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

港歌手及作家陳美

香齡在新書中提及父

鄭寶鴻先生為
大家熟悉的

著名掌故歷史專家，他多年來不但
在《松栢之聲》與讀者分享自己珍藏
的圖片，介紹香港歷史及不同的地
區舊貌，近年更經常應邀於電視節
目及電台節目，透過大氣電波與大
眾親述香港歷史掌故，並從不同角
度重溫舊日的社會面貌，甚受歡迎。
鄭寶鴻先生繼六月份與松栢之
聲讀者分享《香港華洋行業百年》的
貿易與金融後，由於反應熱烈，在

徇眾要求下，該會再度邀請鄭先生
與大家分享《飲食與娛樂篇 》，透過
珍貴的圖片及一段段的歷史細節，
與您一起回顧百多年來香港二十多個
與民生息息相關的飲食及娛樂行業，
讓您通過段段歷史細節，玩味往昔
的一刻消閒。
事實上，上世紀四、五十年代
的香港，物質匱乏，生活艱苦，為
求生計，不少市民三十六行瓣瓣都
嘗試，為的是要養活下一代。俗語
有云「窮風流、餓快活」，縱使為口

奔馳，日日做到無停手，但為了家
人，閒暇都會拖男帶女到茶樓食肆
大快朵頤，又或到戲院睇返套工餘
場。因此，飲食與娛樂跟一般人的
生活最為貼近，在百多年間，香港
的飲食及娛樂行業，有些因為時代
及環境變遷而漸漸消失，有些卻仍
然屹立不倒，伴隨香港居民走到今
天。
《香港華洋行業百年之飲食與娛
樂篇 》由聖雅各福群會《松栢之聲 》
和《灣仔長者地區中心》一起主辦，

社群。我建議政府將退休年
齡延長，並且與大公司一起
邀請退休員工培訓新人，讓
退休人士繼續回饋社會。」
•

吳國威退休後修讀法律，成為
•
大律師後致力服務社會。

香港華洋行業百年之飲食與娛樂篇

安老服務計劃
報告諮詢

◆ 黃仲然

得執業大律師的資格。那年 較低的市民。
他五十九歲，他笑言自己恐 他覺得有些犯
怕是香港年紀最大的「大律 案者只是一時
犯錯，需要幫忙多於懲罰， 的。這份收入只可以支付我
師初哥」。
去年，他駕駛時遇上車 令他很同情這些人。所以， 每天到餐廳吃早餐的費用。」
儘管 Peter 謙稱自己唸
禍。車子報銷，幸好他沒有 當他做主控官盤問他們時會
受傷。不過，他對車禍如何 「口」下留情，但卻影響審判 法律只是為了滿足自己的興
發生毫無頭緒，亦無記憶。 效果。有時，他明知犯人只 趣 ， 而 且 貢
經檢查後，才發現是受十四 是在走投無路下被迫犯案， 獻 不 多 ， 但
年前手術後在腦部結下的疤 令他不忍相逼；但他們始終 他仍渴望幫助
痕影響。自此之後，他再也 是犯了罪 ， 必須受罰 …… 釋囚和更多有
Peter 覺得當主控官常令自己 需要的人 。
不可以享受駕駛之樂了。
Peter 希望當大律師， 內心掙扎，亦不能幫助太多 「我亦希望通
因為他喜歡助人，但他卻多 人，所以還是選擇在法院內 過我的經驗讓
次強調未能如願。他曾在社 當辯護律師。他通常每個月 退休人士明白
會福利署免費提供律師咨詢 接一至兩宗案件，但工資甚 到他們有的是
服務，但客人要的卻是事務 低。他笑說︰「我去年的收 成熟的心智和
律師的服務 ， 令他有志難 入僅高於一名外傭的工資， 豐富的生活體
伸。他現時在裁判司署任當 而且我在上法庭前的所有準 驗 ， 退 休 後
值律師，常常接觸社會階層 備工夫和時間都是不計錢 仍然可以服務

政策， 鼓勵市民大眾參與
討論人口老齡化的相關事
宜。

關懷社區

打造國際都會、
先營長者友善城市

像只是由社會一個高層跳到
另一個高層。原來他的人生
路並非一帆風順，他也曾經
歷過一些風浪。不過，Peter
卻一直以堅毅積極，從容自
若的態度面對困境，令我由
衷敬佩。
Peter 任職銀行業三十
多年，曾是一間私人銀行的
總裁。2001 年，他因腦部長
了血瘤而要開腦。雖然手術
成功，視力卻嚴重受創 —
左眼差不多全瞎，右眼也只
有一半視力。頑疾不但絲毫
沒有影響 Peter 的鬥志，反
而令他決心追求夢想。兩年
後，他放棄高薪厚職，提早
退休，共花了四年光陰取

標去量度一個城巿是否達
致「 長者友善 」的生活環
境。
香港雖為國際都
會，在「長者友善 」環節
卻未見接軌，近年來不少
政策文件經常提及面對人
口老化為經濟、醫療、長
期護理及退休保障帶來負

（Peter）
驟聽起來，吳國威
由銀行家變成大律師好

自 2002
年世衞在西
班牙西舉行的世界老年大
會提出的躍動晚年後，世

—— 吳國威

新形勢新盼望

◆ 涂小蝶

◆ 藍宇喬

今屆立法會已告結
束，新一屆立法會議員將
在就任，而政府委托顧問
進行的安老服務計劃最後
報告諮詢亦將出台，議員
的最新使命是審議評論有
關政策及促請政府
關注長者及護老者
的需要及訴求 。 本
港長者政策一直仍
為行政主導發展 ，
長者仍然未可參與
釐訂政策的諮詢。
長者既擔心政府削減資
源 ， 亦擔心過程黑箱作
業，使長者權益被漠視。
據聞政府會就安老
服務計劃作十八區諮詢，
希望政府今次能真正聆聽
市民 、 長者及護老者聲
音，不要再淪為做騷式的
馬戲！

年紀最大的
涂寫
「大律師初哥」
人物工作坊

短評

擔；然而，卻鮮有提出長
者為本，對長者友善的政
策框架，反而是施政上即
興式及回應式的資源調配
及撤換，此等福祉固然對
長者有益無害，但短視的
調配始終未能回應亦步亦
趨的結構性人口高齡化下
的社會需要。

即使身處惡劣環境也能
忍耐，向著成功的目標
不斷頑強努力。」同樣是
六十人生，有些人正正
這樣認真地努力生活
著！
註︰因裝修影響，
10月15日起《松栢之聲》
辦公室將暫由灣仔石水
渠街 85 號 1 樓遷往同一
大廈的 10 樓，讀者如欲
索取報紙或捐款，請乘
搭升降機到 10 樓，又或
郵寄至︰灣仔石水渠街
85 號 10 樓《松栢之聲 》
收。預計有關影響至明
年初，屆時再作通知。
不便之處，敬請原諒。

年更進一步落
衞於 2007
實「 全球長者友善城巿 」
計劃，獲得全球主要國家
及城巿嚮應支持，透過八
大範疇，包括環境空間及
建設 、 交通 、 房屋 、 社
會參與、社會融和、公民
參與及就業、資訊溝通，
社區支援及健康服務等指

親的處世格言，「在迷忘
的時候，選擇最難走的
那條路 」。踏入退休之
齡的她，回望一生在照
顧孩子、與朋友相處、
面對學業、工作、家庭
的重大抉擇時，都是以
此為決定自己該走路的
方向。
在不知該不該跟別
人道歉的時候，先道歉
的通常是更難，於是就
選擇先跟別人道歉；先
娛樂還是先工作，按這
個思想方式，就會先完
成手頭上的工作，再全

心地去享受娛樂；在面
對孫仔孫囡的管教上，
處理不合當行為是視而
不見和安撫方式，還是
正面回應，執行管教及
花時間跟他們說道理，
後者是更難，但得出來
的結果，會是更深遠及
良好的影響。
陳美齡一生以此為
自己做人的宗旨，結果，
她一直保持向上姿態，
挑戰自己，成為一個教
育家、作家，到多國扶
貧及幫助弱勢社群，更
培育出三名在身心成長
上十分健康的孩子。
「敢於挑戰難事，

新

◆ 謝文慧

選 擇 最難走的路

一屆立法會議員將
就任 ， 今屆頗多新
人履任， 亦是安老服務政
策能跨進新發展的契機。
世界各國均就人口老化議
題作全面的探討及準備，
「 人口老化議題主流化 」
是促進社會各界就長者議
題更大的社會參與和把議
題融入生活的
各個層面 ，
如社會 、 政
治 、 經濟和
文化等方面，
使關注議題變
成主流關注的
焦點。 立法會議員應把握
時間， 促請政府將人口老
齡化議題主流化， 及早設
立定期恒常諮詢架構， 讓
市民共同參與及構思未來
安老政策的策略方向和具
體行動方案， 政府須定期
搜集、 分析及發布與人口
老齡化相關的數據及

編者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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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千萬不要錯過這個親身細聽鄭
寶鴻先生帶大家重溫過往飲食及娛樂
行業的機會。由於名額有限，先到
先得。

「香港華洋行業百年之飲食與娛樂篇」
免費講座
日期：2016 年 11 月 24 日 ( 四 )
時間：上午 10 時正至 12 時正
地點：灣仔石水渠街 85 號
聖雅各福群會四樓明華堂
主講：鄭寶鴻先生
（著名歷史專家、香港歷史
博物館名譽顧問）
報名及查詢：2831 3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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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