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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師。他憑著天生的一雙巧手
和獨有的美術觸覺，不單為
演員化出漂亮的妝容，更能
因應角色的需要，為演員度
身訂造頭套、鬍鬚和眉毛等
毛髮上的製作。過去三十多
載，他曾將不同的表演者化
化妝前
身成千萬個不同的舞台造
型。
家在湛江茂名的松哥
自小對繪畫和寫字最感興
趣。中學畢業後，他到廣
東省藝術學校攻讀舞台美術
班，學習各種舞台設計。
他最擅長人像畫，所以即使
他希望唸佈景設計，還是被
化妝後 編入化裝班。兩年後，松

拒絕賄選種票
維護廉潔選舉

哥被分配到廣東省話劇院工
作，練得純熟的化裝技巧。
之後，他又被派到中央戲劇
學院進修舞台化裝一年，再
到北京中國人民解放軍八一
電影片廠實習。一九九二
年，香港話劇團聘請松哥以
專才身份來港出任駐團化裝
師。除了有兩年回廣東省話
劇院工作之外，他一直為香
港話劇團效力，而不少大明
星如紅線女、汪明荃、馮
寶寶和米雪等都愛由松哥替
她們化裝或織髮。
在港多年，松哥對香
港劇壇的化裝和髮型設計貢
獻良多。他的織髮手工非常
細緻，技巧冠絕全行，連無
線電視也曾派其髮型師前來

何謂「賄選」
？
根據法例，
選民不可以在本
港或其他地方索
關懷社區
取或接受任何人
提供的利益（包
◆ 黃仲然
括金錢 、 禮物
一屆的區議會選舉將於今年 11 等 ）、飲食或娛樂，從而出賣自己的
月 22 日舉行。根據最新選民登 選票。舉例說，假若有區議會選舉候
記資料，共有超過一百萬名長者選民 選人為了討好選民，免費邀請或津貼
可於本年的區議會選舉投下神聖一 選民到內地一天遊，或以優惠價宴請
票。選民須留意，區議會選舉是受到 選民享用下午茶，藉以誘使選民於選
由廉政公署負責執行的《選舉（舞弊 舉中投票給他，便屬違法。選民若因
及非法行為 ）條例 》監管，大家必須 為接受了有關利益或飲食，而投票予
守法循規，維護香港的廉潔選舉文化。 該候選人，同樣犯法。

新

案製訂時 ， 康復專員是
全權負責的 ， 因康復專
員本身是勞工福利局副秘
書長同級的官員 ， 責任
清晰任務明確；而安老服
務計劃負責『擔大旗 』的
安老事務委員會在服務計
劃過程中既是政策推動又
是被諮詢角色 ， 安委會

何明松是香港戲劇界的
化裝及織髮織鬚大

◆ 藍宇喬

因政治紛亂不想帶領 、
不敢帶領或認為自己官員
沒有能力帶領？立法會福
利事務委員會在二零一四
年通過就長者院舍住宿照
顧服務券試驗計劃及「安
老服務計劃方案 」在勞工
及福利局開設一個首長級
編外職位 ， 專責支援 ；

謙恭有禮的化裝大師

安老服務計劃方案的迷思

何明松憑一雙巧手為香港舞台創作出數以千計的
•
造型 。

•

何明松

短評

注的對口人是顧問團隊，
但其實顧問團隊是負責協
助研究相關課題和諮詢意
見 ， 討論是一個火花互
動的過程 ， 究竟作為政
府服務的計劃 ， 市民及
前線要與大學教授而非主
要官員去討論是否恰當？
有經驗的前線同工都明白
要執行別人給
你寫的計劃是
如何痛苦及
「堅離地 」！
下一階段
（十一月 ）進行
諮詢最後共識 ， 究竟如
何進行當然是各方監察和
重視的 ， 而筆者更關注
的是究竟這方案會否如
年的社會福利長遠
2011
福利規劃不了了之 ， 政
府是如何落實未來十五年
影響萬千長者的安服務計
劃呢？

◆ 涂小蝶

以平和的語氣告訴我自己
是個末期癌症病人，醫生
表示沒有藥物可治好他的
病，然後就把一張支票交
給我，藉此幫助有需要的
長者。之後，他久不久就
把善款親自送來。有次他
向我表示希望下次可帶同
家人來訪，好讓之後他們
會繼續幫助弱勢人士。後
來相信是疾病漸趨嚴重，
沒有再收到他的消息，及
至近月他的妻子來電告訴
我他病逝的消息，並把有
關帛金捐出。認識這位善
長的日子雖然淺，但令我
印象最深刻是他那份無施
的愛，他是位好好先生，
也是個謙謙君子。
「生有時，死有時」，
他們雖然走了，但留下了
美好的生活見證和榜樣，
並為這個世界留下美善和
愛！

主席自己製訂 、 呈交自
己審批再推薦政府 ， 這
在過程中有沒有角色衝
突 、 來去都是同一群人
討論如何引發新思維？安
委會主席只是非受薪的義
務工作 ， 要負責這重任
是否公平？
公眾一直被引導關

涂寫
人物工作坊

下來在前線工作。她比我
更早投身社福界 ， 是前
輩 ， 經驗豐富 。 共事期
間，她差不多從沒有請過
病假，每次覆診她都是特
意安排在休息日或在返下
午夜更時，早上就去見醫
生。工作上，她是一個很
好的合作伙伴，每次跟她
討論個案，她都會從個案
的成長和益處著想，十分
專業。後來病情不穩，終
於要從工作退下來。之後
她為了完成心願，更毅然
遠走北歐觀賞北極光，當
時她的身體雖然弱小，但
心靈卻十分強壯。如今再
次想起她，那份真誠，有
承擔，熱愛生命永遠留在
我們記憶之中。
最後一位是來捐款而
認識的善長，這位中年男
士在年半前主動來找我，
我們素不認識，傾談間他

這項重大影響深遠的政策
計劃為何不是勞工及福利
局 局 長 或 副 局 長『 擔 大
旗 』向特首負責，而局方
只是負責支援安委會一群
全是兼任的委員？從這人
手編制可看出政府對計劃
的不重視及乏誠意。
在康復服務計劃方

剛過去的一個月，接
到三個不同人士離世
的消息，如今帶著感激的
心情來說說跟他們的往事。
一位是朋友的家人，
我們會跟朋友一樣稱呼她
阿姨 ，她在國內是一名西
醫，後期來到香港，學歷
沒有得到承認，轉而當看
護，埋怨的說話，從沒有
聽她說過。她在親朋和教
友的口中，是個熱心款待
別人的人，笑容常常掛在
她的臉上。這也是我記憶
中的她，每當見到阿姨，
她都是親切地關心著後輩
的近況和孩子的成長。阿
姨留給我們的是一份能屈
能伸、謙卑、真誠和愛護
輩的榜樣。
另一位是舊同事 ，
初見面時已知道她是個癌
症康復人士。從前她是主
管，因疾病的緣故，就退

面

◆ 謝文慧

對未來人口老化 ，
整全的福利及安老
服務規劃是大眾的期望。
政府近年在民間聲音的壓
力下 ， 無論福利或安老
的規劃都找屬下的諮詢委
員會進行或委托大學顧問
團隊進行 ， 這種外判形
式予人覺得政府並無意做
規劃， 匆
匆行事濫竽
充數交功
課， 2011
年的社會福
利長遠福利
規劃正是不
了了之的典範。
去年政府又再將安
老服務計劃外判安老事務
委員會再外判香港大學顧
問團隊協助進行 ， 政府
的角色亦不斷後退而至今
次的兩重隱退 ， 是代表
政府認為不用帶領 、

編者的話

感激
您們以美善走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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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摩。在過去的二十三屆香
港舞台劇頒獎禮中，他曾七
次奪得「最佳化裝造型 」獎
項，更曾連續四年奪魁，是
香港化裝界獲獎最多的紀錄
保持者。由於他的織髮技巧
無人能及，所以有時他會被
邀為香港戲劇協會、中英劇
團等為角色造型製作毛髮。
我最欣賞松哥是他對
人的態度。雖然他在劇壇享
負盛名，所有演員都希望由
他替自己化裝和梳頭，但他
依然溫文有禮，平易近人。
當有人稱讚他時，他甚至有
點靦腆，可見他謙虛不居
功。即使他已是化裝大師，
多年來仍孜孜不倦地研究舞
台化裝，努力改良舞台化裝

何謂「種票」
？
若有人明知本身無權在選舉中
投票卻在該選舉中投票；或提供明知
屬虛假或具誤導性的資料（例如虛假
的住址 ）以登記為選民，而其後在選
舉中投票，即屬所謂「種票 」，同樣
會觸犯《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 ）條
例》，一經定罪，最高可被判罰款 50
萬元及監禁 7 年。
廉潔選舉你要識
過往曾有某些團體於投票當日
提供免費車輛，接載長者選民到票站
投票。長者選民應提高警覺，若團體
純綷為方便選民而安排車輛接送，當
中沒有替任何候選人助選，選民便無

術。他記得初來港時，愛
以畫筆繪畫鼻影和腮影，以
突出造型的繪畫性。可是，
當時香港沒有人這樣做，行
內不太接受他的新穎技術。
今天，他的創新技術已經被
很多化裝師已採用了。
除了舞台的毛髮製作
外，松哥也會為一些在生活
上有需要的人製作頭套，使
一些因生病、年老或脫髮的
人回復漂亮自信的外觀。
在港工作二十一載，
繪盡了無數張臉孔後，松哥
渴望退休的生活。明年二
月，他將回廣州定居，過
他嚮往的種植花菜的恬淡生
活。我在此祝他生活愉快，
健康無憂。

需擔心；但若團體是藉提供免費
車輛接送服務，而替某候選人助選，
例如車輛上貼滿候選人的宣傳海報或
有人以言語為某候選人拉票，則該免
費車輛接送服務可能被視為法例所指
用作賄選買票的利益，長者選民應拒
絕接受。如懷疑選舉中出現違反《選
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的行為，
應立即向廉政公署作出舉報，舉報貪
污熱線為 2526 6366。如有任何查
詢 ， 亦可致電廉潔選舉查詢熱線
2920 7878。
廉潔公正的區議會選舉需要你
的支持，大家要提高警覺，拒絕賄選
引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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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