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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掃描
◆瑞 光

馬拉松跑出耆跡

從一年僅運動數
次 ， 至日日

操跑；從一年僅完成一個全馬
〈四十二公里 〉，至最高峰廿九日內
完成三個全馬，陳柳榮 (David) 今年
再創壯舉，以六十四歲之齡完成世
界六大馬拉松，（即東京馬拉松、倫

今年創下壯舉，以六十四
• David
歲之齡完成世界六大馬拉松。

•

關懷社區
◆陳 文

敦馬拉松、波士頓馬拉松、柏林馬
拉松、芝加哥馬拉松和紐約馬拉
松），表現更勝不少正值壯年的人。
David 謙虛地笑稱：「（跑馬拉松 ）
為了證明自己，年紀大並非沒能力，
同樣可以實現夢想！」
一提及馬拉松，David 頓時笑
逐顏開，說個不停：「之前從沒想過
會跑馬拉松！平日都只是遠足，不
太做運動。」他憶述，2008 年退休
時，因百無聊賴，又想維持一個良
好體魄，故決定上健身房學做健身。
惟當時健身教練卻建議，David 需一
併做帶氧運動來配合，就這樣，簡
單的一句話為 David 拉開了一段不
平凡經歷的序幕。
「當時是第一次走上跑步機，
中途突然看到電視播出香港馬拉松的
宣傳廣告，就貪玩為自己定下三年

短評

◆ 藍宇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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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邊讓員工作扶抱，容易造成工
平方米及 20.8
平方米， 現
17.5
傷。社會上大部份聲音均認為 6.5時大部分公營院舍供應宿位數目
平方米標準太低，必須提升改善。 估計應不太受影響；而現時營運
平方米的部
民 間 團 體 提 出 ＋ 方 法定的人均面積 6.5
案，要求在法例上訂明寢室及非 份私營院舍 ， 如能在修例後 ，
寢室的人均面積各有 平方米。 由院舍業界、政府及民間各方共
考慮到現行院舍執行提升人均面 同商議一個在不趕走院友的情況
積標準需時，團體建議就標準設 下合適的過渡時間逐步提升人均
立過渡安排。第一級標準針對法 面積。 而根據 2016
年院舍券的
例修訂後的新建院舍，其人均面 研究報告 ，
年在私營院舍
2015
個空置宿位。 這
積標準必須馬上符合 平方米； 中有近 10,000
第二級標準則針對現時營運中的 些宿位長期空置，也不為院舍帶
院舍，容許院舍可採用較新規定 來收入 ， 用作提升人均面積 ，
面積稍低的標準，並以自然流失 也不會減少院舍收入而引致倒閉。
院舍作為長者其中一種居
方式營運。
政府憂慮如果調高宿位的 住生活方式，法例必須保障社會
最低人均面積要求，宿位供應數 提供一個有足夠照顧 ， 有安全
目便會相應下降，私院亦會出現 感 ， 令院友享有私隱 、 自主和
審計報告 尊嚴的基本權利的生活空間，讓
倒閉潮。 但根據 2014
顯示 ， 政府的公營院舍中 ， 津 長者保持有「生活質素 」的晚年
助 院 舍 及 合 約 院 舍 分 別 平 均 有 生活，方為良策。

劇種沒有愛情元素，製作那邊怕沒有
市場而一度擱置，不知是真是假，但
最後在幾年前終成功被拍成劇集，還
要維持著原本的劇本味道。
「未生 」是一套圍繞著職場的寫
實劇集，觀其內容發覺工作人員應該
做了很多職場的資料搜集，特別是職
場新鮮人及職場內上司下屬、部門與
部門之間的生態。或許家中有年青
人，即將脫離學生身份，投入職場，
離開學校、家庭的保護環境，面對活
生生職場生涯，所以，跟他一起收看
時，又別有一番感受。
年青人剛出來社會工作，正式
進入成人世界，面對工作上的每一
環，需要學習的東西甚多，除了工作
上的技能外，還有學習待人接物及團
隊合作等等。劇內的幾個年輕小伙
子，不時踫釘，被責罵，就算錯不在
自己，也要學順從，聽命令，亦有因

覺得大材少用而打算另謀高就等等。
在生活上，也不時遇到職場新
鮮人，如在食肆用餐，有些後生仔女
生疏的落單及上菜手勢；又有在購物
時，遇上不熟悉貨場內產品的年青員
工。雖然他們在款待上未必周到，又
或未見細心照顧到客人的需要，甚至
是做錯事，需要多番提點或別人為他
善後，但是回想從前，自己做新鮮人
時又何常未錯過、未疏忽過？！
大家也曾是初出茅廬，編者也
沒例外，所以對於年青人初踏入職
場，都抱著相對較寬容的心態，了解
他們正處於成長中變化較大的一個階
段，心智仍有待磨練，所以會多給機
會及引導。加上家中也有年青人，相
對上也會額外對他們多一份體諒。
翻查「未生」兩字原來是圍棋的
術語，意指「死局的最後一步棋，下
錯了就全盤皆輸，下對了就能起死回
生。」以此形容職場生涯，大家又覺
得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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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希望三年後能跑全馬。」為積 「為甚麼要跑呢？不如放棄吧！ 」幸
極備戰，David 開始每天操跑，結 好，憑著一份堅持「訓練得這麼辛
果一年後，即於 2009 年先參加了十 苦，我得嘅！」最終理智戰勝心魔，
公里馬拉松；繼而在 2010 年挑戰半 奪得人生首個全馬獎牌。
馬；最後於 2011 年完成人生首個全
自此，David 迷上馬拉松這項
馬，成功達到為自己定下的三年目 運動，經朋友介紹下更加入跑會接
標：「（跑畢全馬一刻）十分開心，異 受比賽訓練。在跑友耳濡目染下，
常滿足，發掘到自己的潛能，那種 加上經傳媒訪問下知悉有世界六大馬
感覺是非筆墨能形容。」
拉松，於是又開展了新一個宏願，
說起來看似誇張，但背後所流 期望可以用雙腳跑畢六大比賽。結
汗水著實辛酸：「第一次跑全馬時， 果，他僅花上三年，於 2015 年至
因從未接受專業訓練，跑至中途雙 2018 年間，以 64 歲之齡完成世界六
腳掌已出現水泡，改用腳跟跑又令 大馬拉松。他寄語其他老友記：「應
雙膝痛楚難當。」他坦言，當時心情 多抽時間做運動，旨在自己願不願
十分矛盾，理智與心魔不斷糾纏： 意做，沒有事情是做不到的。」

稱花髮婆婆的義工說：「頭髮
被染回以前般黑髮後，對鏡
自望也覺自己回復了當年的
活力，感到和人接觸時的信
心大了。」
「長者高興所得的並非
是免費的剪染恤髮服務，而
是感到做義工後自己的能力
確實也可幫助到別人，更重
要的是被社會認許及讚同；
長者人口數目日漸增多，鼓
勵他們不要退休後呆活，推
動更多長者參與義工服務，
是我們的目的。」Alex 盼望地

表示，希望更多舉辦長者義
工服務的機構，可和他們聯
絡，讓「讚耆義 美耆髮」也
可參與此「義務循環的工作」
嘉許及回饋長者義工，推動
更多退休人士投入義工行
列，旣可令他們有豐盛活力
的晚年生活，也令更多社會
人士因此而受惠。
「我們剪髮義工隊的工
作，目的是同時推動業界參
與關懷長者的工作。」Alex 在
「讚耆義 美耆髮 」活動後表
示：「我們希望此活動可以有
示範的作用，鼓勵更多髮廊
參與為一群終生貢獻社會，
退休後仍不忘以行動去關心
社會的長者，向他們作出回
饋的嘉許。」
「易剪義 」自 2014 年創
辦至今，由 80 名理髮師義工

組成，成員不但忙於往各
區長者中心、公私營院舍義
剪，更到户為傷殘弱老，甚
至臨終者作剪髮服務，並教
授小數族裔人士髮飾以及學
生剪髮等。歡迎各社福機構
致電 5115-9954 為有需要者
申請有關「飛髮」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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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剪義 」冀義剪可推動更多長者
•
投入義工行列，在社會傳揚愛心。

所能去關懷別人，是非常難
得及值得讚許的。」據「易剪
義 」義務剪髮隊創辦人 Alex
在「讚耆義 美耆髮」活動中
表示。
「傳統對長者義工的嘉
許，多是在義工頒獎禮中進
行，我們希望以理髮師的專
長為他們修剪及美髮，用實
際致敬的回饋行動作為嘉
許，不但令他們可更有抖擻
精神形態及動力去關懷別

人，也望可推動更多長者投
入義工行列，將愛心在社會
傳揚。」
「我的頭髮被修剪、染
及恤髮後，我變得看來是年
輕了很多；由於我的外貌『變
年青化 』後顯得更富活力，
竟感染了不喜言笑的服務對
象看到我時，也開始變得有
活力起來，主動和我傾談多
了，不但開始關心我的生活，
且還要我和她分享保養身體
的心得添！」月前接受過「讚
耆義 美耆髮」嘉許的一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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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剪義」既作義剪
又推動社會關懷力量

「退休後仍不忘關懷社
會，參與義務工作將

院舍人均面積之爭

最近看了一套電視
劇 ， 聽聞由於

本

◆ 謝文慧

港《 安
老院條
年生效， 當時的條
例 》於 1996
例已被社會聲音指各標準定立過
低，條例已近二十年沒有就主體
內容作出修訂。本港私營安老院
的質素一直為人詬病，自大埔劍
橋護老院事件後，社會上不同的
聲音均要求政府必須盡速檢討條
例，確保長者在符合現代生活標
準的院舍居住。
政府已成立工作小組檢討
現時院舍條例守則 ， 其中一個
激烈爭議點 ， 就是最低人均面
積。現時安老院條例的最低要求
平方米，這標準其實更低
是 6.5
於公屋擠迫戶及懲教署高度保安
級別的監倉人均面積的 平方
米。現時不少私營院舍的寢室狹
窄 ， 輪椅難以出入 ， 不利院友
日常活動 ； 而部份睡床僅得

編者的話

初出 茅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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