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

為社會服務的巨人

》撰寫此專
原來我為《松柏之聲
欄已經八年了，成就這段因緣

社區自由行
◆德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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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的人生路。他每天花上很多時間 （51159954），好等有需要的人可以
做運動、步行，為的是鍛鍊身體， 直接與他聯絡。這樣的大好人，我
使自己可以有強健的體魄繼續服務社 除了請求上天讓他重拾健康，再也
會。雖然陳先生並不是個子高大之 想不到用什麼說話來形容他，我辭
人，其不屈不撓的堅毅精神卻令到 窮了。
他是一名巨人。
•
我在撰寫此文時，恰巧正在與
他通訊。我說他常常幫助別人，他
卻說那是他應該要做的事情。只要
他有一分力，就會為有需要的人付
出一分力。這就是樂於助人的陳炳
麟先生了﹗他總是燃燒自己來服務
他人。
最近 ， 他正在休養期間 ， 仍
不忘服務社群。他特別叮囑我要在
本文中留下他的手提電話號碼

筆者多年來一直以「 陳先生 」
•
稱呼陳炳麟， 是她表達對後者
尊重之意。

的是本刊前總編輯陳炳麟先生。
大約八年前吧，陳先生專程與
即將出任總編輯一職的謝文慧小姐約
會我茶聚。當他告訴我他快將退休
時，卻給了一句令我非常震撼的說
話。他說﹕「涂小姐，我等待你的稿
件已經等了十年了。」此話怎說？原
來他在過往的十年內曾多番約稿，
但我因工作忙碌，總是婉拒他的盛
意。我沒想到他竟然將此事放在心
頭上達十年之久，那一刻，我既尷
尬又感動。就是為了他這一句話，
即使我的生活比前更為忙碌，我還
是答應每季義務為《松柏之聲 》供
稿，自此開始為讀者介紹我敬愛的
長者。
既然我在此欄中所寫的是我敬

重的長者，我又怎能不介紹陳先生？
陳先生在七十年代時已經開始任職社
工，並且專責冷門的長者服務。「平
安鐘 」、「家居滅蚤滅蟲 」、「社區藥
房 」、「藥物環保回收活動 」、「後顧
無憂」等無數為長者開創的服務和教
育全都是由他率先推行，可見他是
一位有遠見和有膽色的長者社工服務
先鋒。
然而，我最佩服陳先生的並不
是他的創意，而是其驚人的意志力。
他自二零零二年開始患鼻咽癌後，
身體多次出現嚴重的問題，令健康
大受影響。可是，無論頑疾有多強，
他也能咬緊牙關，一次又一次地奮
力對抗。即使每次戰爭後，他的健
康進一步受損，但他卻總能夠站起
來，繼續做他要為長者做的事情，
完成他的使命和走他那雖不平坦卻豐

長者活着 就 是 智 慧

◆ 涂小蝶

◆ 關銳煊

容時說些什麼話 。 第一位長者希望
聽到別人讚他是一位好醫生及好丈
夫 。 第二位長者希望別人讚他是一
位好丈夫及作育英才的中學老師。
第三位長者沉默一陣子後說希望聽
到別人說：
「看啊，他在動呀！ 」長
者們經歷一生的辛酸苦辣 ， 活着到
今天高壽之年 ， 其中所蘊藏的智慧
又豈容忽視呢！
綜合一生閱歷，長者們親身體
會到：

涂寫工作坊

短評

票子不要太多，夠花就好。
房子不要太大，溫馨就好。
車子不要豪華，平安就好。
工作不要舒適，盡職就好。
身材不要苗條，健康就好。
穿衣不要名牌，合身就好。
生活不要享受，幸福就好。
人生不要完美，完整就好。
這些寶貴的人生智慧，年青一
代有留意到嗎？
長者們大都很現實的，過度的
治療， 得到的是無尊嚴、 無意義的
生命。 老年之福， 不由主觀的設計
策劃。在於隨遇而安，及時行樂。
長壽的前題是能自理 ， 是少麻煩他
人。 今天雖然科技發達， 但仍然很
難給生命增加時間 ， 但可給時間增
加生命。 各位老友記， 你們懂的！
祝大家越老越精伶， 心曠神怡， 笑
口常開！

陳炳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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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有

怒時，會對身邊人和事帶來十分強大
的破壞力，而首當其衝的往往就是自
己的家庭！
聆聽了這位母親，給她的建議是
先回想自己跟女兒一直用甚麼方式相
處及管教，在沉思好一段日子後，她
坦誠地表示自己是一個好要「話事」的
人，家中大小事她是最終的決定人，
家人只需服從，而當她一發惡，甚至
會有機會動手。不過平日無風無浪時，
她對家人說話語氣十分良好，外人看
來是一個好媽媽。反思後，鼓勵她要
積極以聆聽代替說話、以放手代替話
事，當憤怒來臨，檢示自己的情緒紅
綠燈，如情緒在升溫狀態，即由綠燈
轉黃燈，就要找方法避免由黃燈轉紅
燈，可以是暫時離開吵架場所，直至
轉回綠燈後才繼續對話。此外，避免
批評而多作欣賞等等。
說是易，行卻難，但很欣賞這位
母親，沒有放棄自己和家人，她努力
地在跌踫中前行，因為她已輸了大半
生跟家人享受和諧關係的日子，也苦
了大半生，她不希望禍及下一代，今
天的醒覺為時未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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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所以幸福，是心態好。
人之所以快樂，是不計較。
人之所以知足，是不攀比。
人之所以感動，是有真情。
人之所以寬容，是有心胸。
朋友不要十全，真誠就好。
知己不要十美，懂得就好。
家人不要太親，理解就好。
日子不要太富，快樂就好。

一位母親 ，
跟女兒的關係
◆ 謝文慧
只能用過山車般形
容，時而攀上高峰，時而跌至底谷，
期間由高點跌到低點，又由低點返回
高點的速度也一樣的很快。這位母親
跟我說，女兒今日有跟我講返工的事
情，又有回家吃飯，可是明天就投訴
女兒對她的不滿，也討厭她的問長問
短。
回顧這位母親的原生家庭，她的
媽媽也是脾氣時好時壞的，一家人都
不善於情緒管理，情況沒有在她成長
後有所改變，誰知這個問題卻延伸至
她的下一代。
從前的社會，相信不少人都會講
「天生天養 」，即是不用想太多，也無
法想得太多，整體社會處於貧窮及教
育未普及的環境，連基本三餐也成問
題，何來講情緒管理 ?
經過半世紀後，香港社會在經濟
及教育方面有很大的進步，再沒有所
謂的「天生天養」管教方法，可是仍有
很多人未有為意的是，當她們沒有好
好情緒控制，特別是在表達不滿和憤

編者的話

天人類的預
期壽命愈來
愈長了 ， 有科學家推算會達到 120
歲。據《健康時報 》之「院長在綫 」
透露 ， 人們的長壽與否取決於下述
個特徵；只要具備 個以上便會
長壽了。
心率越慢，人越長壽。
握力越大，人越長壽。
肺活量大，人越長壽。
身體微胖，人越長壽。
用腦越多，人越長壽。
性格外向，人越長壽。
不打呼嚕，人越長壽。
沒啤酒肚，人越長壽。
口味清淡，人越長壽。
絕經越晚，人越長壽。
但是在人生態度言行上多點幽
默感便更有智慧了 。 恰如三個長者
在閒談死後最希望別人在瞻仰遺

為時未晚的醒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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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展覽︰「北山汲古：中國繪畫」
香港中

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文物
館及中大藝術系將於即日起
至 12 月 15 日合辦「北山汲
古：中國繪畫」展覽，精選
120 件利氏北山堂捐贈與寄
存於文物館的中國古代繪畫
精品，涵蓋由宋代至清代的
山水、花鳥雜畫、宗教、
人物肖像、仕女、揚州、
廣東、女畫家等門類，讓觀

眾認識中國繪畫的多元題材
與畫法。展覽免費入場，歡
迎公眾參觀。
展覽展出不少難得一
見的繪畫精品。山水畫方
面，除元代陶鉉的存世孤本
《幽亭遠岫圖 》外，亦有戴
進、文伯仁、董其昌、吳
彬等名家的作品。花鳥雜畫
方面，（傳）祁序《牧羊圖》
為北山堂寄存作品，畫流行
於宋代的田園放牧題材，畫

面亦可見梅竹雙喜的吉祥意 成為文物館的重要收藏 ； 「北山汲古：中國繪畫」展覽
象。宗教題材作品則有明代 「粵地 丹青」單元中顏宗的
詳情如下：
浙派人物畫大師張路的《仙 《江山勝覽圖 》則為罕見現 日期：即日起至 12 月 15 日
人瑞鹿圖》。
存明初廣東畫家的作品。北 地點：新界沙田香港中文大學中國
至於人物寫真，佚名 山堂亦廣收女性畫家之作， 文化研究所文物館（百萬大道附近）
的《王士禛賞梅賦詩圖 》反 如馬守真、文俶、邢慈靜等 開放時間：
映了中國文人肖像畫於清初 明清名妓、閨秀的筆下丹青。 星期一至三、五、六：
上午 10 時至下午 5 時
發展至巔峰的勝景，各種美
中大文物館更舉辦多
人畫則說明了文人與大眾文 場藝賞遊活動，歡迎公眾報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
下午 1 時至 5 時
化對理想女性形象的形塑。 名參加。活動詳情請瀏覽
休館時間：逢星期四
「揚州 逸韻」單元中的鄭板 www.artmuseum.cuhk.edu.
查詢電話：3943 7416
橋《竹石圖》於 70 年代即已 hk/zh/training/cur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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