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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掃描
◆ 鄧明儀

助者
奮力

國威，六十多歲，香

杜港首屈一指的劇作家。

六歲那年，在麗的呼
聲任職的姊姊有天忽然要找
個小孩說幾句話，把我捉去
試音，從此，我便開創了
小孩子演廣播劇的先河。當
廣播童星可不容易，要討大
人歡心，乖乖地哭與笑，
才能賺錢幫補家計。
十三歲時，我的聲線
開始轉變，加上因為播音影
響了學業，又甚麼運動也不
懂，同學都笑我娘娘腔。

短評

◆ 岑家雄

當人家快樂地打球游水玩樂
的時候，我卻被困在錄音室
中嗲聲嗲氣的扮女孩，根本
沒有正常的童年生活。
我因此變得自閉。幸
好我能把注意力轉移在學業
上，結果考進了香港大學。
畢業後在中學執教鞭十七
年，臨走前，我和學生搞
了一個戲劇晚會。那晚大家
都哭了，此情此景，雖不
代表我賺了全世界，但我真
的很快樂。
自此，我明白到快樂

並不是要發大達，但年逾
六十歲的我依然吃得走得，
朋友滿天下，已經好開心；
如果你有幾百億，但這樣不
能吃那樣不能做，又有何
用？做人最緊要開心，開
心的時候，樣子看上去都會
年青許多。
對我這樣的中年單身
男人來說，友情是最重要
的。雖然朋友不會實質幫你
解決到甚麼問題，但他們可
以跟我分憂，或者陪我癲狂
一番，已經好好。所以，
在我生命中遇過的每個人，
我都會珍惜。
快樂是一瞬間的，不
是你得到甚麼，而是你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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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仲然

時香

現港 約

有七十萬名乙型肝炎帶菌
者，患者沒有特別病徵，也
難以察覺病情惡化，許多人
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帶菌者。
可是，最終約有四分之一的
乙型肝炎帶菌者會死於肝癌
或肝硬化等乙型肝炎併發症。
若能及早發現並接受治
療，可以減低病情惡化的機
會。有見及此，「世代無肝
炎 」在香港成立首間「世代

無肝炎 ‧ 免費乙型肝炎測
試中心 」，免費為香港市民
測試乙型肝炎，踏出預防工
作的第一步。
乙型肝炎是無聲殺手，
帶菌者若不及早發現和接受
治療 ， 病症隨時惡化成肝
癌。香港政府為了做好預防
工作，在 1988 年開始實行
為初生嬰兒注射乙型肝炎疫
苗，大大降低了感染人數。
不過，在此年份之前出生的
港人卻未必有足夠的保護。

事實上，乙型肝炎
的預防程序極之簡
單──只需要篤手
指驗血，便能夠檢
測是否帶菌者；若
證實沒有帶病毒，
可於六個月內注射三針預防
疫苗，產生抵禦乙型肝炎的
抗體。
「世代無肝炎 」在香港
成立了首間「世代無肝炎 ‧
免費乙型肝炎測試中心 」，
推出免費測試乙型肝炎服

免費測試乙型肝炎

免費測試乙型肝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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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飯

務之餘，編者也要兼顧繁
多的開拓社會服務事工，
很多認識編者的朋友（尤以
年前編者癌患治療後 ）多勸
編者要多作休息，放下腳
步，以免有礙健康；但編
者多年工作早已習慣，全
不覺艱辛，只是與大家通
一通電話、聚一聚、探一
探個案或執一執筆撰寫文稿

等 ， 已成生活的一部份 ；
選以上生活方式，有意
義也可依循大家的指引助
人，此總好過無聊閒坐。
編者現可聘請一些同
工一齊打併，是基於一些善
長因恐工作進一步影響到編
者的健康，捐款指定不能用
作改善匱乏者的生活（因泰
部份的善款乃指定用作「到
位」為匱乏者作出解困的服
務 ）只可用作聘請職員的薪
酬，以負責有關慈惠服
務，藉以減輕及支持筆
者的工作。
面對社會不斷轉
變而衍生匱乏者的各種
生活困難，尤以編者新推
出，以「黑洞」形容，耑為
貧病者因療病而帶出的購藥
及治病的經濟等困難的「健
康寶庫」
（Health Bank）
，因
為病者急需關懷的服務委實
太多，我們所推行的，只
是起始的服務，有待深化
之餘，若無法聘得「奮力」
服務的同工，編者也甘
願艱辛工作，至可覓
得理想人選為止。

及子夏問孝，子曰：
「色難。有
事 ， 弟子服其勞 。 有酒食 ， 先
生饌 ， 曾是以為孝乎 ！ 」大意
是說有事情兒子替父母效勞 ，
有酒食讓父母吃喝 ， 難道這樣
做就算作孝嗎 ？ 侍奉父母經常
保持和顏悅色最難 ！ 換句現代
話 ， 孝順不只是
給父母物質供養，
更要關顧其感受，
予以愛護和尊重。
單有和父母進膳不
足夠 ， 更要真摯
關懷 ， 平心共處 。 共膳時交談
切忌由關愛生緊張以致氣重語
惡，那「低氣壓 」的一頓飯通常
只往長輩背脊送去。
此文敬送少與長輩和煦共
膳的朋友一聲提醒 ， 更送和顏
侍奉父母的朋友一聲激賞 ！ 好
好「開飯 」罷！

責之有關
「慈惠服
編者的話
務 」之 兩
◆ 陳炳麟
名社工辭
職而去，他們的工作現暫
由編者負責。
我們的所有慈惠服
務，除完全有賴善長的捐
款支持外，亦依賴義工
於工餘的參與，方能可
為匱乏無助者作出關懷
及改善生活質素的工
作 。 可惜 ， 編者接見
近 20 名求職者後，至
本月初該兩個職位仍然
懸空，因為他們均不願
於星期六日及假期上
班、下班後仍要接聽義工
來電。試問，我們若不身
先士卒，不以「義務精神 」
作出服務，只調自私的
所謂個人權益，實有違善
長施善的期望，更不以為
受助者之需要而付力，怎
也不會獲編者聘任，編者
寧選忙碌終日，也不願與
一個沒有半點犧牲精神及行

動的同工一齊打拼。
編者自知，社工的存
在，是要為無助者在善長
及義工的扶助下，方可為
無助者於無當局的撥款支
持，開拓有關服務，艱苦
備嚐是自然的事；試問，
若沒有匱乏者的存在，怎
可有社工的存在呢。
於主理《松柏之聲》編

歡「 葉問 」， 除了擂台 穎點心，老人家只喜一個「燒
賽打敗可惡的傲慢西洋拳 包 」和一角的「馬拉糕 」。對她
王的煽情激動弄得熱淚盈盈外， 來說就是一家人聚聚見面便好，
更深印象是一代宗師拜會武壇領 知道一下你的近況便安心 ， 那
導時因意見不合而「講手 」，恰 管是否美食佳饌， 超豪裝飾。
巧領導家小到來 ， 一代宗師的 中國人的「食飯 」其實就是一家
一句：
「分勝負重要，還是跟家 團聚 ， 朋友 ， 老爸或老媽在節
人吃飯重要？ 」
「 一代宗師 」
的尊稱不單代表他
的武功，更在他對
中華文化中「 家 」
的重視。簡單一言
絕對是當下營役朋
友的窩心提醒 ， 職場上或不致 日時滿頭大汗弄一頓為要一家人
於要分勝負 ， 但往往卻為生計 「 齊齊整整 」的飯， 在你身旁卻
而疏忽了家人，猶是家中長輩， 屢屢吃不下 ， 但微笑不住的情
聚首「開飯 」多似珍貴會議， 景正說明「家 」的溫馨！你若少
和長輩共膳則要努力改進 ， 但
吃得分秒必爭，爭取效率。
最 近 和 家 母 「 飲 已經常共餐又已妥當嗎？
《 論語 、 為政篇 》中有提
茶 」， 滿 桌 各 式 新

近編

最者 負

二○一○年七月十五日 【第八頁】

務，為香港市民提供了預防
的第一步，計劃推出短短三
個多月 ， 已成功檢測超過
一百名乙型肝炎帶菌者。而
有意接受測試者可於星期一
至六 ， 上午十時至下午五
時，前往測試中心（香港中

到甚麼。我的生活是百份百
簡單而快樂，有時獨個兒游
泳，獨個兒茗茶，獨個兒
坐在咖啡廳觀看人生百態，
甚至不用牽掛工作時多睡一
會，都是樂事。那不是大
吃大喝的那種快樂，是有如
喝一杯溫暖的白開水一樣舒
暢。
執著與執迷是不快樂
的原因，解決煩惱的大前題
是要豁達。都說是「困難」，
太容易解決的也不會稱為困
難啦！人生直到死的那天仍
是要解決困難，有能力解決
困難，已經是一種快樂。
當面對困難時也不覺傷痛，
便是快樂最高的層次。

環吉士笠街 11 號地下）進行
測試，過程只需十五分鐘；
測試完全免費，未知是否有
肝炎，為保健康的你「起錨」
測試要早 。 登記電話 ：
2155 9535 或瀏覽網址
www.hepfre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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