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

梁 國 雄

「阿叔」
十多年前，我認識了人稱
或「大哥雄」的梁國雄。當時他

• 中國人對朋友之義在梁國雄身
上得到彰顯。

社區自由行
◆ 林瑞光

然而，阿叔令我對他更加敬佩
是劇團道具主任，為劇團搜羅和管理
道具，是舞台道具專家。然而，他 的卻是他對其好兄弟何文蔚的情
更馳名行內的卻是他對香港戲劇的認 義。阿蔚在七、八十年代曾是劇團
識和保存的豐富戲劇資料。他熱愛戲 演員，平時與阿叔互相抬摃，卻又
劇，早於七十年代已經參加戲劇工 惺惺相惜 ， 二人吵吵嚷嚷地做了
作，並且將他曾參與和觀看的戲劇的 三十多載好兄弟。數年前，阿蔚不
場刊收藏起來。香港戲劇界數十多年 幸中風，康復時我曾與兩位前輩喝
來的資料就是這樣被他保存下來，加 茶，二人依然不停鬥咀。可惜近三
上他對劇壇認識甚深，故我尊稱他為 年前阿蔚再次中風，自此之後不能
「劇壇活字典 」。阿叔亦是一名戲劇 再言語或活動，只可躺在老人院或
書迷，家中盡是戲劇書籍。據說他 醫院床上度日。在這一千個日子中，
的家除了兩張座椅之外，每寸地方的 對著這位思想感情被困在殘缺軀殼
地板至天花板都堆滿書籍。即使最近 中的好兄弟，阿叔不離不棄，每天
他出售了近萬本書，依然還有很多書 到老人院或醫院照顧阿蔚︰餵他吃
籍藏在家中。每逢我向他借取戲劇資 喝、替他抹身更衣、清潔按摩、跟
料，他總是立即將資料送到我手上， 他「傾談 」…… 當大家對他的義氣
並且不厭其煩地將他的戲劇知識告訴 肅然起敬時，阿叔只是淡然回應：
「我已退休，有的是時間，又住在
我，是一位熱心助人的前輩。

老人院附近，只是順便而已。」阿
叔真是行善不居功，君不見幾許人
即使有時間精力，住在醫院或老人
院附近，也不會探望自己的至親，
更遑論風雨不改地照顧沒有血緣關
係的朋友？
一月底的一個清晨 ， 阿蔚離
世，前一晚阿叔仍在病床旁邊照顧
他。當他在睡夢中收到醫院傳來的
噩耗後，連忙趕去見已離開的兄弟
最後一面。我擔心阿叔難過，他卻
輕描淡寫地說︰「我沒有什麼，只
是少了一名被我騷擾的對象而已。」
雖然阿蔚受盡病魔的折磨，但他擁
有一位為他兩脇插刀、忠肝義膽的
好兄弟，相信他在天家中也會向著
他在凡間的守護天使報以感激的微
笑。

影 藏 歲月 — 香 港 舊 照 片 展 覽
照片不但是我們的
影像記錄，它更

是反映社會風貌文化及城市景觀變遷的
見證。現在，香港歷史博物館正舉辦「影
藏歲月─香港舊照片展覽 」，展出一些
從未公開展出的珍貴歷史圖片，正好讓
我們回味香港過去百多年間的變遷，細
味當年。
展覽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
並由香港歷史博物館籌劃，將展出精選
自香港歷史博物館館藏及夢周文教基金

言

兩脇插刀忠肝義膽的

離世，言姐在生命最後的
兩星期，即使身體弱得站
不起來，竟拒絕入院接受
治療。在社工的多番遊說
下 ， 才同意送院 ， 幾日
後便撒手人寰。
朋友與言姐始終相
交不深，不願認領遺體和
辦理後事。醫務社工不欲
這位堅強的生命鬥士孤單
地離去，便轉介她至善終

◆ 涂小蝶



◆阿 詩

開。」相比起三天三夜滿
堂親友、花圈和祭品的風
光大葬 ， 這樣一個短短
三十分鐘的喪禮同樣是完
滿，因為它達到儀式最原
始和最基本的目的，讓逝
者得到懷緬和尊重。
每年 ， 香港有數以
百計無人認領的遺體被
送往邊境禁區的沙嶺公
墓處理 。 一堆黃土上的
墓碑僅刻有一組編
號 ， 彷彿代表著一個
個唏噓 、 一個個問
號 、 甚至被遺忘的人
生故事 。 他們有些是
孓然一身 ； 有些是親
人因各種原因聯絡不
上或拒絕領回遺體 ， 最
終只能被長埋無名碑
下 。 不論他們生前過得
如何 、 是否曾為這個社
群作出很大貢獻 ； 在生
命結束時 ， 但願也能獲
得一份最後的尊嚴和尊
重 。 若日後有機制能協
助這些無人認領的逝者
得享善終 ， 相信也是邁
向人本社會的另一步 。

涂寫
人物工作坊



短評

社企，申請到殮葬津貼在
醫院的小禮堂安排了一場
簡單葬禮。可能言姐沒料
過自己的病情會急劇惡
化，因此也沒來得及留下
喪禮安排的意願。於是主
事人以中國傳統儀式進
行， 她說：「 有些表明不
要宗教儀式的，我們會請
小提琴師來奏輓歌，希望
他們亦能享有尊嚴地離





言姐毫不猶豫地說 ：「 多
謝姑娘你幫我，但綜援金
夠我交租和吃飯了，不想
多領錢，姑娘你留給更有
需要的人吧！ 」她滿懷感
激的婉拒了慈善基金的幫
助 。 抗癌路上 ， 言姐只
能單打獨鬥，個性倔強的
她，即使自理能力慢慢減
退，也堅拒入住院舍接受
他人照顧。可幸她在病榻



上結識了一位病友的家
屬，出院後這位病友家屬
仍不時照應她；防癌會的
社工也成為言姐另一個重
要支援 。 每次跟言姐見
面，她都十分樂意分享自
己的過去和想法，最後總
會跟我說；「 姑娘， 我一
定會勇敢面對呀！ 」可惜
的是，也許受到幻覺的干
擾、或者預感到自己即將

為讀者辦理
續訂 」手續
編 者 的 話 「已經踏入第二
◆ 謝文慧
個月，很開心
每天收到大量的續訂回覆。很多
讀者利用這個機會更新個人資
料，特別是在大家普遍應用手提
電話下，而取消已停用的固網電
話；有的又剛
巧因搬遷而更
新地址等等。
這些個人資料
的修改通知，
負責文職的同
事會逐一為大
家處理，正如
上月所言，大
家合作和踴躍
的回覆，每天
收到過百封的
續訂回條，加上修改電腦系統的
個人資料，我們規定必須由同事
負責，故此需要多一點時間處
理。在此順帶一提，讀者會藉
此寄來一些善款支持報紙營運，
這對本報發行實在有如及時甘
露。若果大家是用支票捐款，
首先要把打算捐款的數目轉帳至
支票戶口，然後才填寫支票寄

來；如果是別人的支票代為捐
款，讀者記得在支票背後寫上自
己的姓名，同時與續訂回條一併
寄回，我們收到後便會安排發出
收據。倘若收據上有指定的抬頭
人士，亦敬請列明清楚。另外，
我們接到讀者來電尋求協助，原
因是他親自前往銀行以入數的形
式捐款，然後把入數紙直接放進
回郵信封，但由於入數紙上是沒
有顯示入數人
士姓名，他又
忘記把續訂回
條一併寄上，
依這情況，我
們實在無法單
從銀碼辨識捐
款人，真的十
分抱歉！
讀訂的
安排會至 5 月
中旬為止，在
善用資源的原則下，6 月開始我
們便不會向沒有續訂指示的訂戶
送上報紙。所以，欲想繼續閱
讀《松柏之聲》的讀者，鼓勵大
家快快把續訂回條寄回，以便我
們盡快辦理。最後，為這次續
訂工作引來任何不便，懇請各位
包容，如任何查詢，歡迎致電
2831 3215。

姐（ 化名 ）的葬禮只
是簡短的三十分
鐘，出席的一位朋友及三
位社工逐一上香、獻花，
目送靈柩被送上靈車慢慢
地離開醫院大樓。主事人
說 ：「 你們的出席令葬禮
不至太冷清，多了一些人
氣。」相信每一位出席者
亦希望這樣做使言姐感受
到一份尊重，不單不用孤
獨地走，並且能在最
後一程走得安慰一點。
言姐自小是孤
兒 ， 終生未婚 ， 在
香港失去工作後北上
打工，正當她把積蓄
都投放在即將開展的
小生意上，卻無奈地遇上
病魔。她患上癌症並必須
回港接受長期治療，結果
成為我的個案。言姐入院
時已身無財物 、 捉襟見
肘，連日後的租金生計都
成問題。醫務社工為言姐
申請綜援和慈善基金，讓
言姐暫鬆一口氣，可以專
注治病。記得當綜援和慈
善基金同時獲批下來，

《松 柏之
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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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歷史圖片珍藏共約七百多幀，當中
亦包括不少為人所熟悉的早期外籍攝影
師的作品。是次展覽會介紹攝影術傳入
中國和香港的經過，並透過不同的生活
化主題及各區的發展，讓大家回味香港
過去的發展步伐。
為豐富展覽內容，香港歷史博物館
更與香港高等科技教育學院合作，以創
意的多媒體節目，將香港舊貌重現，讓
大家尤如置身其中，經歷一個非一般的
歷史圖片展覽體驗。

展覽地點︰
香港歷史博物館
香港九龍尖沙咀漆咸道南
100 號（香港科學館側）
展覽日期︰由即日起至 2014 年 4 月 21 日（逢星期二休館）
開放時間︰星期一及星期三至五︰上午 10:00 至下午 6:00
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上午 10:00 至晚上 7:00
費用︰60 歲或以上高齡人士優惠票：$10（逢星期三入場：$5）
公眾導賞服務︰上午 11 時 30 分及下午 3 時正，每團人數 30 人，
先到先得。

《松柏之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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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柏之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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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