
王赐吉中将、空军总长康文良少
将、陆军总长梁振伟少将，以及国
防部和武装部队高级军官。政府
国会国防和外交委员会、国防社
区联系咨询委员会（ACCORD），
以及武装部队退役军人同盟的成
员也出席了茶会。（唐家鸿摄）

总统府复办国防人员茶会

义工汪福波（左）每周都会派发饭盒给大巴窑第29和31座租赁组屋的租
户，他所带领的团队也协助包括李丽金（右）在内的年长居民顺利搬到
新住所。（李冠卫摄）

医院疗养院办演出　让住院者感受国庆气氛

Source: Lianhe Zaobao © SPH Media Limited. Permission required for reproduc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