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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大家有需要

如照 顧 孫 兒 孫

◆ 謝文慧

◆ 林瑞光

一九五一年從江蘇來港，隨當裁縫
的大伯入行，三年學師打雜生涯，
慢慢累積經驗。先後跟隨多位師傅
學藝，自六十年代在官涌工作至十
年前從老板手中接過生意。縫製旗
袍慢工出細貨，現時訂單太多，祇
能按序完成，幸好熟客都
耐心等候。這天，我有幸
從旁觀察他仔細地完成一件
旗袍的每個細節。
殷師傅現時每天早上
到家居附近行山，令他感
精力充沛。下午替人客縫
製旗袍，假日與太太和兒
孫一起茶聚。由於這行業
的師傅平均都已七十歲以

香港書展 2016
中

「書自

有黃金屋 ， 書中自有顏如
玉。」相信不用我們多講，
各位讀者亦十分同意閱讀的
益處多不勝數；然而，在日
趨科技化的社會，你們有否
愈來愈少翻開書本，漸漸忽
略了享受閱讀的樂趣呢？
不少《松栢之聲 》讀者
均是愛好閱讀的一族，一年
一度的香港書展又將開鑼，

藉此平台提提讀者們，鼓勵
大家到展場湊湊熱鬧，並趁
機飽覽群書！
香港的書展由香港貿
易發展局主辦，每年 7 月會
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
屬亞洲最大型的書展之一，
是本港每年的夏季盛事，而
今年的書展亦已踏入第 2 7
屆 。 根據香港貿發局的數
字，上年度的書展吸引逾百
萬人次進場參觀，可見反應

熱烈。
事實上，書展的入場費
用便宜，65 歲以上的長者更
可免費入場；而且，展場內
的書類廣泛，並附有比平日
在書店中較優惠的折扣。此
外，書展每年均會與不同出
版社、機構或作家合作，舉
辦各項活動，如︰展覽、故
事劇場、作家講座、分享會
及簽名會等，有興趣的讀者
不妨留意大會的公佈。

上，殷師傅也樂於抽空培植有意學
習這工藝的人材。不久前有設計師
林春菊隨他學藝，利用環保牛仔布
料造成新派旗袍呢。近年他經常參
加推廣活動，繼續為旗袍文化承傳
作出貢獻，就讓我們一起向他致敬！

日期及時間
7 月 20 至 21 日及 24 至 25 日︰上午 10 時至晚上 10 時
7 月 22 至 23 日︰上午 10 時至午夜 12 時
（三樓展館至晚上 11 時）
2016 年 7 月 26 日︰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
地點
香港灣仔博覽道一號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費用
65 歲或以上長者︰免費進場
上午進場票︰港幣 $10
（中午 12 時前進場適用，不設離場
時限，可逗留至閉館，門票只
限即場發售）
成人票：港幣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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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殷師傅每天都忙於為人客縫
•
製漂亮合身的旗袍。

社區自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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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夠維持基
全港平均工資的 9%
本的生活需要，而設定的數額沒有
根據科學的方法計算，亦無設立機
制使保障水平與經濟及工資增長掛
鉤。
在過去數載 ， 來自長者 、 婦
女 、 青年 、 勞工 、 基層 、 殘疾 、
工會、宗教界及社福界等，不同界

單，近期樂見不少年青朋友擁戴旗
袍，以不同形式推廣這傳統文化。
最近在花卉展覽的旗袍主題展覽展出
多位旗袍老師傅的精彩作品，其中
從事此行業六十餘年的殷家萬老師傅
也有參與，他在推廣這門傳統工藝
實在不遺餘力。
八十多歲的殷師傅的小工場位
於官涌的寶靈商場，店裡堆滿布料
和旗袍，裁床上有粉袋，熟銅漿糊
刀、扭耳拑等傳統工具。牆上掛了
他的素描，是香港知專學院學生送
贈的紀念品。我到店鋪的當天殷師
傅正聚精會神地密密縫，他邊縫邊
跟我聊。他手中的旗袍是藍絲絨

花半透明紫色布料，他正仔細地剪
些小布塊作托底縫鈕之用。他解釋
半透明布料做起來十分考功夫，旗
袍的邊必須仔細修飾，一件需花上
約三 、 四個工作天完成 ， 手工約
二千多元。
已是長衫老行專的殷師傅謙稱
「做到老，學到老」，他說：「人家將
布料交來是對我有信心。一件合身
的旗袍必須漂亮、細節一絲不苟、
穿起來舒服！」由於旗袍的特色是度
身訂造，他重視親見人客，以便能
將她的優點突顯。藝人汪明荃、劉
嘉玲等拍電影穿的旗袍都是他縫製。
每件他都會先思量怎樣做。當客人
穿起來合身，他也有很大的滿足感。
回想年僅十五歲的他自

退休保障制度

統中式女裝長衫於二零一四年

傳獲列入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清

不應是扶貧政策

◆姿 凝

◆ 藍宇喬

明對設立全民性的退休保障制度有
保留，又以「不論貧富 」與「有經
濟需要 」的極端案例及負面字眼作
為諮詢框架，把退休保障的本質，
換為扶貧政策 ， 更引發世代負擔
之爭 ， 政府在是次諮詢實有欠政
府對市民應付有的承擔。
公道來說， 退休保障制度不
是針對貧窮長者的扶
貧政策 ， 而全民性
的方案不單能去除資
產審查的負面標籤效
應 ， 亦給予長者應
有的尊嚴 、 基本的
收入保障 ， 回應長
壽風險，肯定他們對香港的貢獻，
讓他們的退休生活更為安心 。 是
次諮詢關乎長者及社會各階層的福
祉 ， 亦是一場關於建設公義香港
社會的討論 ， 它不單是公民權利
的保障，令年青人對未來有信心，
穩定社會 、 令整體社會得益的政
策，開創香港社會發展的願景。

殷家萬師傅 —
人物掃描
致力推廣傳統旗袍文化

短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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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的人士都曾強烈要求政府立刻制
訂及全面保障長者的政策並盡速實
施。政府一再延緩有關討論，終於
去年年底，正式就設立退休保障制
度進行公眾諮詢，由九七年通過的
強積金條例至今，香港經過二十多
年終於再等到政府願意就退休保障
諮詢廣大市民。然而，特區政府表

女，特別是那些已上了小學或中學的孩
子，6 月是他們應付學期終考試的重要
階段，或許你們的子女也會盡量安排自
己放假，回家陪他們溫習。
生活上實在有大大小小的不同考
試，走過人生六十載或七十載，甚至
是八十載的你，或許同樣久不久就要面
對新挑戰 — 是健康變化？是與家人相
處？是學習一門新知識？是探索一個
從未去過的新地方？又或是面對家人或
老友的離去？
孩子在面對考試時，多多少少都
有壓力，要它們把厚厚的書本唸好，
實在很辛苦。聽到不少家長分享，孩
子不想付出，但又想要有好成績，但
細想下，這會不會也是自己的心聲？
活過半世紀，應該是人生踏入休
息的階段，這個實在是可以理解，但
原來生活的考驗，除了自己可以為自己
安排，作為對自我的一項挑戰及進步的
方法外，也有不少時候是它主動來找我
們，甚至是突然來訪！
面對這些人生考試，有時暫時躲

一躲，不是不可以，至少這可給自己
一個停一停，想一想當下的這道考題是
甚麼，鑑別後，看看自己是否可靠個
人的能力解決，還是要加上家人或其他
人士的幫忙，向別人找尋幫助，雖然
事實上也要自己面對和解決，但好處是
多個人跟你商量，讓自己更安心地去面
對。
我跟孩子面對考試會著重過程多
於結果。如果已是認真溫習，結果未
如理想，也應開心面對。就好像數科
的情況，她確實做了很多練習，老師
回應她上課也是十分留心，可是理解力
不足，結果當然十分合理 — 僅僅合
格。孩子當然想要更高分數，但我的
回應：你已盡了力，並且做得好好！
現實中，亦試過因她有 1 分的進步（之
前是萬分的努力 ）而「斬料 」加餸，原
因是分數雖然重要，但心靈的質素更加
重要。人一旦洩了氣，就很難重拾鬥志。
今天 ， 如果你正面面對人生考
驗，找個人分享，聽聽別人的意見，
自己也可抒發心情。同時，要相信自
己過去的人生閱歷及個人能力，可以影
響結果，就是當下的時候。

香

編者的話

港社會一直以來 ， 都未能充
份保障長者的入息 ， 香港長
者的貧窮問題，與其他發達國家相
比明顯較為嚴重。 根據 2014
年的
統計數據，香港現時有接近 萬的
長者，生活於低收入家庭，佔整體
長者人口的 44.6%
；長者的貧窮率
遠比其他年齡群組高，是香港整體
貧窮率的
倍， 這
2.3
反映香港現
時的長者入
息保障制
度， 不能
有效確保長
者享有與其他群組相約的入息水平。
香港現行的公共長者入息保
障制度是高齡津貼，給予合資格長
者每月劃一的保障水平 ， 現時
歲長者需通過資產及收入審
65-69
查才能領取高齡津貼，對 歲或以
上長者卻不設任何資產及收入審查
， 但高齡津貼金額不足， 只等於

人生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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