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

的啟示

◆ 謝文慧

在

◆ 周永新

領取三千四百多元 。 換言之 ， 在現
在大約一百一十萬的長者中，將會有
接近一半 ， 在新措施實行後 ， 他們
每月將會有穩定和可靠的收入，以滿
足他們基本生活的需要。在我的分析
中 ， 受惠長者應屬社會裡的中下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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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境不盡相同，感受也因應經驗而改 幅。他的技巧就是這樣磨練出來，
他又趁在出版社工作之利，將書中所
變！」
套用古人一句：「在乎山水之 載的導演手法引用，將景物作取捨，
他六十多年的畫畫生涯中靈感源源，
從未間斷。當有人提到面對重複的寫 間」正是他近期在中央圖書館個展的 「定格 」於最動人的畫面，觸動觀眾
生題材時，寫實派沾叔的反應是： 主題，沾叔位於深水埗舊居的「書畫 的心。
經過一段時間自學苦練，技巧
「別忘我們是『寫生』，不是『寫死』， 間」猶如一個寶藏，數千張真跡記錄
眼前的景物看似相同，但不同時期的 了香港的變遷，要嚴選數百幅與大眾 到了得心應手的境界，沾叔又開展另
分享並不容易，幸得畫家潘淑珍 一階段創作生涯。當時除了正職和在
和一眾友好助他一臂之力。難得 雜誌漫畫配圖外，性格溫厚的沾叔選
有機會在他畫室聽他娓娓道出每 擇了走寫實路線，開始每天一幅寫實
張畫的故事（見圖），他更愛在畫 作品在報章連載六年。當時足跡踏遍
香港每個角落，憑他敏銳觸覺，將
中題上心底話。
沾叔「發燒」作畫始自年青 當時的都市生活和話題展現讀者眼
時在上環工作，每天早上送孩子 前。他回想當時走在街上找尋題材，
上學後，七時已抵達荷里活道一 當靈感一至，看似平凡的生活片段也
帶偷空習畫，放工後又趕緊來一 極具感染力！
著名畫家歐陽乃沾來說，本土

對風光的畫畫題材俯拾皆是，在

關懷社區

全民退保

歐陽乃沾
在乎山水之間

短評

是我們要走的路

◆ 吳之瑩

每一段緩緩前進的階段，
有著來新經驗和體會。不
知她的故事對大家又有沒
有一些啟發 ?
回來《松柏之聲》，
近日有讀者來電問及續訂
安排，這位讀者真的十分
細心，本來計劃在去年進
行，但因裝修工程緣故，
所以會延至今年下旬，屆
時會再通知大家。另外，
本報由眾多作者分別撰
稿，分享他們對不同主題
的體驗或立場，一直以來
不時收到讀者的意見或感
受，我們都會一一轉達，
同時，我們亦會定時作出
檢討。有做得好的地方，
會繼續努力，有不妥善之
處，會作出改善。希望在
互相鼓勵及交流之下，讓
長者們繼續接收到更多適
合資訊。

形容這只是簡單的資產和入息申報，
但部分長者為了要符合資格，難免在
申報過程中有所隱瞞，好像欺騙了政
府，也不覺得生活津貼是他們應該享
有的退休保障，感覺上是自己的尊嚴
受到損害 。 另外 ， 如果長者擁有的
資產超過三十萬
元 ， 他們只可領
取高齡津貼（ 歲
及以上 ）， 但今天
擁有數十萬元的長
者 ， 他們對自己
的退休生活可以安
心嗎 ？ 他們為了
應付未來的生活需
要，看來他們也不會輕易動用自己的
儲蓄。
因此 ， 為了令長者有尊嚴的生
活 ， 真的感受到社會
的關懷和敬愛， 全
民退休保障還是我
們未來要走的路！

人物掃描

等。其目的希望促進成年
運動人士的友誼、和諧及
團結。
長者活動愈來愈多
元化，亦很國際化，
八九十歲長者可以憑運動
衝出香港，與世界各地不
同的人士交流，肯定是一
件畢生難忘的經驗。在網
上看張婆婆比賽的片段，
由於九十歲組別只有她一
人參賽，所以她與年齡比
她少的一組一起跑，期間
她的步履有點不穩，但卻
及時修正，並繼續緩緩向
前跑，最終衝破終點。
看吧 ! 我想人生也
是如此，就算到老，也可
以繼續向著自己的目標出
發，縱使已經沒有年輕時
奔跑的腳步，但緩緩地跑
也有另一番感受，重要的
是自己沒有停止下來，在

層 ， 他們多了這可靠的收入 ， 生活
將可得到改善，每月可安心的用去領
取的金額 ， 也不怕自己的儲蓄 ， 會
為了應付日常開支漸漸消失。
所以說感到挫敗和失望 ， 因新
措施實行後 ， 長者申請生活津貼 ，
仍要接受資產和收入的審查，雖政府

臉書中被一則新聞
吸引，就是香港一
位 93 歲的長者張雪玲參
加了在韓國舉行的世界先
進室內田徑錦標賽得到冠
軍 ! 新聞吸引的地方，一
來就是 93 歲高齡的長者
參加跑步比賽 ； 二來是
「先進賽事 」這個名稱，
究竟是甚麼 ?
簡略地翻查網上資
料，先進代為成熟人士，
香港康文署每兩年均舉辦
一次先進運動會，讓 35
歲或以上的人士參加，比
賽宗旨不在於爭勝，而是
讓年歲相約人士在運動中
彼此切磋，大家一起保持
做運動的樂趣。至於張婆
婆參加的賽事 ， 屬世界
性，運動比賽項目近 20
多項，成年運動員無分年
齡、種族、性別、宗教

沾叔笑言常喜在畫中「加鹽加
醋」或「偷工減料」添加個人想法，
刪減不合適的景物或借景生情，使主
題更突出。猶記得九十年代的一幅灣
仔速寫，記下街市攤檔的熱鬧場景，
背景有早期歐洲式鐵欄杆樓房、不同
年代的建築物，並加上合和中心，題
名《四代同堂》
。他筆下經常出現神態
活現的貓，也是他寓意的方式之一！
年逾八十的他對畫的熱愛有增
無減，年前大兒歐陽應齊往歐洲工作
時與他同行，身處異地的他畫個不亦
樂乎！去年抱恙在家休息，曾技癢
偷偷返回畫室。要重溫沾叔筆下珍貴
的香港變遷，大家隨時可從他多本畫
集，踏進他寫情的感人藝術世界！

「香港乘車易 」推長者優化版

◆ 黃仲然

著 2 元乘搭交通工具

隨的優惠，老友記外出
的意欲大增，去遠一點地方
的動力也提高了，但對於很
少涉足的地方，老友記就其
街道及交通也會陌生，除了
路在口邊之外，現在老友記
也可以靠智能手機，自己尋

找合適交通工具四處去。
事實上，坊間早已有
一些香港交通工具的應用程
式給普羅大眾使用，唯有關
應用程式不是專為年長人士
而設，所以在顏色、字體及
應用上，對他們來說始終不
方便，也難於在長者群中普
及使用。
早前，運輸署斥資

今

編者的話

年行政長官發表的施政報告 ，
對關心退休保障的長者來說 ，
相信聽來一方面感到高興，另一方面
也感到挫敗和失望 。 特首公布 ： 政
府將改善長者生活津貼，首先是提高
合資格長者的資產限額，增加至每位
三十萬元 ， 而
每月的金額維持
在約二千五百
元 。 在長者生
活津貼之上 ，
特首建議加入優
化版 ， 或稱高
額長者生活津
貼 ， 申請長者
的資產限額是十四萬四千元，而每月
的金額約三千五百元。（ 申請細節及
金額不在這裡細表 ）。
所以說感到高興 ， 因根據社會
福利署提供的資料，將會有五十萬長
者受惠於兩項改善後的長者生活津
貼 ， 而其中四十萬長者 ， 每月可

「 先進運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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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萬，在介面及功能上
優化「香港乘車易 」應用程
式。優化後，簡化了操作介
面，提供簡易路線搜尋功
能，並選用了較大的字體及
更鮮明的背景顏色，分別有
藍色和綠色選擇。此外，新
設有朗讀功能及顯示所有長
者優惠票價的路線。為配合
長者的習慣，更增設搜尋步

行距離較短的鄰近車站。
為了更貼心，是次測
試應用程式時，邀請了五十
多位長者試用及給予意見，
例如在朗讀功能上，改良
了朗讀的語速，調節了部
分英文字母尾音和數字的讀
法，例如「104」號巴士應
讀作「一零四」而非「一百
零四 」。另外，介面中把

醫療、康樂設施等長者較
常用地點優先列出；同時，
搜尋時不用十八區，將之
簡化為香港、九龍及新界
三大區。
各位使用智能手機的
老友記，可立即下載「香港
乘車易 」應用程式，以後去
街要乘坐公共交通公具時，
就方便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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