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加坡威劲体育会初二共有五场采青活动，其中一场位
于实龙岗花园乡村俱乐部。不再受过去两年的八人限
制，体育会共派出近30名队员参与演出，除了舞狮以
外，表演内容还包括节令鼓、舞龙及跳高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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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长王乙康大年初一
（1月22日）早上到盛港综合医
院向值班的医护人员贺年，感
谢他们留守医院照顾病人。

王乙康走访农历新年期间
继续运作的医院部门，包括手
术室和药房等，向医生和护士
派送象征吉祥和圆满的柑橘。

他在了解医护人员工作情
况的同时，也感谢医护人员牺
牲同家人团聚的时间，在兔年
的第一天值班，坚守岗位为病人
提供医疗服务。

除了医护人员，王乙康也到
病房探望住院的病人，给予慰
问。盛港综合医院大年初一有
570名病人住院，由250名护士轮
班照顾。

王乙康趁着冠病疫情趋缓，
拜访盛港综合医院，也借此机会
感谢新加坡所有医护人员辛勤付
出，形成防护网协助国家对抗疫
情。这是我国的卫生部长在冠病
疫情暴发后，首次在农历新年期

间到医院向医护人员贺年。
王乙康受访时说，冠病疫

情使到我们的社会更具韧性，对
冠病的抵抗力也变强了。“去年
的虎年过得不容易，国人虽然感
觉到生活逐渐恢复正常，但我们
的医疗体制和医院仍然承受巨
大压力，因为我国经历了三波疫
情。”

“我要向所有医护人员致
敬，尤其是他们去年一整年来付
出努力。今年大年初一，他们也
仍然不辞劳苦地工作。我要祝愿
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冠病疫情肆虐期间，高级护
士朱慧芳（34岁）的农历新年都
在医院里度过，今年的大年初一
也留守医院，继续照顾病人。

她告诉《联合早报》，护士
长排班时会尽可能照顾到所有
同事的需要，让大家在农历新年
期间会有时间陪伴家人；没有回
国的外籍同事也会在除夕夜值
班，让本地同事能和家人吃团圆
饭。

她说：“过年值班对我们来
说并不算牺牲。这是身为护理人
员的使命。”

林慧敏　报道
huiminlim@sph.com.sg

八头瑞狮、祥龙与兔子齐出
动，在磅礴的锣鼓声中迎新春。
少了疫情限制，今年的采青活动
规模比过去两年更盛大，吸引大
批公众围观，大家都想沾沾喜
气。

新加坡威劲体育会今年共有
约50场采青活动，比过去两年多
两三成，也恢复至近疫情前的水
平。体育会初二共有五场活动，
其中一场位于实龙岗花园乡村俱
乐部。

不再受过去两年的八人限
制，体育会共派出近30名队员参
与演出，除了舞狮以外，表演内容
还包括节令鼓、舞龙及跳高桩。

体育会副总务陈泉达说，随
着采青活动得以全面恢复，今年
的表演规模比去年更大。在去年
的演出中，他们最多只能派出两
只狮子采青。

由于体育会今年收到的邀约
比往年多出不少，没有足够人手
来应付，甚至须推掉一些活动。

“疫情期间没什么舞狮活
动，导致现在有较少队员参与演
出。今年有一些商家 要在同个
时段举办活动，但我们的队员不
够，只能接其中一场。”

在疫情前，实龙岗花园乡村
俱乐部每年初二都会邀请醒狮团
演出。会长许仁德受访时说，受
疫情影响，俱乐部过去两年没有
举办舞龙舞狮的表演，难免少了
过年的气氛。

“今年我们再次邀请醒狮团
来采青，让所有到场观看的公众
能沾沾喜气，迎个好年。过去两
年，整个大环境比较郁闷一些，
下来希望一切会越来越好。”

他说，俱乐部会员当中不乏
非华族同胞，通过采青活动，也
能让各种族的公众聚在一起欢度
新年。

发出197采青准证历来最多
新加坡武术龙狮总会今年共

发出197个采青准证，是历来最
多的。今年的采青活动预计超过
3000场。

住家的采青活动最多，有约
1000场；其次是办公室及工厂的
活动，有约900场；组屋区及购物
商场店铺的活动则有约330场。

禅山六合体育会今年共有约
40场采青活动，数量比去年多一
成。总务杨永光说，不少企业客
户受疫情重创而缩小规模甚至倒
闭，以致今年收到的公司邀约反
而比去年少。

实龙岗花园乡村俱乐部初二举行大规模的舞龙舞狮表演，新加坡威劲体育会共派出30队员，带来精彩的舞狮、舞龙、跳高桩演出。（李健玮摄）

预计超过3000场

采青活动霸气回归规模更大更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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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邀 请我们采青的大
多都是老顾客，而且住家客户的
邀约也恢复了，但整体来说，活
动数量还是比疫情前少两成左
右。”

杨永光说，每一场活动会派
出10多名队员，除了负责舞狮头的
队员以外，其他人在采青时仍会
继续戴着口罩，以策安全。

受疫情限制影响，小贩中心

在过去两年不允许举办采青活
动。海格路小贩与商店联谊会主
席傅联成说，随着采青活动全面
恢复，商联会决定在初十左右，
邀请醒狮团到小贩中心采青。

“疫情期间不仅没有采青，
我们也没有举办任何的新年活
动。今年这些终于可以恢复了，有
舞狮会比较热闹，有过新年的气
氛。”

相隔两年再次登场的舞龙舞
狮表演吸引大批公众观看。苏福
发（67岁，退休）年轻时，经常在
新年期间带孩子观赏舞狮演出，
如今将这一习惯延续下去，陪同
三岁孙女一起看表演。

“过去两年少了这些大型的
舞龙舞狮表演，比较冷清一点。
这也是孙女第一次看演出，我们
都很兴奋。”

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居住10年
的林淑仪（31岁，幼稚园教师）也
回新加坡和家人一起过新年。她
认为与去年相比，今年的新年气
氛更加热闹。

　“我初一早上听到了舞狮的
锣鼓声，就觉得有浓厚的新年氛
围。今年牛车水也非常热闹，人比
去年多。”

安诗一　报道
anshiyi@sph.com.sg

　　兔年宝宝提前两周出生，在万
家灯火举杯同庆的欢聚时刻，赶在
大年初一（1月22日）零时零分与父
母共同庆祝农历新年。

　 和今 年的首位 元 旦宝宝 一
样，零时出生的兔年宝宝也诞生
于安微尼亚山医院（Mount Alvernia 
Hospital）。这名女宝宝是刘博（34
岁，软件工程师）和邱子恒（34
岁，交互设计师）的第一胎，初为
父母的他们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宝宝的预产期原本在2月7日，
母亲邱子恒除夕早上醒来的时候
发现羊水破了，于是夫妻二人急忙
赶到医院办理入院手续。
　　全程陪产的刘博说：“陪产的
心情很复杂，当妈妈真的很辛苦，
也很心疼她，天底下的母亲们都是
英雄。”
　　邱子恒受访时说，孩子赶在农
历大年初一出生是一种缘分，因为
每年除夕等待十二点钟声敲响、烟
花绽放的的这个时候，都是举家团

聚最开心的时候。
　　夫妻二人目前尚未给孩子起
好名字，暂时以小宝宝、小宝贝来
轻声唤她。
　　莱佛士医院大年初一的零时15
分也迎来一名兔宝宝。
　　郑延超（36岁，贸易经理）受
访时说，女儿的预产期原本在二月
底，现在才刚满35周，没想到除夕
晚上8时左右妻子的羊水破了，孩
子赶在了农历大年初一出生。

　由于宝宝提前近一个月到来，

夫妻俩还没取好名字，但已经取了
小名，叫窗窗。郑延超说，这是5岁
的儿子之前给即将出世的妹妹取的
名字。
　　儿女双全的他回忆说，妻子李
不言（32岁，电信专家）怀这两胎
时，孕吐都很厉害。“哥哥非常关
心妈妈，也很期待妹妹的到来，给
了妈妈很多甜蜜的鼓舞。”他说，
孩子出生在大年初一这个日子，以
后的每个生日都像是全球华人一起
为她庆祝，肯定热热闹闹的。

王乙康年初一向医护人员拜年

卫生部长王
乙康（前排
右一）走访
盛港综合医
院时，感谢
医护人员于
大年初一值
班，继续照
顾病人。
（李健玮摄）

安诗一 　黎抒旋　报道
anshiyi@sph.com.sg
lyesuann@sph.com.sg

今年春到河畔不再因疫情而限
制入场人数，从1月20日开幕至1月
22日，首三天吸引超过14万人次前
往感受农历新年的节日气氛，是去
年同期的约四倍。

据主办方透露，“春到河畔
2023”1月20日开幕首日、除夕和
大年初一的访客人次分别为3万、5
万和6万。

雨天无阻访客游园兴致
　　大年初二（1月23日）天公虽
不作美，下午3时左右开始下雨，
但并没有浇熄人们庆祝佳节的热
情。从滨海湾金沙购物中心一路到
滨海湾花园的春到河畔花灯展、美
食街，都有大量游人。细雨在夜晚
亮灯前停歇，游园的公众摩肩接
踵、兴致盎然。

从中国专程飞来新加坡看望女

儿的王媛安（60岁，医生）第一次
来春到河畔。“没想到下雨天还有
这么多人兴致勃勃地出来看灯展，
非常有节日的气氛。”
　　陈云娟（35岁，品质检查员）
与丈夫和两个小孩前往。“除了赏
灯之外，现场也有很多让小孩玩耍
的设施，我们的体验很不错！”

国家发展部兼外交部高级政务
部长沈颖初二观看了“万民缤纷迎
新年”的表演并为现场观众送上
祝福。她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
说：“滨海湾花园是举办春到河畔
的好地点，特别有游园的气氛。虽
然早些时候下了雨，但并没有影响
大家游园的兴致。我听主办方说，
今天晚上的人流量比初一晚上还
多，我觉得这也是对主办方努力筹
备的一种肯定。”

大年初一“歌舞升平迎新年”
活动当天，卫生部兼通讯及新闻部
高级政务部长普杰立医生与文化、
社区及青年部兼社会及家庭发展部

高级政务次长蔡瑞隆一同到场。普
杰立医生用华语祝福现场观众：
“各位恭喜发财，身体健康，万事
如意，新年快乐！”

除了大型花灯，来自更生美
术研究会的30多位艺术家也在现场
挥春、作画，为游客和公众书写对
联。还有摊位展示学生企业家围绕
可持续生活设计的商品。

学生创业比赛春到河畔编程马
拉松今年以“重塑绿色生活”为主
题，脱颖而出的四支队伍在现场摆
摊，展示并售卖自家物品或服务。

来自新加坡理工学院的队伍
将弃置蔬菜制成宠物食用的冻干
零食，以减少食物浪费。队伍成
员伊尔汗（Irfan Cantero Bin Abdul 
Halim，21岁）说：“很多人会直
接丢弃长相丑陋的食物，造成大量
食物浪费和甲烷排放，对环境的损
害不小……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商
品减少浪费，为新加坡在可持续方
面的努力做出贡献。”

大年初二虽下着濛濛细雨，但丝毫没有影响人们到滨海湾花园赏花灯的热情。据春到河畔主办方透露，
初一的访客超过6万人次，预计初二的访客更多。（萧紫薇摄）

刘博（左）和
太 太 邱 子 恒
的兔宝宝提早
两周，赶在大
年 初 一 零 时
报到。这是他
们的第一个孩
子，初为父母
的他们喜悦之
情溢于言表。

（邬福梁摄）

年初一零时零分报到
女宝宝提前两周出生抢当兔年第一婴

春到河畔首三天　吸引逾14万人次到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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