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

◆ 謝文慧

，相信
提起「修哥」胡楓
大家都會帶着艷羨的目

光看他！羨慕的是他八十三歲
高齡的健康身體和充沛的活
力，兒孫滿堂的幸福家庭，更
難得是仍有很多有趣的工作等
着他。二十歲初出道時做小
生，想不到今天八十歲仍是
「小生」，他笑言很享受工作，
自己編排日程，除了拍攝電視
片集，也愛登台和在演唱會當
嘉賓，生活過得充實愉快！
修哥分享他對工作的看
法：「我不會刻意找工作，但
時刻都作好準備，有工作時便
埋位。」怪不得不久前當他被
邀請和其他兩位老友記合拍

的《三個小生去旅行 》電視集
時，心境年青的他完全不需預
定講稿和路線，對白就發自他
和拍檔的內心，帶大家經歷一
個歡樂的旅程，所以節目受歡
迎完全可以理解。
提起這節目修哥顯得很
開心，因為收視率很不錯，他
又得知網民反應熱烈，連以前
很少看這類電視節目的觀眾也
讚好。片集雖已播完一段時間
仍有觀眾不時提起，大家也期
待新一輯節目。修哥透露他已
準備好，隨時可以出發拍攝
呀！
有機會和修哥聊天，最
重要當然是向他偷師保養之道

作參考。修哥說養生之道其實
很簡單，就是多動和多走路。
他說自年青時已深明多動的好
處，所以經常爭取機會走動練
氣，連看電視也不會閒坐着。
怪不得他現時在舞台上唱歌跳
舞，身手靈活也夠氣。他囑咐
我提醒大家要保持健康，勿忘
少吃肥膩和煎炸之物，最重要
還得多走動呀！
在保持心理健康方面，
他笑言自己一向樂觀愛說笑，
心境保持年青，對不如意的事
一笑置之。修哥強調作為長
輩，他樂於主動與後輩溝通，
打破隔膜。他尤喜與年青人結
緣成乾兒女，其中經營美容院
的 Mence 眼中的「契爺」性格
開朗，從不抱怨，凡事讚好。

她特別欣賞「契爺 」經常在適
當時候主動從旁提點，建議後
輩如何將事情辦得更好，令人
受惠不淺！
滿頭烏髮的修哥現時在
工作以外盡量謝絕應酬，爭取
與家人相處的時間，家裡四代

◆ 陳炳麟

期 辦 理

長《 松 栢 之

聲》一份純以長
者為對象的刊
物，若從單一層面述說內容，不旦令
編者搜索枯腸，讀者感到枯燥乏味，
刊物最終「革命尚未成功」而消失；即
是說《松栢之聲》要有一個穩固的基
礎，方可有自一九七六年一月起成為
首份全球發行的華文長者讀物成績。
很感激時為港大醫科三年級學生
的勞永樂連同梁萬褔於《松栢之聲》創
刊翌年負責撰寫「松栢延年」版的稿件
工作，本著「長者該有健康，才可有豐
盛人生」的宗旨，他們縱使學業及隨後
工作繁忙也犧牲寶貴休息時間撥冗撰
稿，在 1981 年時編者還要在清晨六時
前《松栢之聲》總編輯

關係融洽，有空便弄曾孫為
樂。他謙稱自己十分幸運，但
其實是「樂觀性格、處世待人
之道，和時刻作好準備的心 」
造就今天幸福的他。大家要活
得精彩快樂，得多多向修哥學
習呀！

• 修哥分享養生之道、工作態度和做人哲學。

勞永樂醫生，我們永遠懷念您
關懷社區

及投訴渠道的錄影帶 ， 以
確保其知悉 ， 多年來行之
有效 ， 讀者可在互聯網觀
看。 第二方面， 政府並必
須規定獲牌院舍設「 院舍
會 」組織， 由家屬、 精神
健全住院長者、 員工、 管
理層及社區人士代表組
成 ， 定期監察院舍的日常
運作 ， 讓住院長者 、 家屬

— 時刻作好準備的
「活力小生」

◆ 藍宇喬

府必須嚴懲執法， 並設立
緊急接管不良院舍的機制
及程序， 與營運安老院舍
服務的機構保持溝通， 以
能在有安老院舍營運失當
或嚴重違規時， 可吊銷其
牌照而同時安排服務， 把
住院長者逐步轉介至其他
院舍的宿位， 估計下一年
已能真正加強監管， 保證
護老院質
素。
長
遠而言 ，
政府應就
《 安老院
條 例 》及
《安老院實務守則 》進行檢
討， 清晰指出院舍管理層
及其員工對住院長者有法
定謹慎責任 ， 並明確列出
罰則 。 目前的條例只約束
營運者 ， 並未直接對住院
長者作出法律保障 ， 在檢
討時應研究能否在條例上
加上相關條款 ， 使嚴重疏
忽照顧住院長者的行為成
為刑事罪行。

◆姿 凝



人物掃描

 胡楓

捍衛
長者尊嚴

父 親

短評

及公眾清晰服務使用者的
權利 。 香港政府如要實踐
上述兩項目 ， 相信一年內
可全面實行 ， 在培養住院
消費者權益意識方面設立
了基本的機制。
加強監管，保證護老
院質素方面 ， 社署可增加
人手 ， 加強真正的突擊巡
查 ， 向公眾承諾突擊巡查
次數 ， 顯示改善決心。 政

烈 ， 市場反應
跟現實家庭情況
或許也很相近。
向不少年
長爸爸了解，知
道他們當年為生
活、為家庭，長
期外出工作，有
的更是航海，一
家人見面時間少，就算見面不
期然就會教導子女一番，原因
是平日沒機會把一些重要做人
處世的道理傳授子女，擔心他
們長大學壞或行錯路，訓示式
的溝通方法往往是父親留給子
女的印象。久而久之，子女親

上

編者的話

月有媒體報道大埔
運頭街劍橋護老
院，有長者被職員推出露
天平台上被脫去衣服，全
裸或半裸長達超過一小時
輪候洗澡一事，引起全港
各界關注及討論。筆者認
為單是譴責，無助於捍衛
長者尊嚴，改善監察政策
和機制，就有關問題與民
間團體
及媒體
交流後，
對改善監
管政策
和機制
提出短
及長期方面切實可行的建
議。

相

母親，多於親父親。
曾聽到退下職場的父親，
現在待在家中的時間多了，希望
在家人關係上作出補償，嘗試由
多訓示，轉為多聆聽，對子女
在工作上吃苦頭，不作批評，
反而偶意分享一
些類似經驗以示
支持和鼓勵。很
欣賞這位銀髮爸
爸開放自己，為
自己生命最重要
的家作出轉變，
除了愛相信沒有
方法可以做到。
上月送別了一位父親，他
就是我們尊敬的勞永樂醫生，
他一生在醫療和社區健康工作
不遺餘力。同時，他與《松栢
之聲 》亦有莫大淵源，今期請
來陳總撰寫文章，記念勞醫生
的工作和貢獻。

短期來說，政府應在
《安老院實務守則 》上規定
住院長者入宿時向院友及
家屬派發服務使用者的權
利須知 ， 列明院舍作為照
顧者在法例上的權責 ， 事
實上在美國大部份地區 ，
入宿時院友及家屬必須觀
看政府拍攝有關院友權利

比 起
母 親
節的節日宣
傳，父親節
往往好像沒
有那麼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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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在勞永樂醫生家樓下，於他上班時拿 事實上，由於有著有質素的文稿，也帶
取他晚上趕寫的稿件；令筆者深深感受 動坊間有份量的各方專業人土義務參與
勞永樂醫生對長者健康的付出，直教筆 提供稿件，遂令《松栢之聲》成為一份受
者工作要有著理想才可達宗旨。
長者歡迎的刊物的根基來。
勞永樂醫生所撰的文稿脫俗，以
勞醫生以「救人為醫生天職 」為
抒情生活化在你我遇到的事情上帶出健 己任，早年更默默為行動不便的《松栢
康的重要，從而令人以自我力量來活出 之聲 》讀者免費上門診病；出資創立
健康晚年；他更不忘反映一些老年人的 「全民健康動力 」組織，致力推行完善
苦況所引來的健康問題，藉引起大家的 和推動香港的醫療和公共衞生服務；
關注；當中他撰寫的「三婆的病」
、
「拉 筆者曾直率說他花盡不少時間在「非診
車夫的故事」，啓導筆者在構思《松栢 病」工作上，實是「不務正業」，他欣
之聲》題材上，是要從全面的生活層面 然回答「只要能為社會做點事，個人得
出發，勿只呆在問題的點子枯腸中苦思。 失何需掛齒。」
他們更將「松栢延年」版的稿件分
勞醫生在患病時也曾向筆者透露
別結集成兩本書籍 —
《松栢延年》及《松 腰痛的問題，當然他的回應是「尚有
栢延年 老年健康護理指南》
，結果兩冊 很多工作需要完成」而拒休息的建議，
銷出近兩萬本，從中可見他們的歡迎度。 後在 2012 年立法會選舉前夕確診肺癌

才減少工作，唯他在病危時
每日仍撰文發聲盡力推動全民健
康至四月下旬。
勞永樂醫生本年五月九日
雖已離世，筆者亦於 2011 年後離
任，但他對《松栢之聲》的影響尤深，
面對社會急劇轉變及人口不斷老化，
本著「革命尚未成功」下，同寅早已傳
承勞永樂醫生的辦事思維，從點線面
的方式構思《松栢之聲》的文稿，更學
會他竭智盡力地服務讀者，不斷發掘
有關長者福祉的題材，盡力完善和推
動香港安老服務的發展。
勞永樂醫生，
我們永遠懷念您。

《松栢之聲》並無當局任何經費資助，乃全仰賴各界善長捐款以可維持，善款多少不拘，如蒙厚愛，敬希惠寄郵票、支票，抬頭「聖雅各福群會 松栢之聲」或（St.James' Settlement）
；
並請註明捐款人姓名、讀者編號（若有）、地址或電話，俾便致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