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溝橋之五

農曆新年手下留情

新春進步

江馥賢

◆ 梁穎勤

是人之常情， 那麼剛開始
時定個小目標， 例如慢走
分鐘，到有點痛便停，
習慣了再慢慢加上去， 加
到半小時， 又可調快一點
步伐 ， 日久便會愈走愈
快，愈走愈通，愈走愈年
輕。
願望三：活得美
麗。 如果你能夠做到以上
兩點，時時笑，又肯多走
動， 你的身心自然會變得
更健康，笑容更燦爛，成
為同齡者裡頭的年輕人。
祝各位願望成真 ！
開開心心！

對象為年老體弱行動不便人士及長期病患者，因不能出外理髮，致令儀容受到影響，需由社工轉介。查詢：2117-5847。

◆

解自己及家中情況，楊君瑩說：
「有
些長者會為了預備農曆新年 ， 而覺
得有需要購買臘味和糖果 ， 但可能
在家中已有很多海味 ， 而他們的身
體狀況亦不宜進食糖果 ， 一旦吃剩
又不忍丟棄，就會非常無奈。」她建
議長者在購物前 ， 要先了解家中有
哪些存貨 ， 並在家中計劃要買什麼
東西， 才前往商店；到達後， 要冷
靜小心選購， 查詢清楚方才付款。
最理想是與冷靜的同伴前行 ， 大家
有商有量， 以防過量消費。 此外，
長者亦可向後輩主動提出需要什麼
物品作送禮之用 ， 以免在新年後積
存大量不宜吃的糖果餅乾。
總而言之， 農曆新年是一個喜
慶節日 ， 長者要按照能力及喜好購
買所需物品 。 在面對商家的震撼推
銷時，要「停一停、想一想 」，手下
留情，才不至大灑金錢，造成浪費。

被忘掉了，身體放輕鬆，
良性循環下你又會再賺多
一點開心。
願望二：活得年
輕。心理年齡年輕一些，
可以帶動生理年齡年輕一
些 ， 但兩個齒輪彼此帶
動， 動力最大。 所以最終
都是要先活絡身體。 老人
家易腰腿痛 ， 大家都理
解， 但痛症管理的秘訣並
不是不動就不痛；短期不
動也許見效 ， 但長期不
動， 肌肉及筋腱只會愈來
愈退化， 愈易痛。 中醫病
理指：不通則痛。 但怕痛

福群會社工楊君瑩表示 ， 長者對農
曆新年尤其重視 ， 令他們很容易墮
進消費陷阱，她說：
「喜慶節日會令
人的消費意慾增強 ， 要買海味 、 糖
果 ， 又要添新衣 。 但很多時在新年
過後 ， 都會發現得物無
所用。」楊君瑩指出，新
年有很多消費陷阱：「 首
先是『多買多送 』，不少
長者會覺得『有著數，唔
好蝕抵 』，以致購買過量
物品 ； 此外 ， 有些店員
會作出『虛假陳述 』，吹
噓物品的功能 ； 再者 ，
有店舖會作出誤導 ， 例
如是價錢小數點的顯示極
不清晰 ， 長者要多加留
意。」
除了要對店舖陳述
提高警覺 ， 長者亦要了

三人行，有我師，三代行，有我師，
爺爺教你吟舊詩，你教爺爺學新知！

愈嘆愈不開心。 俗語說：
新年新開始， 臨床心理學
家都會建議我們趁機扔掉
一些心靈垃圾。
願望一：活得開
心。 首先要時時笑， 慣了
嚴肅的長者起初或會不習
慣， 但中國人有「 以假修
真 」之說， 開頭不妨刻意
將嘴角往上翹 ， 人家看
到，自然會以笑面回禮，
你便自自然然笑回去， 由
假笑變成真笑。 一笑很易
打開話匣子，傾傾講講，
你會發現時鐘走得特別
快， 輕微的頭痛或小病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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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以免出現社交退縮的現
象。
儘管並不是十分了解，
雙方都期望對方好，例如祖
父母期望孫子女讀書又或工
作好、聽教聽話；孫兒女期
望祖父母健康快樂、長命百
歲、不要太節儉和吃好用好。
期盼三代人可以相互支
持信任，讓長者有豐盛溫馨
晚年。
上不開心事也可以和長者分
享，也許得到另一番啟示。
這不但可讓雙方更貼近對方
的世界，增進彼此感情。
面對一些只會說鄉話的
長者，孫兒女更應該帶他們
多外出，擴闊生活和社交圈

曆新年將至 ， 又是購物好時
節 ？「 新春大減價 」、「 新年
大贈送 」均是商店招徠手法 ， 然
而事實上，除必須應節物品，我
們並不需要過分消費 。 聖雅各

香山亞黃

年 ， 迎接彈彈跳的
羊年， 讓我們一起來
許三個願望 ， 然後一
齊去實現它們吧。
許多長者都嫌自
己多病痛 ， 整天唉聲嘆
氣，結果愈嘆愈不自在，

喜發財 ！
祝各位公公
婆婆身體健
康， 老如松柏！
告別龍馬精神的馬

恭

新春進步

恭喜發財

恭喜發財

三代人彼此關心、互相扶持，讓長
•
者有豐盛溫馨晚年。

祖父祖母，

長者的你，會不會常與孫兒
女閒話家常呢？你們之間有
沒有感情且互相牽掛呢？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去
年曾在觀塘區分別為祖父母
及為人兒孫者進行調查，發
現有八成長者沒有與孫兒女
一齊居住，他們之間，有三
成二的長者很少與孫兒女見
面，另外有四成二的孫兒女
也很少見到祖父母，反映出
仍有很多祖父母是受到家庭
所忽視的。
調查分開兩份問卷進
行，一份以六十歲或以上長
者為對象，成功訪問了
三百二十九名長者；另一份
以十歲或以上青少年為對
象，成功收回三百七十一位
青少年的回應。其中八成三
受訪長者有孫兒女，而八成
五受訪青少年的祖父或母仍
然在世。

◆ 李孟進

您們在哪裡？
過 年 了，

•
及說鄉話難明白。他們跨代
之間大多數只是吃吃飯、看
電視和通電話，而在聊天話
題上，大多數只會分享自己
快樂一面，甚少會說出所憂
慮事情。難怪，調查結果指
半數長者或孫兒女同樣認為
對方並不了解自己。
因此，杜俊文建議長者
當與孫兒女相處時，首要是
放下身段、少囉唆、以朋輩
方式交往，與他們共同學習
新科技如攝影、或教烹飪編
織等手藝 、 又或一齊做義
工，找尋共同話題，拉近雙
方距離。
至於孫兒女，除了是父
母領頭外，自己應該主動經
常探望祖父母，關心他們，
不要只是過時過節問候，遇

社會工作者杜俊文呼籲
為人父母者要以身作則，在
孝順父母的同時，要帶同子
女多抽時間去見見祖父母，
讓他們互相培養祖孫感情，
也令下一代更懂得關心及尊
敬長者。這不單止是後輩對
長者的敬意，亦是社會肯定
他們對家庭以及對社會的貢
獻。
香港地小人多居住面積
有限，三代同堂的傳統關係
已經日漸疏離，杜俊文希望
有關調查可以喚起作為父母
者可以豎立榜樣，主動地安
排多些家庭聚會、例如旅行
等溝通平台，不要只是過年
或過時過節，才帶子女去「關
心」祖父母。
上述調查在問及長者與
孫兒女相處時，分別有四成
半長者及五成青少年表示有
溝通困難，包括不明白對方
世界、沒有共同話題；嫌棄
祖父母囉唆、沒有耐性溝通；
人兒孫的你，有經常與

為祖父母見面嗎？而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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