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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文慧

記得首次認識在舞台上 （馮祿德）的情景。那天非常
戲路縱橫，聲音嘹亮， 寒冷，我因為要撰寫一本戲
演而優則導的劇壇前輩祿叔 劇書籍而訪問他，但他風趣
熱情地與我分享其劇壇經驗
卻令我有如沐「暖 」風的感
覺。
去年，祿叔與我分任
由香港戲劇協會出版的《香
港劇壇點將錄 》
（第五輯 ）總
編輯和執行編輯（祿叔為協
會的幹事（學術 ））。祿叔是
中文大學中文系高材生，曾
任教於中學，後轉職到香港
考試及評核局，負責中文科
公開考試事宜。退休後，他
• 祿叔待人滿有量度和包容。
在香港教育學院中文學系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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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 不論貧富都可獲得公帑資
助的服務， 對公帑構成沉重負
擔， 亦將有限的資源投放在一
些富裕的人士身上， 可能違反
能者多付或按負擔能力分配的
原則。
當然，坊間亦有論者認為
政府在許多政策均不採用經濟
審查， 以普及分配模式提供，
例如免費教育、
低廉收費的醫療
門診服務，若只
對老人服務採用
選擇性提供、引
入經濟審查，這
是否對老人不公
平？是否有違敬老的原則？
其實，任何社會政策都不
會是「天衣無縫 」般完美，總有
不同的限制， 不能同時滿足社
會上所有不同利益群體， 亦未
必能夠同時符合不同的原則。
以上分析， 只是為有關問題提
出正反雙方面的考慮， 好讓大
家在討論時有更全面的角度。

升中， 這也是一個文明社會該有的
現象。那麼，《松柏之聲 》 作為一
的讀者， 即當年他們的曾祖父母也 份專門給長者人士的讀物，無可置
是我們的讀者，報紙在他們家族中 疑地是與大家一同求進步、齊革新，
流傳四代，實在是很厲害！事實上， 這才可以滿足大家在轉變中的「胃
在現時的讀者中， 最年輕的只有 口」，而我們也才可以在新時代中繼
十九歲，而年紀最大的讀者是一百 續把與大家相關的消息和資訊， 定
零四歲！所以有第四代讀者，一點 期為大家送上。
要前行實在是需要你們的「聲
也不足為奇。雖然經過續訂工作後，
早陣子有一定的讀者流失， 可是經 音」，因為你們的聲音，就是《松柏
過半年的時間， 讀者人數已漸漸回 之聲 》革新求變的基礎和方向。所
以， 誠意邀請大家就本報內容、期
復往日人數。
每當想到這份長者長壽免費報 望的新欄目、排板設計、索閱方法、
紙，面對種種困難，經歷數十寒暑， 讀者服務等各方面給予意見。你們
仍能屹立到如今， 深信這是因為你 所有的意見，會指導著《松柏之聲》
的緣故， 因著你的喜歡， 也因著你 繼續的使命和工作。故此，誠意邀
請大家可以把意見直接告訴我們，
拿起閱讀，我們才有存在的意義！
隨著社會的進步，醫療科技改 又或參加收集意見的焦點小組，一
善， 資訊發達，進修機會增加，我 齊分享 。 有興趣的讀者 ， 請致電
們感受到大家在生活上及精神上的 2831- 3215 與連小姐聯絡登記。
盼望大家躍踴支持，讓《松柏
需要都在轉變，說實在一點，大家
對生活質素的追求， 都是在持續上 之聲》與各位繼續結伴前行！
柏之聲》發行三十六年，據

《松資料顯示，現在已有第四代

教。所以我視是項
工作為跟隨名師學習，讓我
再次進修中文的良機。
然而，當我與祿叔工作
時，才發覺我從他身上學習
的原來並不止於他的語文修
養或戲劇知識，還有他的工
作態度。當發現供稿者文筆
欠佳時，他抱著尊重原創者
創作風格和神髓的原則，只
修改其錯誤之處；當遇上請
他代為潤飾文章的作者，他
不惜多花時間和心思，將文
章修改得流麗漂亮；當發現
資料有誤時，他到圖書館翻
查剪報考證。他將數十多篇
稿件用心細閱，嚴謹校對，

反覆推敲，力臻完美。相信
最教讀者驚訝的是：他分文
不取，但卻以最專業的態度
完成該項義務工作。
除了專業工作態度之
外，祿叔令我敬佩之處還有
他的氣度。一次，團隊中有
人在接近最後關頭時發覺有
一項地方做得不夠妥善，追
求完美的祿叔連忙絞盡腦汁
設法彌補。可是時間委實不
足，且工程浩大，祿叔在衡
量事情輕重後跟我說﹕「告
訴他不要改了 。 我是總編
輯，若出版後有人覺得有問
題的話，就由我來負責吧。」
祿叔的體諒和包容教那名工

作人員感動不已，忙不迭向
祿叔致謝。又有一次，一名
供稿者不滿意我們在其稿件
上修改數字，傳來一個不友
善的電郵。祿叔雖感那人無
禮，但仍親自回郵致歉。他
以前輩身份向一名禮數欠周
的後輩賠罪，更顯其大將之
風。
我曾在工作上遇上不愉
快的事情，關懷後輩的祿叔
立即犧牲私人時間，運用其
亦莊亦諧的口才和獨特的舞
台功架推介我的工作，令事
情轉危為機。祿叔，我深深
的感受到您一直以來的愛護
和支持，謝謝您﹗

最有效的教孫方法：陪 食 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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嫲，或公公婆婆的你，甘願
放棄退休生活的休閒，而每
天為子女湊孫，奔波勞累，
總希望能夠減輕後生一輩的
負擔。然而，可發現無論自
己如何盡力配合新一代的教
養方法，日常生活中總有地
方令雙方關係變得緊張？
人們常說，給長者照
顧的孫兒很易被寵壞，這個
評論是否絕對呢？而在管教
和照料之間，如何才能拿捏
準確呢？眼看家長過度緊

張，竟把孩子培育成欠缺自
理能力的「港孩」模樣，身
為爺爺嫲嫲，或公公婆婆的
你，可會擔心自己也是製造
「港孩」的元兇之一？
有感「勤爸媽」未必有
功，著名心理輔導專家黃曉
紅逆主流而行，設計了「懶
爸媽心理學課程 」，教家長
們學做「懶爸媽」。作者本
身是心理治療師，根據她豐
富的專業知識與經驗，加上
其親身教養子女的心得，演
繹出一個劃時代真理：懶爸
媽也可教出好孩子，例如：

政

編者的話

府即將推出長者社區服務 人數，節省開支。
普及式提供有它的好處：
券，當中引入爭議性的資
產審查制度， 筆者嘗試討論有 公平、便捷（減省篩選程序 ）、
關政策的利與弊， 讓大家作為 沒有標籤效應；但亦有它的缺
點：公帑壓力龐大、 有限的資
參考。
實 施 這 措 施 有 相 關 的 問 源未必用在最需要的人士（ 例
題， 包括行政費用、 個人資料 如政府派發六千元的措施， 惠
私隱保障、 程序效率、 引發家 及富裕人士 ）。 選擇性提供正
庭成員之間的矛盾、 資產轉移 好是普及性模式的反面：優點
以逃避審查的
行為等。
政府提
供服務必須考
慮先後緩急優
次分配資源，
亦需符合公平
原則，例如採納「多勞多得 」
、 是確保資源投放在最有需要的
「 能者多付 」、 對弱勢社群提供 地方， 避免浪費；但缺點是行
優惠等。因此，必須考慮在「普 政費用不菲， 為受惠者帶來負
及性 」與「選擇性 」之間作出取 面標籤等。
由於老人的長期照顧服務
捨。 前者是在最大範圍內提供
服務予所有人士；後者則涉及 （包括住院和社區 到戶服務 ）
加上一些篩選條件， 以確保服 是勞動密集式的服務， 工資成
務是針對性地給予最有迫切需 本不輕， 加上人口老化導致服
要的人士 ， 亦可減少受惠的 務需求日升， 若採用普及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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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個三陪懶爸媽（陪食、陪
瞓、陪食 ），比聲嘶力竭的
三陪勤爸媽（陪做功課、陪
溫習、陪開夜車 ），會帶來
事半功倍的效果。
《懶爸媽 好孩子》一
書的懶爸媽教養錦囊，正能
掌握孩子的真正需要。身為
孫兒的爺爺嫲嫲，或公公婆
婆的你，如果能夠吸收上述
的知識，不單對下一代的管
教方案更了解，而自己對孫
兒的照料上，亦更能掌握分
寸。看完這本書後，相信
憑着一個個智慧與實用性並

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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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教養錦囊，能輕輕鬆鬆
教好家中的孫兒！
《懶爸媽 好孩子 》，
共 248 頁，作者黃曉紅，
由爸媽學堂出版，春華發行
代理有限公司發行。每本原
價 68 元，現以優惠價 45
元發售。讀者只需附以貼上
$8.2 郵費之回郵信封（25cm
x18cm），連同書價支票（抬
頭︰聖雅各福群會 ）言明購
買以上書籍，逕寄香港灣仔
石水渠街 85 號一樓 105 室；
或親臨購買亦可 。 查詢 ：
2831-3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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