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

真善美的化身

蘭姐上月獲嶺南大學頒發榮譽

羅院士榮銜，表揚她在演藝界的

羅蘭姐鏡頭前後都是同樣
•
美麗 ， 因為她有一顆真
摯的善心。

貢獻和成就。獲頒學位前，我打電
話恭喜羅蘭姐，她表示受之有愧。
羅蘭姐真是謙虛，她在影視圈工作
六十多載，連電影皇后的榮譽也奪
得，當然是實至名歸。
在粵語片時代，羅蘭姐總是飾
演心術不正、刁蠻潑辣等不正派的
角色。現實生活中她卻是一位斯文
有禮、和藹可親和心地善良的長
輩。我有一個理論﹕通常在電影或
電視中飾演反派的演員私底下都是
大好人。羅蘭姐正是印證我這論調
的最佳人選。
羅蘭姐非但不是心術不正，而
且更是非常厚道。一次，數位朋友
聚會時，談起一位女明星多年前的
不名譽事件。羅蘭姐連忙請大家不
要再說下去，因為事件中的三方現
時均各有家庭，大家不應再將他們
的舊事重提。三名當事人當然並不
知道羅蘭姐背地裡這樣幫了他們一
把，但此事卻令我認識羅蘭姐高尚
的情操。
•

羅蘭姐亦是一位非常盡責的前
輩。她曾經做了一項義務工作，但
機構三番四次都在帶給她的文件上
出錯 。 她為了幫助機構將文件做
好，竟然主動提出自行到該機構的
辦事處簽署，因為這樣才能最有效
率地解決問題。她不計較付出時間
和金錢，只想將事情做好，真是我
們學習的榜樣。
羅蘭姐每次約會均非常準時，
有一次她竟然遲了大半小時仍未出
現，我知道她一定有要事發生。到
她到來時，才知道她的女傭當天因
急病被送進醫院，所以她一直留在
醫院照料女傭，直至女傭好轉才趕
來見我們。羅蘭姐身為大明星，當
女傭有需要時，她不辭勞苦地親自
留在醫院照顧她。她對女傭的關愛
令人動容。
由於女傭突然進院，羅蘭姐自
然趕不及化妝便跟女傭一起到醫院
去 。 跟着她又匆匆從醫院趕來酒
樓，當然沒有化妝。我看着羅蘭姐
的素面 ， 真的打從心裡佩服出
來——你以為很多女明星沒有化妝
便見不得人 ？ 羅蘭姐便是一個例
外，眼前的她跟上鏡時竟然完全沒
有分別﹗她真是得天獨厚。
每次與羅蘭姐通電，她總會在
掛線前說一句祝福語「 天主保佑
你 」，令我覺得很是窩心。本月是
她的生日，也讓我請天主保守着這
位真善美化身的前輩，使她繼續身
壯力健，福壽康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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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有多少長者可以軟著
陸呢？就算工作單位有退
休金計劃，那筆退休金又
可以支撐到幾多年呢？
各位老友記 ， 我相
信你們所期盼者並不是一
個玫瑰園，只是一塊青草
地亦於願足矣！今年的施
政報告與老無份不重要，
最重要者是特區高官們心
中仍存敬老尊長的中華傳
統文化元素。我們只可企
盼有天施政報告會為耆老
們重燃希望，為長者們昔
日的貢獻作出肯定，讓日
益老化的香江帶來真正的
幸福感，讓老友記不再恐
懼老之將至，讓年邁一群
感受到快樂！誠心所願。

◆ 涂小蝶

羅 蘭

施政方向看，似乎長者們
要先用盡一己的資源後，
政府便會提供急需的服
務。但對長者們公平嗎？
不論在壯年時對社會的貢
獻，身為一位特區市民亦
有基本的權利吧？無怪乎
在安老社群中，耆英們不
大理解為何政府可以動用
如此龐大儲備去打造未來
香江，卻連一個初級的老
年退休保障計劃也不肯推
行。
若有一天大部份長
者都要依賴政府救濟才能
存活 ， 則尊嚴何在 ？ 今
天我們的預期壽命往往比
退休年齡還多 年，在沒
有老年退休保障這安全

涂寫
人物工作坊

短評

面看，與長者們的直接或
間接福祉相關者實屬不多
見 ！ 難道特區政府不再
「 以民為本 」嗎 ？ 耆老們
豈不也是人民的一份子
嗎 ？ 不錯我們要有前膽
性 ， 有全盤規劃 ， 但亦
要關顧長者人口當下的需
要及面對的身心社靈的挑
戰吧？因為長者們在心理
上都感覺時日無多，眼前
的一切至為重要呀。這並
不表示長者們貪便宜，謀
小利，只不過因為在過去
的歲月中，政府並未有在
安老福利服務政策上有審
慎深遠全面的鴻圖大計而
已！
若照目前高官們的

句說話，相信很多人會有所共鳴。
身邊有幾個個案都是上了年紀的父母
獨居多年，唯其中一個離世後，子
女心怕留下來的一個會變得孤獨，又
擔心萬一發生事沒有人知道，後果不
堪設想；當然亦不排除因著外間租金
昂貴，所以同住一方面照顧家人，
另一方面可節省開支。然而這些家庭
在提出同住的方案前，彼此關係都算
不錯，有同住的念頭都是基於關心父
母，父母亦開心子女回家。
可是父或母再次跟子女一起生
活，雙方在適應上出現大大小小的
困難。70 多歲的母親表示，女兒的
生活習慣從小在家培養，為何婚後
幾年會變化如此大，樣樣要求乾乾
淨淨，一定是受女婿影響；女兒覺
得母親開電視機的聲浪很大，影響
小朋友休息。又有長者覺得子女一
家回來住，擺放了很多他們的物品，
自己的生活空間愈來愈少，明明是
家中的主人，現在卻變了家傭。亦
有子女見母親常買一些廉價食材，

擔心食材來源及衛生，寧花多些錢，
請母親買些新鮮及有質素的食物等，
因而引來母親的不滿。
要舉出有關的例子確實是多不
勝數，這些生活上的磨擦，令雙方
的關係變得緊張，為了紓壓或發洩，
各人便向親戚、朋友，甚或其他子
女訴苦。可是，相處的事日復一日，
沒完沒了。
「相見好，同住難 」這句說話
說得很到位，見面就好了，同住、
一起生活是困難的。故此，大家在
考慮再次一起生活前，要慎重考慮，
並切實想想有沒有其他可行方法，
免得本來良好的關係有所改變。
************************
溫馨提示
本月免費講座，歡迎報名參加。
講座：「香港城區發展百年」
講者：鄭寶鴻先生（著名掌故專家）
日期：11 月 28 日（星期三）
時間：早上十時至十二時
地址：灣仔石水渠街 85 號 4 樓
明華堂
電話：2831 3215

施政報告與「老 」何干？

見好 ， 同

「相住 難 」這

◆ 謝文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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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見好 同住難

年一度的施政報告
出台了 ， 香港一百
多萬名長者們都寄以極高
的期望，因為特首是一位
敢言 、 敢做 、 敢想的問
責官員。但人生就是一場
春夢，夢醒時刻只能自求
多福，繼續秉承香港人的
獅子山下精神，彼此也在
捱！在洋洋大觀的施政理
念中，我們都可以隱約看
到五十年後的新香港特區
面貌 ！ 但世事常變 ， 誰
人可以預知明天會發生甚
麼境況啊？
在整份施政報告
中，不論從篇幅、字數、
段落以及資金額等多方

編者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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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銳煊

維護廉潔鄉郊選舉
關懷社區
◆ 黃仲然
郊代表選舉即

鄉將舉行，作為

選民的你，會如何
決定手上一票應
「花落誰家」呢？除
參考候選人的品
格、政綱、背景、
過往服務或政績
外，還會否受其他
因素影響？看看以
下漫畫中的對白，
或許可以從中獲得
一些啟發：

廉政公署執行的《選舉（舞弊及
非法行為 ）條例 》，禁止任何人藉提
供利益以換取選票。任何人提供利益
（包括金錢、禮物等）、飲食或娛樂，
以誘使選民在選舉中投票予某候選
人，即屬違法。選民若以選票換取利
益、飲食或娛樂，亦屬違法。一經
定罪，最高可被判監禁 7 年及罰款
$500,000。
如你對《選舉（舞弊及非法行

為 ）條例 》有任何疑問，可致電廉潔
選舉查詢熱線：2920 7878，或親臨
廉署各分區辦事處；亦歡迎登入廉政
公署「廉潔鄉郊選舉」網站 www.icac.
org.hk/icac/elect/2019re/tc 瀏覽各
項廉潔選舉活動詳情。
上文有關法規的解釋，只屬一
般和概括性質。候選人及其助選成員
如對個別情況有疑問，應參照法例條
文及徵詢法律顧問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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