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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数周末每天约2万人次

滨海湾花园周末访客恢复疫前水平
滨海湾花园副局长李国发说，工作团队仍积极探索新方案，
以吸引更多本地访客。例如，采用扩增实境科技，提升访
客体验；在景点内进行豪华露营；推出野餐服务，确保场
地布置能吸引访客等。
邓玮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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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冠病疫情趋向稳定，国
人开始放松心情，到公园或花园
走走，欣赏花草树木，滨海湾花
园过去几个周末每天的本地访客
约2万人次，已恢复到疫情前的
水平。另外，花园的云雾林已获
准重开，一般公众可从下个星期
四起入场。
滨海湾花园副局长李国发昨
天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透露
上述数据。
他说，花穹上个月重开后，
平日可迎来约400名访客人次，
周末和公共假日则达1000人次。
在刚过去的哈芝节公共假日，花
穹的访客人次更冲破3000人。
“访客逐渐回来，我们当然很高
兴……花穹昨天的访客人次也已
几乎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护士本月份可免费
到访花穹云雾林
今年3月，即实行病毒阻断
措施前，花穹共迎来了约8万人
次。若以31天计算，每天平均访
客人次近2600人。
李国发有信心，云雾林
（Cloud Forest）下个星期四（6

日）重开后，加上滨海湾花园推
出的系列促销，花园的访客人次
将逐步恢复正常水平。
其中，为答谢护士在疫情期
间的贡献，护士本月份到访花穹
和云雾林时，只要出示有效的新
加坡护理局从业证书，就可免费
入场。从明天（3日）起，公众
凡购买20元、可进入花穹和云雾
林的门票，就可在明年2月7日及
以前，无数次到访这两个景点。
为更好地控制人流量，公众
到访前须先通过应用或网站购
票。两个景点每天有11个时段供
访客选择，任何时候，花穹最多
只能接待375名访客，云雾林则
是300名。
滨海湾花园去年共迎来1400
万名访客人次，其中一半是旅
客，另一半则是本地居民。
询及花园今年的访客人次
可否达到去年的水平，李国发
坦言，“今年不会有这样的成
绩”。他说，这主要是因为花园
景点须遵守人数限制，且一些颇
受欢迎的项目，如擎天树的灯光
秀仍无法进行等。
“灯光秀每晚能吸引几千名
访客，但目前，这种活动当然不
被鼓励。我们不知何时能恢复，

政府抗疫跨部门工作小组联合主席、教育部长兼财政部第二部长黄循财（左一）昨天亲临滨海湾花园，与准备预览即将重开的云雾林的护士
及医生交谈，感谢他们过去几个月的贡献。（潘丰源摄）
但一旦获准，我们就会着手进
行。”
但李国发说，团队仍积极
探索新方案，以吸引更多本地
访客。例如，在景点内采用扩
增实境科技，提升访客体验；
在景点内进行豪华露营；推出
野餐服务，确保场地布置够
‘instagrammable’（美得能拍

对韩方怀疑旅客在我国转机被感染
新加坡卫生部民航局：可能性不大
王晓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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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从新西兰前往韩国的旅
客被检测感染冠病，新西兰卫生
部表示，韩方怀疑这名旅客是
“在新加坡机场过境期间被感
染”，本地卫生部和民航局回应
称，这种可能性应该不大。
新西兰卫生部在星期一（7
月27日）发表的声明中表示，这
名确诊病患于六天前（21日）离
开新西兰，并经新加坡樟宜机场
中转后，于7月22日到达韩国。
该旅客没有任何症状，但在抵达

时被检测冠病病毒呈阳性。
韩国当局称，根据他们的初
步调查，怀疑这名旅客是在新加
坡机场过境期间感染了病毒。但
是，新西兰卫生部称，目前尚不
能排除其他原因，包括此人可能
是在新西兰感染病毒，因此卫生
部正与韩国保持密切联系。
此外，新西兰总理阿德恩也
透露，这名确诊病患在3月中旬返
回新西兰前，曾在美国待了几个
月。她说：“我们曾经有过患者曾
感染冠病病毒，但在之后的某个
时候仍然有感染迹象的情况。”

我国卫生部和民航局受询时
则指出，经初步调查，当局认为
这位旅客不太可能是在樟宜机场
转机过程中感染冠病。
这两个机构在前晚的答复中
解释，这名名男子在离开新西兰
后经过樟宜机场，第二天便抵达
韩国，然后又在约4小时后进行
了冠病检测。如果他真的是在转
机时感染冠病，就意味着潜伏期
少于24小时。“根据世界卫生组
织的数据，感染冠病的平均潜伏
期为5天至6天，最长则可达14
天。”

照放上网秀）等。
另外，阻断措施期间，29名
滨海湾花园的职员自愿到大士一
带的冠病社区护理设施，与新加
坡国立大学医院的医护人员一同
抗疫。昨天，一些职员亲自招待
了23名曾与他们共事的国大护
士和医生，预览即将重开的云雾
林。

其中一名职员是滨海湾花园
售票与旅游景点营运助理处长罗
国智。他说：“我向来都非常尊
敬医护人员，但到前线与他们合
作后，更能体会他们的辛劳和付
出。”
大士社区护理设施的负责人
之一国大护理助理总监梁小萍博
士说，不论是医护或非医护人

“新加坡正与新西兰和韩国
当局联系，以获取进一步信息。
目前，这位旅客的感染源头仍不
清楚，各有关当局也正在进行调
查。作为额外的预防措施，新加
坡的接触者追踪工作也正在进行
中。”
当局已采取严格措施，确保
在樟宜机场转机的旅客，在包括
飞行和在机场的所有途中阶段都
与其他乘客隔离。此外，所有出
现在机场的旅客都必须时刻佩戴
口罩，机场工作人员在与旅客互
动时也必须佩戴个人防护装备。
当局也向旅客和工作人员实施安
全距离和体温测量措施。所有过
境旅客，包括与该名旅客同机抵
达者都得遵守上述措施。

今年国庆少了大型活动
学校改以特殊方式为国家庆生

医护人员利用可穿戴科技 远程监测5000多病患健康
苏文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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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与医疗科技公司
Biofourmis合作，利用可穿戴科
技，远程观察住在社区护理设施
和拭子测试隔离设施的5000多名
冠病病患。
戴在病患上臂的感应器，
可实时收集超过20种体征信
息，包括体温、血氧、心率和
脉搏波等。这些数据都传送至
Biofourmis研发的人工智能健康
分析平台，若病患情况严重，会
立即发出通知，提醒医护人员采
取必要措施。
另外，病患手机会安装应

用，并有六种语言供用户选择。
应用也会询问病患的症状和身体
机能状态，收集数据。
卫生部受询时说，由于该
公司的系统满足医护团队对生
命体征远程监测（vital signs
monitoring）服务的需求，并拥
有足够资源，能在短时间内配置
好系统而成功得标。
Biofourmis的系统自今年4
月底在新加坡博览中心社区护理
设施试行，并与综合保健信息
系统公司（IHiS）的类似系统携
手，留意属高风险群体的社区护
理设施住户的症状。从5月中旬
以来，卫生部也在多个拭子测试

在社区护理设施休养的病患戴上
Biofourmis研发的感应器后，可
通过手机应用实时掌握自己的健
康状况。（Biofourmis提供）
隔离设施陆续推出这个系统。
卫生部也说，它正与多个医
疗保健供应商合作落实不同生命

体征远程监测方案，以推动在社
区护理设施的远程监测工作，社
区护理设施也落实了其他类似方
案。
发言人说：“科技让我们事
半功倍，以更少的时间和资源来
达到相同或增强的效果。”
Biofourmis是一家在本地成
立的起步公司，总部位于美国波
士顿。它的人工智能健康分析平
台也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
香港的卫生体系中使用。
今年3月，公司平台获选参
与香港的远程监控和疾病监测计
划，该计划涉及确诊或怀疑患有
冠病的病患。

疑闯红灯德士与货车相撞 退休女教师受困车内不治
靳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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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士疑闯红灯，在交界处跟
货车相撞，曾在实仁中学任教多
年的退休女教师受困车内，当场
陷入昏迷，送院后伤重不治。
车祸发生在星期四（30日）
下午2时47分，地点在实龙岗路
上段和曼德里路交界处，不幸去
世的是60岁退休教师陈楚凤。
警方受询时说，货车司机
（31岁）及德士司机（54岁）在
清醒的情况下被送往陈笃生医院
接受治疗，陈楚凤送院后伤重不
治，调查仍在进行中。
根据互联网的一段视频，陈
楚凤当时乘坐一辆蓝色康福德高
德士，车子从巴耶利峇路上段驶
向曼德里路。德士在驶过与实龙

岗路的交界处时，被左侧的货车
撞上。在猛烈撞击下，货车车身
左右摇摆，差点翻覆；德士也旋
转了180度才停下，停在货车和
路堤之间。

据悉死者退休前
曾在实仁中学任教
据《新明日报》报道，德士
司机疑闯红灯，事发后德士司机
和死者双双受困，附近商店的职
员事后上前帮忙，花了20分钟才
将两人救出。
在场者马上使用心肺复苏术
救人，可惜死者最后还是伤重不
治。
陈楚凤的灵堂设在新加坡殡
仪馆，家人按佛教礼仪为她办理
后事，并向记者表示要尊重死

者隐私，不愿多谈。一名男家属
说，他们目前仍不清楚意外的过
程，只知道陈楚凤当时是独自一
人乘坐德士。
据悉，陈楚凤退休前曾在实
仁中学任教，教过地理、体育等
科目，是该校女子排球队的负责
教师，也曾任学生福利部主任。
事发后，曾与她共事的同事和学
生都纷纷留言悼念。许多学生反
映，她在校时深受爱戴，善于沟
通，与学生关系非常好。
一名网民留言说：“我曾是
她带领的女排成员，老师带领我
们积极训练，使到我们赢了好几
次校际比赛。不训练的时候，她
就像个大姐姐，为人和善，她还
曾邀请我们到她家聚会。”
康福德高集团联络总监陈爱

联华小学六年级学生许艺棠（后排右起）、刘之慧、依达和卓楚婷
四人去年创作了歌曲《成为光芒》，并邀请学妹卓芝琳演唱。如今
这首歌作为学校国庆庆祝活动的一部分，将由200名中学生合唱。
（照片由联华小学提供）
王晓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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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冠病疫情，本地学校今
年将取消以学校为基础的大型庆
祝活动。学校将在来临国庆日，
以特殊方式带领学生欢庆国家的
生日。
教育部指出，学生在8月7
日升旗礼过后，会观看由200名
中学生组成的合唱团演唱的原创
曲《成为光芒》（Be the light）
视频，浏览名为“SYF Stronger
Together”的数码画布，以及欣
赏国庆2020主题曲。

歌曲《成为光芒》
由联华小学四学生创作
退休教 师陈楚
凤在实龙岗路
上 段 遇车祸，
送院后不治，她
生前曾在实仁
中学任教，深受
学生爱戴。
（取自互联网）

玲受询时说，肇事司机的合约在
案发后已立即被终止，公司正在
协助警方调查这起事件。
陈爱玲也说，事件令人遗
憾，公司已联络家属。
陈楚凤的家人也确认，康福
德高于事发当日就已联系他们，
公司代表将到灵堂悼念死者，并
商讨抚恤金事宜。

员，大家合作无间，也有很强烈
的甘榜互助精神。她强调，在确
保设施能顺利运行方面，非医护
人员也扮演重要角色。
“医疗护理只是其中一个重
要服务，确保客工无恙。而客工
的日常所需，不论是食物、卫生
设施、或人员移动等都得有劳他
们（非医护人员）。”

歌曲《成为光芒》由四名联
华小学学生于去年底创作。创作
者之一的小六生刘之慧（12岁）受
访时说，希望这首歌能成为大家
的希望之光，鼓 励每个人将世界
变得更美好。
“歌词写到了许多生
活的悲伤和不易。但即便困难重
重，只要我们都伸出援手，互相帮
助，就一定可以看到光明。”
与刘之慧一起进行创作的，
还有同学许艺棠、卓楚婷和依
达，而最初帮他们演唱歌曲的是
就读同校小三的卓芝琳。
许艺棠说，歌曲能获得认
可，并作为国庆庆祝会的一部分
播放给各所学校学生观看，让她
既惊讶又开心。“这说明我们的
歌曲打动了很多人，我的家人都
为我感到骄傲。”

数码画布“SYF Stronger
Together”则展示了学生在病毒
阻断措施期间拍摄的照片和视
频。它们连同约6500条学生们的
期许留言，于昨日（1日）在新
加坡青年节（SYF）的网站上公
开。印刷版则会在8月9日至31
日，于海军部村庄社区广场和淡
滨尼天地展出。

青年节展现才艺视频
优秀作品在网络推出
此外，今年7月的新加坡青
年节，让学生通过社交媒体或
学校，与家人一同展现才艺，
然后贴上#SYFgoesOnline标签
提交演出视频。入围的优秀作
品已在青年节各网络平台上推
出。学生们也受邀为作品加入
#OurHeartforSG标签，让更多观
众可在国庆期间欣赏。
今年参加青年节活动的章睿
鼎（12岁）和章睿颖（10岁）兄
妹，作品获选为最佳前十。对于
能让更多人看到自己的成品，兄
妹俩兴奋不已。
章睿鼎说，自己耗费约20
个小时，尝试用电脑软件将歌曲
“We Will Get There”重新编曲
及演奏，配合妹妹的演唱，让整
首歌的层次更为丰富。整个制作
过程不仅需要兄妹俩齐心协力，
爸爸妈妈也加入其中，帮忙录制
视频。“我们希望通过歌曲告诉
大家，只要不放弃，一直努力，
最终都会实现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