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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炯燊

甚麼是加拿大精神？這個問題大

矣哉，然而借用前總理哈珀的

說法，概括而言，就是和平、富有同情

心、勇敢、自信、自由和親善；而多元

文化的政策，正是維繫這種精神所在。

自由、民主、人權是加拿大的基本

立國精神，也是加拿大的外交基石。在

兩次世界大戰裡，加拿大都派軍隊參

戰，而第二次大戰的勝利，更保衛了世

界和平，也換來了加拿大長久的國家安

全和國際地位。這是對加拿大的價值觀

念的捍衛，這就是加拿大精神。

在加拿大，人們一直在努力如何戰

勝貧困和不公，提高素養、加強學習，

關心他人，為環境，為社區工作，這就

是加拿大精神。

加拿大是一個移民國家，每個人的

背景，因來自不同的國家和文化而存在

差異，但他們建造了穩定、繁榮和充滿

活力的加拿大，這個國家的美好，在很

多方面為其他國家所羡慕，這就是加拿

大精神。

縱觀整個加拿大歷史，移民為社會

各領域所作出的貢獻，使加拿大在世界

上成為了一個強大、和平、民主、寬

容、令加拿大人自豪的國家。正是這種

精神，每天都伴隨著在加拿大生活的

人，激勵他們為國家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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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應環境變化   提供優質服務

中僑多元文化價值觀

2     2018年2月

中僑同事們來自不同族裔，更好的提供服務。

中僑互助會1973年成立，並於1974

年註冊成為非牟利慈善機構，服

務對象最初以華裔為主，其後延伸至其

他族裔，而中僑的員工以及理事會成

員，也隨著服務對象的發展而走向多元

化，可以說是多元文化融合的典型例

子，當中自然面對不少挑戰和機遇。《

中僑新天地》記者就此訪問了中僑互助

會暨中僑基金會行政總裁周潘坤玲(右

圖)，闡述了中僑多元文化的價值觀，以

及作為行政最高負責人，她如何帶領來

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員工進一步服務社

會、新移民，以及所面對的問題。

        系統性協助新移民

周潘坤玲指出，早年旅加華人都依

靠同鄉會或會館，在幫助移民度過生活

難關上發揮了很大作用；但這些宗親組

織有一定的局限性，例如必須同姓、同

鄉，活動範圍狹窄。香港早於1967年因

為發生暴動影響而形成一股移民潮，其

中包括不少外省人，他們來到加拿大，

維繫加拿大精神，多

元文化政策的推行是具體

的表現，加拿大是在1971

年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推行多元文化主義

政策的國家，證明是成功的，之後有不

少以移民為主的國家陸續跟隨。

加拿大認同並珍視其豐富的民族和

種族多樣性：移民現在佔加拿大人口增

長的一半以上、有200多個民族一起生

活。加拿大多元文化主義法案 (Canadi-
an Multiculturalism Act) 促進所有種族
的人，積極公平地融入加國社會，以及

不同種族的個人和社區彼此互動。

在加拿大的大街小巷，不同膚色、

不同語言的人隨處可見，各式各樣教

堂、廟宇有眾多宗教信仰……，儘管存

在著種種不同，但整個社會是和平有序

未必能夠適應當時的同鄉會或會館。

她說，直到1973年，中僑互助會在

溫哥華華埠正式成立，成為一個相對固

定的機構，聯繫各類專業人士，系統地

向新移民全面提供服務。當中最主要的

理念：第一，新移民能否適應及融入加

拿大社會，必須政府、主流社會及新移

民共同合作才能成功；第二，要讓政府

認識到，移民是加國的財富和資源而不

是負擔，對移民服務要有投入及支援。

     越南難民潮成契機

中僑早期是以服務華裔移民，尤其

是來自香港移民為主，因為當時中國尚

未改革開放，能夠離開國門者極少。

隨著70年代中開始出現的越南難民

潮，情況愈趨嚴重，加國政府基於人道

關係，展開收容行動，大批越南難民於

1980年代陸續抵達大溫哥華地區後，開

始認識及使用中僑的服務。有見及此，

中僑開始聘用操越南語的員工，這成為

日後陸續拓展其他族裔的服務基礎。

周潘坤玲表示，到今天，因應服務

的族裔對象，中僑同事裡操著20多種語

言，除國、粵、日、韓、英、法等語

外，也包括菲(他加祿語)、印(旁遮普

語)，以至波斯、阿拉伯語等，說明了同

事們的族裔背景及文化。

她說，中僑現已發展成為加西地區

最大的移民服務機構之一，提供的服務

一定要切合各方面的需要，因應每個地

區的服務對象而配置相關員工。她舉

例，在卑詩省北部聖約翰堡(Fort St. John) 
的新移民基本是來自東歐及俄羅斯，中

僑在當地的辦事處，員工自然是操俄

語的。又例如素里是一個以印裔為主的

多元文化社區，中僑辦事處所配置的員

工，族裔自然也是多元化。

     理事多元助訂政策

除了服務前線的員工多元文化外，

制訂政策與計畫的中僑互助會理事會與

負責籌款的中僑基金會理事會，周潘坤

玲說，理事們都是有不同文化背景、族

裔的專業人士，包括華裔、韓裔、南亞

裔、土生土長以及來自主流族裔的，目

的是憑藉他們對各自文化的熟悉，確實

認識到新移民真正需要的，更好的制訂

政策及提升服務質素。

談到面對中僑同事及理事會的多元

組成，是否有任何挑戰時，周潘坤玲

說，首先是語言的溝通及文化的認識。

來自香港的她笑言，自己在英語及

粵語方面當然不成問題，基本上同事們

之間都是用英語溝通，現在要努力的是

則是國語方面。她認真的說，必須認識

員工的族裔文化及特質，她舉例明中僑

的 Cultural Heritage Day正是尊重不同
族裔同事而設，讓他們可以按自己族裔

最重要的一天放假慶祝。至於領導層本

身，也會接受不同的領導技巧訓練。

     在多元社會的挑戰

談到中僑面向多元社區展開籌款活

動所面對的挑戰時。周潘坤玲指出，是

如何向主流社會說明及溝通。雖然不少

人認識到中僑互助會是移民服務機構，

但仍有很多人以為中僑只是服務華人，

要讓主流真正認識中僑是為不同族裔服

務的特質，還有一條漫長道路要走。

其次是要讓本地人認識移民的重要

性及所需的服務。她舉例，很多人起碼

有自己或親友入過醫院的經驗，因此對

於醫院的籌款會有感同身受，捐款自然

樂意得多。相反，如果他們沒有移民的

經驗，也未必知道新移民對加國經濟、

保持活力的重要性。

周潘坤玲表示，在資源不足下，維

持及進一步提高服務質素，自然感到吃

力，因此期望三級政府能夠增撥資源，

讓中僑能夠繼續為新移民融入加國多元

文化社會，作出服務及貢獻。◇

的生活。

社會風貌反映著社會的精神及物質

生活，加拿大的不同及共存，正是由加

拿大精神維繫著。

透過多元文化政策，讓不少新移民

認識到自身的潛力，鼓勵著他們積極融

入社會，參與加拿大社會、文化、經濟

和政治事務，貢獻自己的力量。◇

 文與圖︰盧炯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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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國策成功

中僑經常為各族裔舉辦活動



義工文化 無私奉獻

中僑舉辦的活動都有義工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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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參加中僑義工活動

將互助精神落實到具體行動
報慶專 題

40年多來，中僑全賴義工及會員長期支持，令服務

不斷擴展。每年有800多名新義工加入義工大家庭，為

中僑及社區提供超過10,000人次的義工服務，及支援

100多個小組活動。

中僑為社區提供的義工服務，有超過150間機構，

例如：加拿大海關及稅務局、各市學校局、溫哥華綜合

醫院、卑詩省兒童及婦科醫院、卑詩防癌協會、社區送

餐服務等提供義工服務，範疇包括辦公室助理；策畫、

組織及推行社區服務；傳譯等。同時，這些義務工作不

僅提高主流社會對華人生活、文化及需求的瞭解，也為

移民提供了參與社區的機會、更獲得本地認可的工作經

驗及擴闊生活圈子。

與此同時，中僑一直加強義工培訓及不同語言義工

的發展，促進不同文化背景的義工之間的交流合作，拓

展中僑會員的優惠計畫，也是義工服務之一。

此外中僑本身也需要大量義工，其中包括中僑心理

加拿大精神的其中一個文化就是義工文化。一個和

諧溫暖的社會，離不開每個人的無私奉獻。義

工就是將這種互助精神落實到行動的具體表現，而義工

可以說是社區的基礎。在加拿大，每年有逾千萬人在學

習和工作之餘，拿出時間、專業知識從事義工，貢獻社

會。每年4月第三週是加拿大的「國家義工週」(National 
Volunteer Week)，今年是在4月15日至21日，藉以弘揚義

工精神，嘉許義工群體。

不要說是國民，就是新移民，也應該積極投身義

工，因為可以從多方面為社會和個人帶來助益︰

服務社區，幫助他人：在醫院、學校、圖書館、安

老院等機構，義工們向需要幫助的人們伸出援手，讓社

會變得更加美好。

發揮所長，積累經驗：作為新移民，在求職時往往

面對缺乏本地工作經驗的窘境，如果做一份能夠發揮專

業所長的義工工作，不僅可以幫助他人，還能為自己積

累工作經驗。

廣交朋友，擴展人脈：做義工也是結識新朋友、拓

展社交圈的好機會，其間有機

會結識來自不同地域、文化和

背景的朋友，多元化的社交網

絡，除了生活質素更豐盛，同

時帶來更多機會。

發展興趣愛好：無論你愛

好電影、體育、音樂、藝術，

都能找到與興趣相關的義工機

會。

對於本地學生及留學生來

說，做義工在融入社會、了解

當地文化以及提高語言能力方

面，是極有幫助。

若是中學生，當義工對將

熱線、中僑護理服務協

會、前台助理、《中僑新

天地》，以及舉行各項活

動期間，例如中僑百萬

行、報稅服務……等。

對於義工的基本要

求，基本是年滿19歲或以

上、具中等或以上英語能

力、流利粵語或國語，懂

其他方言及其他國家語言

更佳，無犯罪紀錄。

在個別項目上也有特別要求，例如，中僑心理熱線

就需要有意當義工者，願意接受40小時付費專業心理

熱線訓練，一年內每星期當值4小時等。有興趣者請電 

604-270-8611查詢。

前台助理義工，主要為溫哥華中僑社會服務中心前

台提供支援，接待來賓及訪客、接聽及轉接電話等，每

周最少連續工作三小時，中僑會提供工作訓練及在職培

訓，有客戶服務經驗者優

先。有興趣者請登入http://
bttr.im/n5458申請。

中僑護理服務協會義工

部在2001年成立，目的是為

社區人士提供服務耆老的機

會。這些耆英分別住在護理

安老院、輔助生活房屋、參

與成人日間中心的活動或使

每年為社區提供逾萬人次服務

在聖約翰堡的中僑義工獲嘉許

用中餐送餐服務。

有興趣者請致電︰604-608-8800及604-608-8835。
溫哥華中僑社會服務中心招募ESL英語義工教師，

教授長者基礎英語，為成為職業教師積累教學經驗，時

間由3月16日起到4月16日。

有興趣者請電郵：summer.zhang@success.bc.ca；電

話：604-408-7274內線1088。或登入http://bit.do/special-
projectsVan，並選擇「ESL Teacher-Seniors Group」。

《中僑新天地》是中僑出版的非牟利的免費社區月

刊，除了需要各方善長的資助外，在實際的運作上(包

括寫作、採訪、校對、美工、發行、廣告等)，亦需要

大量熱心義工幫忙。義工們的每一分力，能夠讓這份屬

於大家的刊物添一分色彩。

有興趣者，歡迎親臨溫哥華中僑社會服務中心105

室或致電604-408-7269。
此外，中僑的各項服務及活動，例如免費報稅、華

埠春節大巡遊、中僑百萬行等，同樣需要大量義工協

助，有意者請電604-408-7274內線1082或1086。
有關義工機會請至以下網站查詢︰

http://successmember.weebly.com/volunteering.html◇

中僑護理服務協會的義工為長者主持

遊戲及表演，增加他們的文娛生活。

來升讀大學或將來就業同樣非常重要。

儘管很多大學招收學生仍以學業成績為主，但義工

工作也非常重要，特別是本地卑詩大學、安省多倫多大

學等著名大學，在招收學生時，更非常看重學生的義工

經歷。

雖然一般以40小時的義工工作為基本，不過可以想

像，一個僅完成40小時基本義工要求，與一個有長期義

工經歷的對手相比，自然失去優勢。◇

    文︰盧炯燊

圖︰中僑互助會



   文︰葉吳美琪

文化差異是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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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慶專 題

這些年來，向新移民介紹加拿大情

況的資訊真的不少，大抵都是日

常生活所需的資訊，好讓他們能夠適應

這個初抵國家的實際環境，可以盡快安

頓下來。正因為加拿大對他們是「新」

的，包括新鮮感和新認識，而對加拿大

而言，接納他們成為新的一員，都要從

實際的基本生活做起。

但是加拿大的價值觀、文化底蘊究

是如何？

很多時，新移民把原居地視為尋常

不過的生活習慣、行為，在加國重新演

有人問我，如果不在大學裡教導多

元文化，如果不用高深的術語，

如果用最簡單最直接的方法，我會怎麼

樣把多元文化的道理解釋清楚。

我很讚賞這樣的問題，因為多元文

   李臻怡

吃甚麼 像甚麼

多元文化一點通
化本來就不應該禁錮在大學一類的象牙

塔裡，也不應該用一套套術語創設理解

和傳播的鴻溝。多元文化本來就是我們

的生活現實，自然應該是淺顯易懂的、

清晰明瞭的。

加拿大很多學者已經創造了很多方

法，簡單直接地把多元文化的道理解釋

得很清楚。我在下面舉的例子，只是自

己多年實踐的一些總結，並不是最佳答

案。用這些例子，是要告訴大家，多元

文化不難理解、不難實踐，而且不止一

條道路通向成功，所謂殊途同歸是也。

我是第一個華人教授，獲得加拿大

聯邦國際教育委員會頒發的國際教育創

新獎，這個殊榮是表彰我每年帶加拿大

學生去中國做多元文化體驗而發。

我的加拿大學生，大部分是政府部

門和大專院校負責國際交流的，有的甚

至直接負責移民和國際留學生事務，總

覺得要提高理論水平。

我看見他們這種需要，更相信實際

體驗是最好的方式，幫助他們消化吸收

書本上的理論。所以，我設計了一個為

期三週的多元文化體驗項目。他們聽說

我要帶他們去中國，雀躍不已，說中國

文化是他們很喜歡的，而且中國烹飪也

是他們欣賞的。

到了中國，興奮了一陣子，他們就

遇到困難了，首先是吃甚麼？民以食為

天嘛！

我們所在的城市，以餃子聞名。很

多學生去了餃子館，點了各式餃子。餃

子端上來，他們卻不知道怎麼吃了。一

方面，有的學生不吃魚，有的學生只吃

素，點菜的時候說得清清楚楚的。但是

餃子端上來的時候，看起來都一樣。哪

個裡面沒有魚？哪個是素餡的呢？

我就請當地的大學生

幫忙，他們說不同餡餃 (轉下頁)

繹時，卻變成令人側目的舉動，有人把

這些歸咎為文化差異、文明程度不足等

等。

加拿大實行多元文化政策，正是尊

重每個族裔的文化，每個族裔的文化就

是一塊彩色的玻璃、彩石，拼湊在一起

就成為加拿大這塊馬賽克。

因此，文化差異是正常不過的，文

化與文明從來就沒有好壞、高低的分

別，只是由於族裔的不同，生活背景的

相異，結果是對事情的判斷就有不同的

看法而已。

我們常說「入鄉隨俗」

，但對新移民而言，若僅是

入鄉隨俗，則只屬於被動

式，如何在保持自己固有文

化的同時，融入並成為這塊

馬賽克才是重要的，否則就只會變成格

格不入了。

所謂融入，不光是認識與適應，還

有義務與責任，貢獻自己的力量，可以

是金錢，也可以是義務工作，為這個社

會、國家增磚添瓦，這也是加拿大人最

優秀的地方。或許個人的力量是微小

的，但當每一個人都把自己的力量貢獻

出來，它就是巨大的。

中僑互助會自成立以來，所秉持的

原則就是讓新移民真正成為加拿大的一

員，看懂加拿大這塊多姿多采大馬賽克

的精髓，並把自己成為其中一塊彩石，

為她增添一分魅力。◇

圖︰中僑互助會

族裔之間的文化並無高低、好壞之分，重要的

是彼此融合在一起。

(Royal Roads University教授)

彩色的餃子就像加拿大多元文化的多姿多采



加拿大是一個移民組成的國家，過

去是，現在是，將來也是，未來幾年，

加拿大每年都會迎接30多萬的新移民。

大批移民的到來，帶來很多勞動力、技

術和資金。對面臨人口老化的加國有很

大的幫助。但是，新移民來自世界各

地，由於新舊移民文化背景和生活習慣

的不同，對事物觀點也有分歧，族裔之

間不時有語言和文字的糾紛，因此產生

了許多誤會、矛盾和不愉快的事件。

生活習慣和社會環境很有關係。舉

例而言，乘升降機：在加拿大，人們見

到你往電梯走過來，就算你柱著拐杖，

走得慢，他們都會按着開門的掣等你。

但是，在生活節奏繁忙的地方，大家爭

分奪秒，乘電梯時，你差幾步就走到電

梯前面了，你大叫一聲：「等等！」電

梯裡的人可能反而按上關門掣，等升降

機快快上升。

文化差異也會做成生活習慣的不

同，有些地方來的移民比較喜歡問你多

大年紀，收入有多少等等，因為他們認

為這是一種關切。但在加拿大往久了的

人，就認為這是個人私隱，是個禁忌。

但有時生活習慣也會產生「劣幣驅

良幣」的結果，例如有位朋友，在商場

挽著重重的一大袋東西，他推開沉重的

大門，忽然見到有人要進來，連忙拉著

大門，好讓外面的人進來，但兩家十來

個人走進來，没有一個人接他的手把門

按著，没有一個人說聲謝謝，甚至没一

個人瞧他一眼。他不滿的說：「下次不

再做這傻事了！」這當然是晦氣話。如

果他真的不堅持這種幫助他人的好習

慣，便是「劣幣驅良幣」了。

那麼，加拿大的精神是甚麼？就是

包容、友愛、互助、勤勞、勇敢，愛護

大自然，這些良好的價值觀都表露在日

常的生活習慣中。

我們有權利居住在這個美好的國

家，但亦有義務承傳這國家的良好社會

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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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美�
午餐

歌唱�
及舞蹈�
表演

幸運�
抽獎

購票或查詢：
中僑社會服務中心105室
電話：604-408-7274
      內線1054

松鶴之友26週年 
午餐聯歡

Evergreen News Club 26th Anniversary Luncheon

日期：2018年4月19日（星期四）

時間：上午11時30分至下午2時

地點：�珠城海鮮酒家�
溫哥華喜士定東街1132號�
(Pink�Pearl�Chinese�Restaurant�

1132�East�Hastings�St,�Vancouver)

餐券：每位$25

   陳華英

(續上頁) 子的有不同的褶皺！在當

地人眼裡，滿滿的一桌餃

子，清清楚楚地用不同的褶皺表明了裡

面餡料的不同。但在我學生的眼裡，那

就是一桌餃子，個個一模一樣！

我很高興有這麼一個直接的例子把

我教他們的多元文化理論聯繫起來。所

以我們第二天就請當地的大學生去吃漢

堡和披薩。飯桌上我就請雙方學生談一

談餃子和漢

堡 /披薩的

區別。我的

學生說漢堡

和披薩簡簡

單單，一眼

望去就知道

哪 個 是 素

的、哪個有

魚，那裡像

餃子要到咬

了才知道。

當地學生同

意直截了當

是漢堡和披薩的特點，但稍微了解一下

餃子褶皺的變化，不也一目了然嗎？

我問學生，如果一桌子飯菜，有漢

堡披薩式餡料外露的，有餃子包子式的

餡料內包式的，有一塊牛排單獨成菜

的，有牛柳芥蘭一起炒的，有帶頭帶

尾的松子鮭魚，有沒頭沒尾的一塊魚

排……你們覺得哪些菜是容易接受的？

學生的回答不出意料，每個人都挑

自己熟悉的菜。我就順水推舟問他們平

時是否一樣挑自己熟悉的交流方式呢？

有的文化，希望一開始講話就把所

有事項一條一條羅列出來，讓對方一眼

望去全了解，很巧，習慣吃漢堡披薩的

就喜歡這種交流方式。

2018中僑會員

另一種文化，希望不要一開始就把

所有的事情羅列出來，給些暗示，希望

對方心領神會，大家對話也可點到為

止，也很巧，習慣吃餃子包子的就喜歡

這種交流方式。又有喜歡直奔主題，一

個時刻就幹一件事情，巧的是愛吃牛排

的人習慣這樣的交流方式。

還有一種文化，喜歡把多種事情一

起談的，猶如牛柳炒芥蘭。更有一種文

化，喜歡有

頭有尾把一

件 事 講 清

楚，認為完

整性是首要

的；也有喜

歡 掐 頭 去

尾 ， 認 為

這 樣 效 率

高……。

學生恍

然大悟，就

是多元文化

理論聯繫實

際，從高高的象牙塔降落到地上的時候

了。多元文化不用搞的高深複雜才顯得

厲害，恰恰相反，愈是不著地氣的多元

文化理論，愈沒甚麼實際價值。

我繼續問學生，去接受、理解不同

菜色、不同文化，難不難？很多學生說

去嘗試接觸別的文化，需要好奇心，更

需要尊重別人選擇的態度，而且要有寬

容和開放的能力。

我繼續用比喻，啟發他們如何準備

一桌美食，既有自己喜歡的、習慣的，

也有別人喜歡的、習慣的。在這多元文

化的「雜錦菜」面前，做好東道主，讓

新移民和國際留學生，體會到加拿大是

個真正意義上的多元文化國家。◇

切勿劣幣驅良幣

從飲食的差異中可以了解多元文化

鳴 謝

《中僑新天地》編輯委員會

《中僑新天地》33週年報慶特刊順利付梓，
有賴各界商戶、義工及朋友的鼎力支持及慷慨
贊助出版經費，本刊同人深表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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籨從主婦到特許專業會計師

鄺劉金嫦的毅力故事

 文︰盧炯燊

從一個普

通新移

民到本地專業

人士，從半職

業的家庭主婦

到特許專業會

計師 (CPA)，
這樣的傳奇，

就是今期要介

紹的人物︰鄺

劉金嫦 (Shelley Kwong)。她在接受《中
僑新天地》記者訪問時，娓娓道來似是

輕描淡寫，然而細想一下，確是有它的

偶然性和必然性。偶然性是她面對的機

遇；必然性是從她身上體會到，作為一

個新移民怎樣面對及克服種種困境、挑

戰，憑藉勇氣及毅

力，一步一腳印的

取得成就，足以成

為後來者的榜樣。

來 自 香 港 的

Shelley，早於1979
年移民加拿大，眨

眼也快要40年了，

她說當年的溫哥

華，人口沒今天

多、沒今天的繁

榮、也沒有太多華

人，從另一角度

看，就是工作機會

也沒有今天的多。

在移民前，Shelley
原是一位中文中學教師，也在出版社當

過兩年的會計員，但就是沒有甚麼專業

資歷。

     溫哥華他鄉遇老師

初來甫到，工作難找。先生由於工

作關係，要早出晚歸，那時還未有孩子

的她，先生見她時間有空，鼓勵她不妨

參加一些講座；此外反正喜歡讀書看

報，愛到唐人街一間書店看書，事實是

當時能夠有較多中文書刊的地方，就只

有唐人街了，而且與書店老闆混熟。

因為在香港當過老師，書店的老闆

介紹她到唐人街的「文彊學校」做中文

代課老師。在「文彊」，居然讓她遇上

以前在香港讀書時的一位老師，他鄉遇

故知之餘，也知道在加拿大工作最好是

有一些專業資歷，還需要繼續進修。

這時她想，自己的工作經驗，不外

是教書與簿記員，若是繼續當老師，語

言當然不及本地人的優勢，這時開始反

思是否在會計行業發展。

在接受訪問時，Shelley多次提及一
位會計專業界的老前輩，他就是中僑互

助會的老朋友及支持者，現已退休的資

深會計師歐陽亦芃先生。「他可以說是

我的mentor(良師)，由他引導我進入會
計師專業，甚至與中僑的關係也是因為

他的緣故。」Shelley說。
     三次接觸歐陽亦芃

原來在Shelley考慮是否在會計行業
發展時，看到唐人街有團體主辦有關會

計的免費稅務講座，於是前往參加了

解。講座主講者正是歐陽亦芃，Shelley
對豐富的內容及生動的表達方式特別感

興趣。這是與歐陽亦芃的第一次接觸。

這次講座後，加強了在會計行業發

展的決心，在完

成英語課程後，

報讀了蘭加拉學

院 (Langara Col-
lege) 的會計文憑課
程，課程的顧問委

員之一原來又是歐

陽亦芃，畢業時還

與這些委員見面。

這是與歐陽亦芃的

第二次接觸。

畢業後，Shel-
ley到處發求職信當
會計員，歐陽亦芃

的會計師行是其中

之一，可惜的是一

直沒有下文。「但真的很有緣分呢。」

Shelley說。她其後在唐人街找到一份會
計員替工，公司聘請的居然是歐陽亦芃

的會計師行，帳目往來自然由她交去。

這是與歐陽亦芃的第三次接觸。

正當她的短期替工完結，又要重新

找工作時，適值是報稅繁忙季節，歐陽

亦芃需要增聘人手，順理成章的找到

Shelley，這時是1986年，Shelley開始踏
進會計界。其間歐陽前輩鼓勵她繼續進

修，攻讀會計師專業課程，而不再是以

前修讀會計文憑般簡單了。

這時Shelley需要兼顧家庭、兩個女
兒、工作以及到UBC的在職專業修讀，
「當時有朋友說，像我這樣帶著兩個女

兒的母親，相信是很難讀得成的啊！」

「歐陽亦芃很照顧我的情況呢。」

他調整了Shelley的工作時間作為配合。
家庭是事業的支撐，是溫暖的歸

宿。先生不但全力鼓勵，也身體力行作

為支持，除調整自己上班時間外，也擔

當大部分家務。例如在中午預備了晚

飯，讓妻子晚上下班回家後，簡單弄一

下即可用膳，之後可以讀書溫習。二人

在時間上互相配合，讓Shelley在工作、
進修的同時，也可照顧兩個女兒。

     女兒諒解 先生支持

「有些時候，會感覺對女兒欠了一

點點。」例如，有時她聚精匯神的看書

做功課而忘乎所以，壓根兒不記得身旁

的女兒，直至女兒喊肚餓才知道去弄

飯；有些時到了晚上，女兒喊要洗澡睡

覺，才知道已經很晚；更有很多時，要

睡覺了，但飯後的碗碟還在鋅盤……。

Shelley慶幸兩個女兒都很懂事，年
紀尚小的長女有時還要幫忙照顧幼女，

更特別感激先生的諒解與支持。

就是這樣三年下來，她一張試卷一

張試卷的完成，一步一步

的，在1989年終於取得會

計師專業資格，在公司內

專注個人稅務、公司稅務

方面。

她自立門戶，同樣是

歐陽亦芃的意思，Shelley
說當時適值90年代初的香

港移民潮，不少來到這裡

的新移民，都找會計師報

稅，歐陽亦芃的會計公司

發展得很快，忙得應接不

暇，到後期建議Shelley自
立門戶，接手原來一些已由她處理的客

戶。辦公室也騰出部分作為她的公司，

就這樣兩間公司同時在同一層樓辦公，

這種情況存在了一段頗長時間。

      中僑關係非常密切

眾所週知，Shelley與中僑關係密
切，除了為中僑主持稅務講座，20多年

來，由《松鶴天地》到現在的《中僑新

天地》，長期擔任作者義工。

「最初是歐陽先生在《松鶴天地》

每期撰稿，他寫完給我看，讓我從中學

習；後來叫我執筆，寫完給他看。由於

兩人的寫作風格不同，可讓讀者有新鮮

感，我們輪流執筆，直至歐陽先生退休

後，我維持隔月撰稿直至現在。」

對於新移民所

面對的困難，Shel-
ley說，她那個年
代來的香港移民，

本來就是在香港困

難的環境中磨練成

長，在生活、工作

上，都是以克服的

態度去應付。

「生活上有困

難是必然的，亦預

計的了，如果我們

能夠有能力克服的

話，這條移民路還

算是順暢的。」Shelley這樣形容。
     勉新移民克服困難

她勉勵新移民，或許在語言、資歷

認證方面會有不少困難，但相信憑藉堅

靭的毅力是可以克服，甚至利用自己的

專業知識為加拿大作出貢獻。

Shelley 踏足會計專業界，是從參
加講座開始，她也經常主講免費稅務講

座，作為對社會的回饋。

她最新一個講座，就是應中僑松鶴

之友會邀請，2月15日(星期四)上午10時

半，在溫哥華中僑社會服務中心禮和堂

舉行，歡迎報名參加。電話︰604-408-

7274內線1054。◇

Shelley帶著兩個女兒在UBC課室室

Shelley在社區主持免費稅務講座

Shelley一直以來與中僑關係密切

圖︰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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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ARM  MONITORING
  防盜監控

SMART  HOME
智能家居系統

CCTV
  閉路電視

VIRTUAL GUARD
 線上保安員

STRUCTURED WIRING
綜合佈線

ACCESS CONTROL
門禁系統

APC SECURITY       亞洲防盜系統

服務大溫超過二十年,榮獲(BBB)A+優質商譽評級

自設二十四小時ULC國,粵,英語監控中心

持牌專業技師安裝商舖,辨公室及家居保安糸統

服務全面(閉路電視,防盜監控,門禁及智能家居糸統)

多功能數碼遙控錄影糸統(電腦或手機即時監控)

一站式服務(設計,安裝,監控,維修)

APC Security   #2028—8700 McKim Way, Admiralty Centre, Richmond, BC V6X 4A5
         web : www.apcsecuritygroup.com                        Phone: 604-273-0133

服務大溫自設二十四小時ULC 國,粵,英語監控中心

Please call for free consultation 604.360-9218     免費估價熱線

BBB accredited company (A+) serving Vancouver since 1990

Operates our own ULC certified monitor station

Licensed technician for home and commercial system installation

Full services (Alarm, CCTV, Access Control & Smart Home)

DVR/NVR system (smart phone & desktop 24/7 access)

One-stop service (design, install , monitor & service)

新駁台,轉台客戶優惠
NEW ALARM SUBSCRIBER SPECIAL

免費一年緊急應變護衛服務 (有區域限制)

Free 1 year emergency response service (available in selected areas)

NEW

Operates our own ULC certified monitor station

APC Alarm Corp.

亞 洲 保 安 台

三十三週年報慶



印尼三寶壟

文

與

圖

：

陳

曰    

專人到府服務

LOTUS AUTOBODY
REPAIR

Managed By

2840 Olafsen Ave #120, 
Richmond, BC V6X 2R3
電話: 604.207.8770 分機: 874 
www.automind.ca

協助報案 估價 安排修車取車
全方位的服務 讓您修車無煩惱

隨時隨地在線查看修車進度

免費

新  趣

和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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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習慣請偉人入廟，當是神一般膜拜，

最著名的是關帝(關羽)，一般稱為關公。 

其他由人化為神的有將軍、大官，如車公、

侯王。不過很少人會想到，明朝帶船隊下西洋的

航海家鄭和，也有自己的廟，而且規模頗大。更

特别的是，這間廟並不是在中國境內，而是在印

尼。這個城市的名字「三寶壟」(Semarang)，原來

也與鄭和有關，因為三寶正是鄭和的小名，而當

地人習慣稱他為三保大人，可能

是多多保佑的意思吧！

據說鄭和曾多次到三寶壟，

可能是作為船隊的倉庫和補給

點。他一位從屬王景弘，因病沒

回國，還在此生活多年，大概也

幫助土著不少，故此變成「船舡

爺」，有自己的小殿，長伴著三

保大人。

如今的鄭和廟面積巨大，有

多座建築。但最神聖之處，乃是

個山洞，相傳是當年回族的鄭和

在此念經。內有井，信眾可取「

聖水」。◇

 三寶壟鄭和廟面積廣闊，是典型的中式建築。

廟外牌坊上書「三保公」

(上)三保洞

外 精 美 浮

雕，細說鄭

和功績，有

中、英和印

尼文解說。

正殿下有梯級步入底層膜拜

廟前巨型的鄭和塑像

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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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cia Chan
Angie Au Yeung
Jenny Cheung
Raymond Lai
Katherine Ko
Elsa Wong
Christine Ng 
Paul Cheung
Bochim Ahmon
Charles & Lillian Ng
Peter & Miranda Chow

《中僑新天地》三十三週年報慶

 松鶴之友卡拉OK歌藝班
導師 黃慧韻 (Vivien Wong)

Raymond Liu
Wendy Ip
Koby Mak
Bertha Ho
Violet Tsang 
Alison Ng
Angela Ip
Kitty Lau
Fanta Yeung
Hilda Chan

溫哥華馬寶-渥列治班同學: 列治文班同學:  

Peter Li
Nancy Cheung
Arthur Mok
Eleanor Chu
Gloria Ng
Fred Yau
Marianne Wong
May Chiang
Norman Sung
Sophia Tong
Anita Tsang

Woo Shing Chi 
Myra Ip
Elbonnie Au
Michael Kong
Carmen Kong
Priscilla So 
Salina Chan
Tony Lee
Ada Lee
Juliana Chan

恭祝《中僑新天地》三十三週年報慶

齊心共勉 努力耕耘

松鶴之友執行委員會
左起： 譚伯均、伍玲平、陳柏誠、陳國燊、陸玉荷、莊藹凝、李建立、黃小燕、譚超蓮(缺席)      

主席:陸玉荷 副主席:陳國燊

三十三週年報慶

《中僑新天地》 三十三週年報慶

松鶴之友健康排舞班 
導師 梁恒嬌 (Hanna Yung)

鄧玉葉

馬 菊

王素貞

施美蘭                                      

李秀珍

李 芸 菁

黃 小 慧 

梁 朝 欽

譚 少 潔

Isabella Mui 

George Mui

Mary T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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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折+免茶 豪華水晶燈大禮堂

星期六、日及假日

八折優惠

《中僑新天地》33週年誌慶

紅日繽紛歌舞夜

3489 Fraser Street, Vancouver
www.frasercourt.ca

訂座電話：604-568-1288（鋪後大量免費車位）

服務社群
推陳出新

星期一至星期五
11:00點前結賬離座

11:00點後
九折+免茶

11:00點前結賬離座

筵開50席

營業時間：早上9:00－下午3:00   下午5:00－晚上10:30

（逢星期一、二、三3天晚上）
晚飯+卡拉O K +歌星演唱名曲+名師教授舞步

+自由跳舞+名琴師演奏舞曲

烈治文帝國中心 #1270 - 4540 No. 3 Road,
Empire Centre, Richmond.  Tel: 604-232-1681

《中僑新天地》 三十三週年誌慶
家電、家居、酒樓用品,批發零售

廚 樂 坊 家 品 企 業
Cuisine Talent Housewares & Kitchen Appliances

Crystal Mall (麗晶廣場):           (604) 438-3999 Unit 1203&1315, 4500 Kingsway, Burnaby BC, V5H2A9
Henderson Place (恆基分店):  (604) 468-3993 Unit 1088, 1163 Pinetree Way, Coquitlam BC, V3B8A9
Head Office (總公司):               (604) 270-2086, (604) 304-2081 Toll free: 1-866-268-0888
                        Unit125-130, 2691 Simpson Road, Richmond BC, V6X2R2

www.cuisinetalent.ca
www.chulefang.ca

《中僑新天地》三十三週年誌慶

葉承基、葉吳美琪                 
               敬賀

一紙風行

  家喻戶曉



法 裡 法 外

文︰余宏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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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TNAM HOUSE RESTAURANT
越南之家餐廳

七天營業早上10時至晚上9時  歡迎社團及生日派對預訂

電話 604.251.1268
2122 E Hastings St. Vancouver, B.C. V5L 1V1

馳名牛肉七味  $29.50

Cóm-飯；bǔn  -米粉；Phō -河粉

不含MSG

超過69味越南地道美食

自製素菜春卷 $5.99   鐵板燒香茅牛肉(2人用) $19.50

越南之家餐廳
BBQ雞(一件)和

豬肉(一件)
配白飯

$9.00

(退休卑詩省級法官)

大麻屋會遭充公

男女被告是否同謀？

製毒牟利  毒害社會

警方全副武裝破門直搗大麻屋

2018年2月     13

控方申請沒收房屋

聯邦政府即將實行大麻合法化，但目前無牌種大麻仍屬非法。根據藥物及物

質管制法 (Controlled Drugs and Substances Act) 第16章規定，若有人被定罪及司法

部申請下，聯邦政府或省政府(按執法部門是屬於聯邦或省府)可以充公所有毒品

以及其他與犯罪有關的財產，包括汽車、房子等；利用販毒、製毒所得金錢購買

的財產，亦在沒收範圍。今期介紹的個案，是筆者在11年間，同類一宗比較特別

的案件，現在先談此案始末。

2007年11月22日，列治文皇家騎警

懷疑有人偷用電力，在獲得搜查令後，

搜查 Bakerview Drive 一間房屋，結果

是在屋內2樓的5個房間連浴室內，發現

共種植760株大麻，並使用電力分流器

(electrical by-pass) 來偷取電力。

此案有兩名男女被告，第一被告是

騎警搜查時在屋裡發現的李姓女子，第

二被告是房屋業主的曾姓男子。兩人都

被控偷盜卑詩水電局 (B.C. Hydro) 電
力，擁有及製造大麻毒品。

案件在2010年1月20日開審期間，李

女承認製造大麻罪，已遭判刑15個月。

筆者是在2011年9月12日負責審理曾

男，主控官說，根據李女和控方的認罪

協議，控方取消對曾男的三項指控，但

根據上述的藥物管制法第16章，要求沒

收他在 Bakerview Drive 的房屋業權。 

在審訊前，控辯雙方都同意：

曾男是在2007年7月31日買下這個位於Bakerview 
Drive，即李女承認用來種大麻的房屋；

田土廳的業權登記顯示，匯豐銀行提供40萬元

按揭，而李女是按揭擔保人，文件顯示，她的地址

是溫哥華東19街，即曾男在買 Bakerview Drive 物業

前，與母親和孩子居住的地址；

2006年2月19日，曾男收過一張駕駛超速告票，

資料顯示當時他開是一輛綠色 Dodge Caravan，登記

車主是一個姓余男子。當騎警到Bakerview Drive搜
查時，這輛汽車剛好抵達上址。

面對控方申請充公房屋業權，筆者要首先決定

的是，曾男與李女是否共犯或同謀，假如答案是肯

定的話，那麼跟住要決定的，就是當局充公整個業

權還是部分業權，下期會繼續分解。◇

曾姓男被告在辯護律師引導下，在

庭上給了以下證供︰

他在廣州出生，1993年跟父母移民

來加拿大，當時33歲。1994年與曾經結

婚的李女結婚，兩人有兩個孩子分別15

歲及10歲。兩人在2001年離婚後，李女

與前夫所生的21歲女兒與兩人婚後所生

的兩個孩子，都跟著曾男一起生活，但

李女從來都沒有付過贍養孩子費用；

曾男2001年與李女離婚後，同年回

中國跟另一女子結婚，但申請她移民來

加拿大一直都未獲批准，所以每年都要

回中國探望他的新妻子；

曾男與父母和三個孩子一直住在

溫哥華東19街，他買列治文 Baker-
view Drive房子的目的是用來自住，首

期是用抵押東19街住所得貸款；

曾男說，在2007年買了Bakerview 
Drive 房子後並沒有馬上搬

進去，原因是繼女和兒子

都在2007年初交付了就讀

私立學校的學費，所以將

房子出租作為

幫補；李女自

動提出幫忙租

出房子。

他又說，

直到李女被騎

警起訴後，才

知道有人在屋

內種大麻。

他在警局

落 口 供 時 承

認 ： 李 女 是

租Bakerview  
Drive 房屋的

房客，但沒有

偷電種760株大麻

警方破獲的其中一間大麻屋

男女被告關係複雜
說是他的前妻，也是銀行按揭的擔保

人，他的解釋是當時不希望受到牽連；

在問到李女住在哪裡時，他說只知

道她是住在列治文，但具體地址及如何

生活則不知道，又說從沒有容許李女或

任何人在屋內種大麻，也否認知道有人

在屋內種大麻；

對於2006年2月收到超速告票，他

承認是在溫哥華奈街 (Knight St.) 和
東70街被警察截停，當時他駕駛的

Dodge Caravan 是屬於一位姓余朋友，

車上乘客是李女的妹妹。不過當警察追

問時，曾男承認曾是那輛車的車主；

曾男說他不會英文，職業是承包

商，每月收入約4000元。他向匯豐申請

按揭時，沒有說每月有4000元收入，因

此銀行要他提供擔保人；他在列治文買

屋，李女沒有付過任何金錢。◇



Email: info@wongsinsurance.com
Website: www.wongsinsurance.com

代理各類保險：汽車、商業、房屋、醫療、人壽、旅遊

PETER MACDONALD

電話：604-321-9125 傳真：604-321-9586

5606 Victoria Drive, Vancouver (at E. 40th Ave.)

INSURANCE AGENCIES LTD.

服務大溫地區超過35年，

信用保證，價格公道。

網址：www.pmacdonaldins.ca

提供廣東話
及普通話服務

保 險 精 靈

   陳碧菲

社區講座：778-869-3379 

24小時保密熱線:1-888-795-6111

bcresponsiblegambling.ca

免費輔導及諮詢
卑詩預防問題賭博

卑詩預防問題賭博

及輔導計畫輔導員 

賽馬在中國

買適當汽車保險

   黎國成

(資深保險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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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汽車保險年

年如是，變成了例行

公事，到時到候續保

就算了，當中對保障

的內容可能一無所

知，更遑論買得適當

與否。

購買汽車保險其

實是一門學問。有時

可能會買了一些不必要的保障，浪費了

金錢。有時需要的保障卻沒有買，到出

事時才發覺，但已太遲。有時為了想節

省保費，刻意買了不相符的保障，意外

發生了自然不獲賠償。

以下幾個事項必須留意︰

汽車用途︰

1.消閒用途︰除了返工、見客、公

事出車、送貨以外的用途，統統都可

以。譬如購物，旅行等非公務用途都可

以，保費是最低的。

2.返工用途︰分15公里以內和15公

里以外，15公里以外的保費較15公里以

內的高。

3.商業用途︰用於見客，公事出

車。譬如地產經紀就屬這個範疇，保費

較上面1和2的要高。

4.送貨用途︰不管是貨運公司或公

司的專用送貨車，都屬這個範疇，由於

經常在路上行走，意外率相對較高，保

費較上面1、2、3項的更高。

主要駕駛人︰

每部汽車都要有一個指定主要駕駛

人，主要駕駛人的定義是超過一半以上

時間，該輛汽車都由主要駕駛人駕駛，

其他人士都可以駕駛，但不能超過一半

駕駛時間。

10年駕車經驗折扣︰

駕駛人如有10年駕車經驗，可以拿

到額外的折扣，條件是所有同一家庭內

的成員，必須也要有10年駕車經驗才可

以駕駛該部汽車。

以上的情況，很多時會在有意無意

間犯錯。譬如15公里以外的返工用途卻

買了15公里以內；汽車由非主要駕駛人

駕駛超過一半以上的時間；沒有10年駕

車經驗卻報稱有10年駕車經驗，拿了額

外折扣。凡此種種，當意外發生時，保

險公司是有權拒絕賠償。◇

賽馬在中國很早就有記載。據《史

記·孫子吳起列傳》載，戰國時期齊

國大將田忌常與宗室公子賽馬，並押

下重金賭輸贏，田忌常輸。孫臏觀賽

後，發現雙方參賽馬匹速力差不多，

並運用統籌學原理替田忌出謀，結果

田忌贏得所有押金。這典故表明我國

是世界開展賽馬活動最早的國家之一。

西方的賽馬起源可追溯至公元前

4500年，即馬匹開始馴養之後。19世

紀40年代由歐洲引入香港，自此賽馬

成為十分受中國人歡迎的賭博活動。

大約在1841年，英國人剛剛踏足香港不

久，即興建香港首個賽馬場「快活谷馬

場」，1846年啟用。之後傳到上海，上

海在1850年秋舉行了第一次賽馬，據記

載，「每逢賽馬日，像一個大節日，男

女盛裝前來參加，並進行小量賭博」。

天津的賽馬略晚於上海，據有關史

料記載，最早的一次賽馬是在1863年，

地點在海光寺一帶，其時剛剛成為英租

界不久。1876年，在美國兵營附近，又

臨時開設了一個賽馬場。1886年，天津

海關稅務司德璀琳 (Gustar Von Detring)，

在「養心園」附近強佔200畝土地建起新

的賽馬場，1900年義和團將該賽馬場燒

毀。次年，英國商人施耐特 (Stenait) 與
德璀琳重建並開始賽馬業務，命名為天

津英商賽馬會。

當時，賽馬場多是由外國人興辦

的，後來有華人開始自營跑馬場，其原

因主要有二，一是外國人對華人的歧

視，初期的滬、津、漢等地的西商跑馬

場都樹有「禁止華人入內」之招牌。

許多富商就是在受到洋人歧視後，

一怒之下而集資籌辦跑馬場，另外，辦

跑馬場有利可圖，是一門很好的生意。

賽馬現在已從傳統貴族富商參與轉

溫哥華喜士定馬場馬照跑

變為社會各階層，其博彩的形式也轉變

得十分多，由以往進入馬場下注演變到

網上投注、十分方便的娛樂活動。姑不

論你對賽馬的認識多深，需要明白賽馬

始終是一個賭博活動，結果多少亦決定

在機會率上，玩家是不能完全控制賭博

的勝算。◇

http://bcresponsiblegambling.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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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僑新天地》三十三週年誌慶

    過百義工參與《中僑新天地》每一期的

採訪、撰稿、編輯、校對、廣告及發行工

作，你們作出的貢獻可敬可佩。

   你們的努力，使廣大讀者每月都得到一

份豐富的精神糧食。

《中僑新天地》三十三週年誌慶

中僑華埠耆英服務聯會     
                敬賀

齊心協力  
  造福社群

歐陽亦芃夫婦 致敬

三十三週年報慶

《中僑新天地》三十三週年誌慶

方陸雪筠敬賀

推陳出新
成績斐然



中國畫家村

  百合谷

長使英雄淚滿襟
   阿濃

  許行

   哥頓

享樂人生

新  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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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 念

中國有三個著名

畫家村，兩個在北

京，一個在深圳。北

京最著名的畫家村是宋莊，宋莊是通州

的一個村莊，面積約有126平方公里，自

成畫家村後，設有藝術館和畫廊，更有

許多畫家工作室和展覽室，不少前衛畫

家便在宋莊落戶。

最近，由畫家追魂策畫，藝評人栗

憲庭和學者于建榮協辦的「思想—— 後

代藝術展」，原定2017年12月16日開

幕，但15日便被官方禁止，因為它展出

四個敏感作品。第一個稱為《宣誓》，

由藝術家程廣創作，他畫了六個沒眼沒

鼻沒嘴的人都舉起右手宣誓，又將人民

幣撕碎撒滿整個畫面，以暗示當今中國

「錢」駕凌於道德、信仰、思想以及人

性之上。第二個題為《遺棄在曠野中的

高傲》，由畫家趙紅星創作，畫了一幅

很大的藍天和荒漠的黑地，中間空蕩蕩

地畫着一張沒人坐的空椅，隱示劉曉波

無法親領諾貝爾和平奬，以空椅代替的

一幕。第三件作品是藝術家嚴正學雕塑

的林昭銅像。

第四件是居美藝術家吳玉仁作品，

題為《半條被子的牽掛》，他將一條棉

被剪為兩半，一半掛在高空，另一半捲

棄在地。以對應習近平在紀念紅軍長征

勝利80週年大會上所說：「共產黨自已

有一條被子也會剪下一半給老百姓」，

現在這條棉被有一半吊在半天，另一半

卻遺棄在地。官方將第一、第二、第三

件都移走，卻留下第四件，因為他們不

懂半條被的含義。

北京另一個畫家村稱為798藝術區，

位於朝陽酒仙橋的大山子地區，該處原

是德國援建生產無線電器材的718聯合廠

舊址，後來改為798工廠。自從藝術家洪

晃、李宗盛、黃銳等進駐後，2004年舉

辦「北京大山子國際藝術節」，吸引許

多畫廊和藝術家聚集，漸漸成為眾所矚

目的藝術區。

但該區地處北京市區，租金不斷飇

升，逼使許多窮畫家都紛紛遷離，連普

通畫廊也都無法生存，現在已變成了大

型藝術機構和國家藝術單位的所在地，

少了民間氣息。

深圳的畫家村是專臨摹西方名畫的

集中地，聚集著8000位臨摹者，其中一

位名叫趙小勇的，20年裡臨摹了10萬幅

梵高自畫像和向日葵，這些仿畫甚至

放在荷蘭阿姆斯特丹梵高博物館門口出

售，每幅500歐元，而深圳出口價只有50

歐元，利潤豐厚。他們也臨摹達芬奇的

蒙娜麗莎、莫奈的睡蓮，和陳逸飛的仕

女等，成了深圳的一大宗出口商品。◇

詩人來到古人遺蹤之前，憑

弔一番，念及他們生前建樹和遭

遇，自有一番感慨，發而為詩，

這樣的作品還真不少。

最多人記誦的可能是杜甫的

《蜀相》，寫他在諸葛武侯祠前所感：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

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

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

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8句56字，寫了地點、環境、歷史和悲哀。「

映階碧草自春色」無人欣賞；「隔葉黃鸝空好音」

乏人聽聞，傳達了一種寂寞氣息！「三顧」和「兩

朝」二句高度概括了諸葛一生。而最後的「出師未

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不但是諸葛的悲

哀，也是所有有志社稷的失敗者的悲哀。

比起大詩人李白的荒坵，諸葛祠堂還算有氣派

得多。白居易經過釆石磯，看到李白的荒墳，那悲

情是更深的：

釆石江邊李白墳，繞田無限草連雲。

可憐荒壟窮泉骨，曾有驚天動地文。

但是詩人多薄命，就中淪落不過君。

「荒壟窮泉骨」與「驚天動地文」起了一個巨

大而慘酷的對比。最後的結句比《蜀相》更為沉

重。到了今日，古人遺蹤、遺跡與旅遊相結合，成

為賺遊客錢的地方。人煙雜沓，甚至烏煙瘴氣，詩

人是否就不寂寞了呢？◇

聖誕新年回了日本，踏出機場即置

身在凜冽的寒風中，眼前飄起了薄紗似

的白雪，景物如詩如畫，久違了這種讓

人瞬間靜下來的美，在美景美食和親朋

溫情慰藉中，真的沒有一刻思念起墨西哥。

或者，當疲憊於人際之間種種既定的禮節時，才有想

起過在那遠方的她，為何她可以逍遙自在，為何她可以任

性随意，在追求成功進步，和無止境發展的國家中，她為

何仍然我行我素，不思進取？

墨西哥人是天生的藝術家性格，儘管不是人人都天賦

藝術才華，但他們變幻無常的行事作風，確實充滿藝術家

氣質，父母從小就鼓勵孩子在藝術和音樂方面發展，絕不

會像中國傳統家庭那樣視為不務正業。

墨西哥孩子大多在沒有太大的拘束下成長，喜歡音樂

藝術的可以盡情發揮，不喜歡的也不會強迫成才，富有的

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貧窮的孩子手抱一把舊結他，倚在

破爛的門墻下，自學自彈，一樣有聽眾。

然而，一個國家，若大部分都是這樣的人，當然難以

在競爭激烈的世界中迅速崛起，但像各個先進大國一般，

放棄個人的幸福、家庭的美滿，是墨西哥人的「有所不

為」。

「人生是要盡情享樂」有一首西班牙語歌是這樣唱

的，「反正甚麼都是帶不走，為何不今天就享受了？」這

樣的歌，雖然我們都有，但我們大多只是隨口唱唱，情緒

發洩了便完，但墨西哥人是真的奉為金科玉律，也許他們

天生就不擅長鬥爭競逐，不會計算謀畫，今朝有酒今朝醉

的人生觀，自然更容易成為不願上進的藉口。

日本人想得遠，中國人謀得深，大都不喜歡墨西哥

人，對他們的批評甚是刻薄。一般來說，墨西哥人對中國

人也不存好感，對日本人倒是頗喜歡，是中國人比日本人

壞嗎？還是日本人更虛偽些？世上哪有完美的人，我的優

點是你的缺點，我的缺點是你的優點，與其互相笑罵，不

如互相欣賞，互補長短，才是至善之道。◇

終於走完14年的生命了，早

在半年多前病重的那時起，我們

都曉得你終有離開的一天，因此

你的離去，我們沒有很大的傷

心，卻有無盡的思念。

14年前，當出生後不久，是用毛巾把你抱回

家，自此成為家裡的一員；14年後，又是用毛巾把

你抱著走上最後的一程。這些年來不管寒暑，每個

半夜都會起來給你蓋被子，只因你像小孩子一樣，

愛踢開被子；這一天，在處理中心用毛毯給你最後

一次蓋上，再也不會踢開了。

你的床墊、被子仍在，半個多月了，留下的氣

息還沒有散去，彷彿還在墊上安詳睡著；半夜裡還

會醒來，想著要給你蓋被子。

在書桌前工作時，你總會走過來，待給撫摸一

刻就踡伏在椅子後，有時甚至索性倚到腳旁，是睡

覺、是看著工作……現在同樣的在書桌前工作，不

期然的往後瞧瞧，以為你還在。

每個早上，如常到公園草地散步，一草一木一

樹一石依然，你也宛然與朋友們嬉戲，一切沒有不

同。只是一些習慣見到你的鄰居，問及在哪裡時，

才驚覺真的離去了。

在走後的第一個星期晚上，兒子問及你會回來

嗎？我答︰會的。兒子很高興。但這何嘗不是我的

一絲毫不實際的期望。飲的、吃的，還是放在原來

的位置，這也何嘗不是毫不實際的期望，可以回來

吃喝過痛快。

又是這一天，你真的回來了，再次把你抱著回

家，這次以後不會再把你送走了，就放在書架上，

還是看著我們每天如常的生活，似是甚麼都沒有改

變。

因為傳說，改變了，就不懂得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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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看到一文，談到老人的尊嚴問題，不僅

社會一般人要尊重老年人，對於老年人本身更提

出需「修身」以獲得尊嚴。如今世界對老年人的

標準界定，超過65歲者即進入老年階段，人老意

味著器官老化，眼花耳聾、齒搖髮落、皮膚鬆

弛、骨鈣流失、血管硬化、步履蹣跚，以致百病

叢生。

在走入人生最後旅程之前，只要頭腦清醒、

一息尚存，欲獲得周圍親友的尊重，即使年處高

齡，也要不斷「修身」，這本身就是對自己的一

種尊重，對自己的尊重，才能引來他人的尊重。

修身一，在盡可能的情況下，保持個人清

潔，不必打扮入時，花枝招展，但穿衣整潔、大

方、得體卻是對他人的尊重。某老太80幾歲，身

材嬌小，每次見她，都穿著精心剪裁的衣服，不

由得心裡就有種「起敬」的感覺。

修身二，樹立獨立思想，有事盡量自己解

決。這個跟有朋友幫忙是兩回事，自己的事自己

做，這其實是一個人自幼就應該養成的習慣，只

是有些人大半輩子習慣的是指揮別人，頤指氣

使，進入老年後，就有點「杯具」啦。即使是兒

女輩，他們也有自己的事業需打拼，你又不是太

上皇，誰能真的隨叫隨到，貼身侍候呢？

修身三，不斷學習新生事物，跟上時代步

伐，切勿倚老賣老。學習是一輩子的功課，並非

年輕人專屬，有句俗話說「不怕慢，就怕站」，

每天吸收一點新知識，不恥下問，謙虛好學，那

才是敢於跟現代社會接軌的老者之所為。況且，

好學不倦也是防止頭腦僵化和癡呆症的最好辦

法。

修身四，寬人寬己，年歲漸長心漸寬，走了

六、七十年的路，看的人多，見的事廣，應該甚

麼都看開了，假如遇事再錙銖必較，那真是跟自

己過不去，何苦來哉？除了心寬外，手也要寬，

辛苦一生賺來的錢，年老時就是收成期，該吃該喝，該玩該樂，隨

心所欲，能享受到的就是有福之人，留給後代，不如留給自己。

修身五，生命在於運動。不論你是甚麼年齡，何種狀態，自覺

自願的每天都要動一動，打太極拳、散步，甚至到街口買張報紙，

都比端坐家中好得多。

人老不怕，人格獨立，自重自強，活出老人的尊嚴，自然會引

人尊重，信焉。◇

收到金蘭姊妹美寶娶新

抱的請柬，珍妮的心情像

打翻了五味架。

美寶與珍妮在香港讀

中學時是很要好的同學，

兩家人先後移民加拿大後，都選擇在列治文定

居，美寶的兒子艾倫與珍妮的女兒愛麗絲同

齡，小學和中學都在同一學校，可稱得上是青

梅竹馬。珍妮對艾倫頗有好感，私下曾對美寶

暗示，希望促成兩個年輕人走在一起。可惜事

與願違，艾倫終於要成家立室了，可惜新娘子

並非愛麗絲。

愛麗絲中學畢業後隻身到加東升學，取得

博士學位便留在多倫多的大學工作，事業有

成，感情生活卻一片空白。她像斷了線的風

箏，每兩年才回溫哥華一次探望雙親。父母明

裡暗裡詢問她的感情生活，得到的回應是一臉

的不耐煩。問多了，父母也開始麻木，只能默

默地看著唯一的女兒標梅已過，嫁杏無期。

相反，艾倫的職業生涯則平凡得多，在卑

詩大學取得電子工程學士學位後便馬上到社會

工作，如今又找到合意對象，成家立室，這是

平凡人的幸福。

珍妮抱怨女兒學識太高，擇偶的要求同時

也高，正所謂高不成低不就，轉眼便過了女子

的適婚年齡。可是愛麗絲卻與父母不是同一見

解，她認為女性不一定要結婚嫁人，只要自己

活得開心快活即可。

在她大學那個「象牙之塔」內，很多教

授、講師都是抱獨身主義，把人生的全部心思

意念都放到研究學問上。

珍妮後悔當年同意愛麗絲到加東升學，也

後悔讓她讀完學士讀碩士，讀完碩士又讀博

士。珍妮後悔也是徒勞，因為他們夫婦沒有能

力阻止女兒自己作出任何決定，這裡是加拿

大，強調的是個人權利，不是父權母權。◇

《 書 》 君 陳 篇

載：「惟民生厚。」

傳曰：「言人自然之

性敦厚。」人民生計

固然重要，民眾健康，亦需重視。

1月7日所舉辦之「乙型肝炎」講

座，乃關注亞裔健康、注重民生之其

中一項極富意義盛舉。大溫哥華三家機

構︰溫哥華中華會館、加拿大肝臟基金

會、大溫哥華中華文化中心促成美事，

足堪稱譽。

「乙型肝炎」講座，由中華會館與

加拿大肝臟基金會合辦，中華文化中心

提供場地。出席者300多人，聆聽肝臟

基金會主席何仲偉醫學博士、以及卑詩

大學終身教授關永鏘醫生之詳盡講解和

答問，使在座者明白乙型肝炎既屬「隱

形殺手」，難於防範，又應「病向淺中

醫」，及早察覺，預防、治療，避免病

至沉疴，無法根治。

犇淼在現場目睹，講座開始前，與

會人士已列隊魚貫登記，準備於下旬四

天參加免費測試；發問者各就有關問

題，踴躍詢問，均得到滿意之答案。難

得者，何、關兩位，妙語連珠，諧趣風

生，使沉悶之醫學問題，轉化為契合民

生所關懷之重點，亦使會場之氣氛，掀

起陣陣高潮。

中華會館理事長姚崇英致歡迎詞時

表示，乙型肝炎是危害華裔社群健康之

隱形殺手，中華會館不僅要為本地華人

爭取權益及公平待遇，也關注民生。希

望藉著在社區之影響力，與肝臟基金會

一起，喚起華人對乙型肝炎之關注。親

臨會場之中華文化中心主席郭英華、卑

詩貿易省務廳長周烱華，以及卑詩省前

省議會副議長李燦明與一眾嘉賓，均有

同感，是服務社群之盛事。

何仲偉醫學博士透露，乙型肝炎驗

血，一般需要收費27元，加拿大肝臟基

金會有幸獲得眾多善長捐助，可以提供

免費服務，希望能讓更多人參與驗血，

再由家庭醫生定期監測，不僅有助瞭解

病情，亦有助適當預防或用藥。長遠而

言，將可減少社區內患乙型肝炎之人

數。據悉，肝臟基金會已籌得逾90萬

元，用作此項與民生健康有關之經費，

可說是一呼百應，共襄義舉。

總之，《國語》晉語篇述：「上醫

醫國，其次疾人。」疾人，醫治人體疾

病。是次「乙肝」講座與免費驗血，未

治病而喚醒預防，不啻為關注民眾健康

之高一層次，此所謂「惟民生厚」，令

人肅然起敬，誠可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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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伊始，又是我們計畫新

年大計的時候，不過，請不要把

「大計」兩字嚇倒，它並不是一

項甚麼艱巨的工作，而是把我們每年的小理想、

小心願去完成而已。那怕是一點一滴的付出，只

需要每天不離不棄的努力，朝著目標前進，經一

年時間的累積，必會構成自己另一頁的新天地。

滴水成河，聚沙成塔，大自然的新天地，是如此

構成。

此時此刻，筆者忽然想起童年時所聽過的一個

神仙故事：有一天，神仙問小女孩：「如果我可

以令你願望成真，你想要甚麼？」小女孩回答：

「我想天天都開心快樂！」神仙再問：「你想別

人給你快樂，還是自己去找尋快樂呢？」女孩猶

疑地再問：「有分別嗎？」神仙說：「有天壤之

別！因為別人給你的快樂，只是短暫的、是不可

靠的。」

女孩羞愧地回答：「那麼，請你教我如何去

尋找自己的快樂吧！」忽然，仙女的手上出現了

一個頗大而又彩色繽紛的毛冷球。女孩子驚嘆地

說：「很美麗的啊！我真的很開心哩！」神仙繼

續解釋說：「你現在是很開心，不過，如果你天

天都對著這個毛冷球，你的開心快樂一定會逐漸

消失。我送給你的毛冷球，只是可以幫助你去創

造自己不同的快樂，這毛冷球就是元素，當你每

次用心去編織的時候，它都會像萬花筒一樣，出

現永不重複的美麗圖案，這樣，你便會擁有享不

盡的開心和快樂！」之後，神仙便消失了。

筆者深深感受到這個故事的啟示，仙女就是代

表上天，給予我們無限快樂的元素，只是有些人

不想努力，更不願積極地去利用這些元素，來編

織自己不同的快樂與新天地。正如各位現在手上

的這份《中僑新天地》報刊一樣。每次欣賞都帶

給讀者們新的資訊、新的驚喜！在此衷心感謝為

這《新天地》付出過努力的一眾工作人員，祝願

各位永享新天地的滿足和快樂！◇

15年前外婆在

港病重離世，那年

我剛剛誕下老大。

在港的弟弟希望我

從溫哥華回港一趟

探望外婆，但我這初手媽媽，對照顧

數月大的女兒仍不知所措，完全沒有

信心和能力獨自帶嬰兒坐十多小時飛

機回港。

經多年帶子女乘飛機外遊，以及

見到老六在去年暑假東岸遊為很多長

輩帶來歡樂後，不知不覺間我竟有信

心起來，於是在去年11月，獨自帶剛

滿一歲的老六回港探親去。我的大舅

父數年前因意外造成行動不便，更因

各種原因，屢屢進出醫院，我希望老

六能逗逗他開心。

平常的星期日回港航機多是爆

滿，但那天只是半滿，我和老六身旁

沒有乘客，且坐在窗口位的嬸嬸對我

倆照顧有加，空姐還以為她是我的媽

媽呢！老六全程14小時只管吃、喝、

睡和東張西望，非常善待我，不用我

帶笑面對各種尶尬處境。

大舅父的精神比我想像的好，剛

巧我多年未見，居住英國的表妹也帶

了兩名兒子回港，舅父的家頓時熱鬧

起來。反而大舅母則比較累，身為舅

父的貼身關顧者，她每事親力親為，

以往開朗的笑容不見了。

午飯後聽她娓娓道來近況，讓我

感受到她的愛和堅持，亦令我明白關

顧者的壓力和需要。慶幸大舅父非常

體諒和珍惜舅母所付出的一切，他會

主動讚舅母做的菜，肯定舅母很有心

思為老六設計的高椅，為他的愛侶注

入正能量，在我眼前展現怎樣真實地

印證他們的婚姻承諾。

我也帶老六探望了86歲的舅婆，

和剛慶祝100歲的前本拿比鄰居何婆

婆。舅婆愛書法，高興地讓我看她的

字。她也爭着抱老六，懂用智能手機

跟我們拍照，然後發送出Whatsapp羣
組，跟世界各地的親人保持聯絡，是

善用高科技的舅婆！至於有9名子女，

有孫子及曾孫滿堂的何婆婆仍笑容可

掬，一邊逗老六笑，一邊細訴往事，

是精靈人瑞。她更自豪介紹孫女為她

設計的生日賀卡，心意加創意100分！

 不論科技有多先進，能回港一趟親

身握着親人朋友的手，親眼看著他們

跟老六玩的神情，親口問候他們，親

耳聆聽他們，這一切都是我所珍惜

的。◇

每次執筆時，

總是千頭萬緒，要

勾起以往的種種，

並不是容易事，可

以說是內心深處受到極大的迴響，甚

至發覺原來內心世界有某些連自己也

未曾觸碰過的地方；又或者未遇上挫

折和失落，根本不知道它的存在。是

我們忽略了，還是我們完全未認真了

解自己內心世界？

所以面對這觸碰點時，就讓它成

為一個磨練，當給自己一個轉機，還

要好好思考和自省，這才有進步空

間，才活得精采。

曾經有人說︰就算心碎，心仍舊

會跳，日子怎樣也要過，更何況這是

個燦爛的世界，總不能停留在某一個

階段。

最近，一位朋友談及一本書，作

者因為心愛的女兒被殺，於是放下自

己原來的工作，用了6年時間去追尋那

位殺人兇手，為的是要報仇。後來，

他醒誤過來，發覺自己生活在一個仇

恨世界裡，只有過去和將來，沒有現

在。其實活著每一天，便是恩典。

雖然，過往有許多不愉快和煩惱

的事，但慢慢學習和處理好自己的內

心世界和情緒，活著便有意思。

每一個人都有情緒，我也不例

外，特別是單親一族，更為顯著。只

不過，每當情緒拜訪時，少不免總

會對我痴纏，有時會逗留片刻便匆匆

離開，有時很纏身。我不喜歡它來

探訪，但沒有選擇，唯有穿著簡單便

服，舒舒服服地坐在家裡，暫停片

刻，甚麼也不做。

特別是下雨天，坐在窗前獨自享

受這個舒適寧靜的環境，聆聽晶瑩的

雨落在窗戶上的清脆聲響，看著雨

水不停地打在花兒和草地上，滋潤它

們，盯著天空，大自然也有其樂趣。

懂得欣賞，心情忽然變得歡暢，

也樂在其中，不愉快的事也像被雨水

冲淡。一位朋友說，傷痛會經過時間

的洗滌和療傷，雖然它仍然存在，不

過好比口袋裡放了一粒石仔，久不久

會刺痛一下，但只是短暫的，很快便

復原。◇

今天我想起故

人，你真的已經去

了另一個世界，消

失了。我今天找出

你的信，搬家那麼多次，一直還帶著。

我打開黃色信封，翻開以前流行那種帶

些韓文小字的信紙，翻開筆記本上摘下

的紙張。看到十幾年前的摺痕，看到你

那時的字，工工整整，一行一行。

2003年12月7日，你的信來自成都︰

「……12月未結束，我們就會放假。你

快生日了，可是生日以及那個不斷增

長的年齡對我們而言，沒有太多實際

意義。……偶爾和朋友說起去過的地

方，想去的地方，於是想到你說要去內

蒙。……昨晚從教室回來，看見一個窗

口掛著淡綠窗簾，在燈光裏微微晃動，

忽然心生傷感。原來自己在離家如此遙

遠的地方。……希望你快樂。」是藍色

的筆跡，那時你用「李璇」的名。

2005年3月10日，你的信來自成都︰

「……當初是在03年時說想去內蒙吧。真

快。可是我知道內蒙，大概我們很難一

起去的。我雖然很想去，並且身體也慢

慢好起來了，只是有許多因素，比如沒

錢，比如家裡人不放心。去年年底時我

去了阿壩，看了四川西部的高山，但走

得不遠，時間也很短。空閒的時候，也

拿著內蒙的地圖研究路線，離我很遠，

離你就更遠。你需要飛到成都再和我一

起坐很久的火車去旅行，聽起來像一場

夢。所幸的是夢境很美。……去年12月

的時候，我和一個女人見面。我們在網

上是很好的朋友，現在一起做了一個論

壇，準備組稿出書，所以很忙碌。她說

明年夏天等我畢業一起去南方，找到

工作，過兩年自己想過的生活。我答應

了她。但你說會實現嗎？」信末你寫「

沈彤」，又塗掉改寫「還是寫『李璇』

吧」。

我知道我回了信，但想不起寫的是

甚麼。後來我知道，你去了新的地方，

我也去了新的地方。中間一晃許多年，

直到去年在網上，看到別人轉發你的作

品。聖誕節時我知道，你在去年年初就

不在了。我知道得晚了。

許多人知道你；許多人不知道你。知

道的人叫你「沈熹微」，是作者。而我

只知道更早時的你，是「李璇」，或「

沈彤」，在網上文學的論壇，在一封封

的信。我們從未見過一面，從不曾在同

一個地方，但卻有些東西讓我們通過文

字理解了。十幾年過去，你最後也過去

了。希望你此刻的心裡和身邊，都是平

和。

你是我最優雅又最遠的朋友。這些

字，本應親手交到你手中。但我想，你

是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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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 姐

突 然 想

吃糖，在

我的示意

下，就躲到小房間偷偷吃。我們

仨本來在一起玩得好好的，因為

姐姐突然離開，妹妹很驚慌，大

喊：「姐姐！姐姐！」我趕緊撫

慰她：「沒事，媽媽在，媽媽在

這裡陪多多。」

居然沒有用。沒聽到姐姐回

應，多多哇的一下哭了。這時姐

姐趕緊跑過來，手裡還拿了一個

小玩具，遞給破涕為笑的妹妹，

嘴角還掛著糖漬。

我於是發現了老二的不同：老

大年幼的世界裡，爸爸媽媽就是

天；但是對年幼的老二而言，這

片天裡還要擠進一個非常重要的

角色，就是那個比她長不了多少

的姐姐。

有時候我忙自己的，聽得樂在

把多當玩偶似的指揮來指揮去，

又或兩人為了一個甚麼事互相呵

呵地傻笑，又或如同一位細心的

媽媽在教孩子。

這時候，你就會忘掉她倆打架

爭吵搶東西時的種種抓狂，覺得

有兩個孩子，真是一件很棒的事。

老大生性敏感又倔強，十分

「難搞」，卻是能體貼人，雖然

平日裡多煩其妹，卻也總是想著

她的。比如一起出去玩，可免費

領取氣球，她要了一個後，又特

意給妹妹要了一個，還跟人家解

釋：「妹妹不會說話，她叫Elsa，
可不可以要一個Frozen的？」

有一回做手工，都已經做完

走在回家的路上了，姐姐突然吵

著要回去再做一個。不耐煩的媽

媽當然是不樂意的，她開始鬧，

拖著我的手要去。我煩了：「你

不是已經有一個了嗎？為甚麼還

要！」她委屈巴巴地說：「我忘

記給妹妹做了……」立刻心軟。

當然，凡事唸著妹也有讓家長

「為難」的時候。比如買衣服，

因為小朋友長得快，姐姐好多衣

服沒穿幾次就小了，有一些還是

全新的呢。好在老二也是女娃，

正好不浪費。但姐姐不幹了，明

明是帶她去買衣服，只給她買還

不樂意，一定也要給妹妹買。理

由是她有新衣服，妹妹沒有，不

公平！

有時真的覺得帶兩孩子這回

事，就是管好老大基本就行了。

這不，妹妹摸到姐姐嘴邊的糖漬

也想吃糖，在得到我的許可後，

姐姐「語重心長」地對妹妹說：

「只能給你三顆，小孩子吃多了

糖長蟲牙！」

吃完妹妹也想跟著姐姐看

iPad，姐姐居然很「自覺」地合

上了，「不可以，媽媽說過，兩

歲以內的小朋友不可以看電子屏

幕。」妹妹不幹了，開始鬧，姐

姐居然拿出一本書開始給她講，

幾下子就糊弄過去了。

我說：「樂，你可以帶妹妹睡

午覺嗎？」

不過隨口一說，沒想到她真的

很麻利地把妹妹的外衣脫掉，為

她蓋好被子，然後學她媽一邊拍

一邊「哦哦哦」……◇

   養樂多

「鈴……」門鈴

響了。

我拄著拐杖盡快

走到門前，知道一打

開門，迎我的就是一

張笑臉及一份熱餐。

事緣早前不小心摔傷了腿，行動不

便，友人给我一個電話號碼撥到一個叫

meal on wheel的機構訂午餐，這是一個

非牟利的組織，逢星期一到星期五的午

間就有義工送飯來，價錢便宜，專為長

者和行動不便的人服務。

今天，門一打開，有一個穿深藍色

太空褸滿臉笑容的「大叔」挽著一個保

暖盒子來了。這笑臉好熟悉呀！大叔

說：「乜咁啱呀？」我正怔忡間，他

說：「我是陳醫生呀！」啊！原來是我

的牙醫。平日身穿白袍，手拿刀刀鉗鉗

的專業形象，跟這個便服打扮的大叔形

象落差太大了。而且牙醫是一個賺錢的

行業，他竟每星期能抽一天來當送飯的

義工實在令人意想不到。

陳醫生小心翼翼的打開保暖盒子，

把一盒盒的熱菜熱湯放在我的盆子上。

我為自己的失儀有點不好意思，搭訕

著：「星期四是你送飯來呀？」「是

呀！但跟著要請兩星期假了，因為要出

外。」

陳醫生是一個滿有愛心的醫生。

記得有一次,我在手術前要脫去一隻壞

牙，陳醫生看了我的X光照片之後，發

覺牙根的位置有點不正，找動手術的牙

醫脫去較好。因為時間不多，他馬上打

電話給他一位朋友，結果他的朋友就利

用吃午飯的時間替我拔牙。陳醫生的關

愛替我解決了燃眉之急的問題。

我有一個姓梁的牙醫朋友也是一位

愛心天使。他每年總有幾次自費到各地

的貧民區為當地的居民洗牙拔牙。那邊

的衛生條件差，常見他回來，手臂腿上

都是「蚊癩」。

世界因有這麼多熱心助人的義工天

使而變得更美麗。加拿大是一個義工文

化的國度，中僑互助會就是一個義工的

大本營。

來到加國，我也受了這種義工文化

感染，在《中僑新天地》(前稱松鶴天

地)做了20多年的寫作與編輯義工。我

非常感謝中僑能給我這樣一個服務大眾

的機會，這份工作帶給我一份滿足感。

當想到讀者們從《中僑新天地》裡找到

有用的資訊或看到有共鳴的文章而會心

一笑時，心中充滿無比的快樂。◇

美國民調中心蓋

洛普2017年底訪問全

球55個國家及地區5萬

多人，調查他們的快

樂指數。

結果顯示「十大最快樂國家及地

區」排首位是斐濟、其次是哥倫比亞及

菲律賓，隨後是墨西哥、越南、哈薩

克、印尼、印度，阿根庭和荷蘭並列第

十。「十大最不快樂國家及地區」首位

是伊朗、其次是伊拉克、第三位則是烏

克蘭、隨後是希臘、摩爾多瓦、巴西、

香港、南非、土耳其及加納。

至於加拿大，都沒有列在兩個「十

大」之內。

有關報道沒有解釋調查的方法、內

容，也沒有闡釋快樂的定義和衡量。

究竟快樂是甚麼？這實在是一個不

容易回答的問題，大家都會有不一樣的

回應。有部分學者認為「客觀快樂」，

可以用客觀條件量度如：收入、學識或

健康指數。而另一派學者則強調「主觀

快樂」，能夠得到你認為最滿足和重要

的東西，便是快樂。

嘉路賴芙 (Carol Ryff) 是一個心理學

家，她指出心理上的快樂要滿足六項條

件：自我接納、正面人際關係、自主、

綠色生活、知道生命意義和自我成長。

鑒於多種不同的快樂定義，荷

蘭 Leuven大學一位學者 Emma van 
Deurzen 歸納人內心快樂有四個層次：環

境、社群、個人和靈性價值。

用以上四個綱目加入指數分析，則

環境指數便包含個人身體健康狀況、安

全感、舒適度、對大自然和美好的愛；

社群指數包括自尊感、成功、忠誠、博

愛和良善；個人指數包括：自主、自

由、知識、愛自己和真理；而靈性指數

指無條件付出、與宇宙和諧、建立更美

好世界和無我。

誠然，人在人生不同階段，對快樂

的感受都有不同意境：為深愛的人好好

地做一頓飯；早上起床看見冬日的陽

光；與久違好友茶聚談心；在一次步行

籌款活動中完成目標；在圖書館內靜靜

地看好一本書；遊歷內心渴望旅行的地

方；享受與孩子打羽毛球的樂趣……。

做個開心快樂人，原來亦是綠色生

活的一部分。◇

每

年1月1

日，對

於現代

年輕人

仿如一個 reset (重新設定)

按鈕，要將所有壞習慣一併

除掉，去迎接新一年更好的

自己。在回到香港的5年多

裡，在中環甲級寫字樓裡面

的圈子，也在每年1月常見

到幾個怪現象。

第一，健身房總是特別

多人。不知道是否在聖誕節

期間吃得太多，抑或每年願

望之一是要變得更健康，

無論是跑步機還是啞鈴的區

域，長長的人龍等待使用。

如沒有清楚來龍去脈，還以

有人在派錢。有時早上7點

上班前碰到同事在健身，差

點想揶揄他，有時9點上班

也遲到，怎麼能想像他這麼

堅毅不屈地在1月早上起來

運動。

第二，吃健康食物。某

大高級超市的沙律吧的人龍

絕不比健身房遜色，簡直是

繞了超市一圈。你可知道這

個沙律，是一個正常女士吃

完後，下午4點就會肚餓的

份量，但男女光顧比率卻是

一半一半。最吊詭的是，這

個沙律盛惠港幣80至100元

（折合加幣12至15元），並

不是最划算的選擇，所以可

以排除聖誕時花得太多所以

節約的說法。

第三，無酒精的1月。

平常 happy hour 飲得最兇的

那群突然都說1月要戒酒。

說真的，我知道這些人到了

2月1日就如放監般飲到爛

醉，這樣又何必呢？說到

尾，長期適量總比極端節約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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