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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稚子17年前车祸身亡，妇女在丈夫
扶持下走出伤痛，4年后却惊悉自己患
上乳癌。妇女这回选择坚强面对，早早
选好遗照，临终前还拟好遗书给亲朋好
友。
　　陈衍福（49岁，自雇人士）与妻子
符标玲原本育有一对子女，1996年，
当时仅4岁的儿子颉伟在婆婆和邻居陪
同下，过斑马线时遭私人巴士当场撞
死。
　　符标玲当时陷入极度悲痛中，甚至
停工一个月。陈衍福当时决定不怨天尤
人，而是积极开导妻子，认为两人还年
轻，可以尝试再生，才渐渐让符标玲走
出伤痛。两人后来果然生了多两个儿
子。
　　怎料，死神没有放过这家人，符标
玲在2000年发现患上乳癌，并切除癌
细胞。2010年乳癌复发，癌细胞扩散
到肺部及脑部，她隔年8月1日逝世。
　　陈衍福说：“经历丧子的伤痛，妻
子知道患末期癌症后却非常坚强，甚至
比我还要积极面对，她早早选好遗照，
令我十分意外。”
　　符标玲也参加连氏基金计划，病重
期间穿上特制的旗袍，漂漂亮亮地拍照
留念。
    “妻子生前还跟我说，留了东西给我
们，嘱咐我在她死后才看。她过世后，
我发现她在家中箱子留了给我和3名孩
子，及其他亲戚的遗书。她也为孩子做
好打算，其中一份保险的受益者是最小
的妹妹，希望妹妹也帮忙照顾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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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和好友吃饭，发现她憔悴
不少。一问之下，原来她母

亲患上末期癌症，动手术后得长
期化疗。
　　话匣子一开，好友除了对母亲的病
忧心难过，也对兄嫂的冷漠无情痛心
失望。她说：“母亲一向很照顾兄嫂，
不时掏私房钱帮补他们，还把组屋让给
他们住，更出钱给大嫂学英语和请陪月
妇。大嫂生子后要求家翁家婆提升到较
大组屋，两老也爽快答应。”
　　然而，一切却从母亲患病开始变了
样。母亲动手术出院后，大嫂特地上门
试探，听她说不会为应付医药负担而要
回组屋，开心地回家去。
　　这期间，好友为母亲请了女佣。每
次去化疗，父亲全程相陪。口口声声
说会帮忙照顾母亲的大嫂，说一套做一
套，不见踪影。好友大哥也很少上门探
望母亲，只是偶尔电话问候。
　　后来，老人家打算收回组屋出租，
表明会给他们时间找房子，夫妇俩竟暴
跳如雷，还怪两老出尔反尔。好友大嫂
先是声称为装修组屋花了6万元积蓄，
短短一天后又抬高到8万，态度强硬，
摆明要拿到钱，才肯搬离组屋。

　　眼见儿子和媳妇不顾至亲患癌，为
钱翻脸无情，好友父母心灰意冷。不知
感恩的兄嫂拿了8万后，继续住了几个
月才搬，还神神秘秘，不肯透露地址。
　　好友说，最气人的是，兄嫂竟还说
母亲以后会感谢他们“留”给她一间
“值钱”的屋子。“我们上门时发现，
屋子连基本粉刷都没做，别说8万元装
修费，连2万元都不知道有没有。当初
如果不换屋，早就能卖掉应付医药费，
如今屋子还要等3年才能卖，出租还得
特别申请，到底要感谢他们什么？”
　　据好友透露，大哥和前妻的一对子
女，之前还会定期上他家小聚。“现在
大哥搬了家，竟不向他们透露地址，只
说靠近某组屋区地铁站，小孩子半开玩
笑说，要到地铁站大喊老爸出来。”
　　至今，好友大哥一家人依然“不知
所踪”。所幸，在好友细心照顾下，老
人家病情已有好转。
　　尽管跑了多年社会新闻，报道过不
少漠视亲情，为钱反目的真人真事，
好友的亲身经历，依然让我感慨
万千。
　　人病了，还有药医。心病
了，无药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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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图版出自《星
云大师一笔字书
法》，感谢新加坡
佛光山授权。

　　‘攀比的人永远像在给自己的杯
子里加水，却总觉得不满…’

　　不要盲目攀比，应学会知足。
理解这句话的人多，真正能做到的

没几个。其实，“生活不是攀比，幸福源
自珍惜”，如果我们能体会，每个人的生
命都有欠缺，就不会再与人做无谓比较，
反而更加珍惜自己拥有的一切。

开示拒绝攀比

　　稍微攀比，那
叫给自己动力；
　　比的多了，变
成了没有动力的压
力，身心就不健康
了。

一句话分享…

　　星云大师说：“分享故
事：一天，神明突发奇想：假
如让世界上一些人或动物再活
一次，他们会怎样选择？神明
给众生发问卷，问卷收回后，
众生各自回答：
　　猫：‘我要做鼠。我偷吃
主人一条鱼，会被主人打个半
死。而老鼠可以在厨房翻箱倒

柜，大吃大喝。’
　　鼠：‘我要做猫。从生到
死由主人供养，很自在。’　
　　猪：‘我要当牛。生活虽
然苦，但名声好。我们是傻瓜
懒蛋的象征，连骂人也要说蠢
猪。’
　　牛：‘我愿做猪。我吃的
是草，挤的是奶，干的是力气
活，有谁给我评过功？做猪吃
了睡，睡了吃，生活赛过神
仙。’
　　最有意思的是人的答卷。

不少男人一律填写为：‘我要
做女人，可以撒娇、邀宠，可
以当妃子、公主、太太……最
重要的是可以支配男人。’
　　不少女人一律填写：‘假
如让我再活一次，一定要做男
人，可以蛮横、冒险、可以当
皇帝…最重要是可以驱使女
人。’
　　神明看完生气地说：‘这
些家伙只知道盲目攀比，太不
知足。’他把所有答卷撕碎，
喝道：‘一切照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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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习惯于把自己和别人
相比，越比越不平衡，越不平衡越生气，“人比
人会气死人”，就是这种攀比心理的真实写照。
　　攀比的人永远像在给自己的杯子里加水，却
总觉得不满。相反，种种不满足却表现得淋漓尽
致。生活中，人们对孩子的学习不满意、对家务
谁担当不满意…工作中，人们对职位不满意，对
分工不满意，对领导、同事间的相处不满意。
　　人生有穷尽，而欲望总无边。不断地攀比，
自己的欲望一刻也不会满足，索取一刻也不会停
息。这往往给人带来更多痛苦。

可比其他的…
　　我们可以与他人比，但绝不是攀比：
　　比较刚毅坚强的性格，更能面对人生坎坷；
　　比较心地的善良，可以养成纯美的心灵；
　　比较知识，比较思考，比较创造，比较可以
迸发出思维的火花，可以激起奋斗的激情，能让
人的精神世界更丰富多彩。
学会满足…
　　拒绝攀比，学会满足。对别人，多一些尊
重，多一些理解，多一些宽容；对自己，少一些
渴望，少一些攀比，更少一些要求。快乐就在眼
前，你有，我有，大家都会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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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来西亚云顶世界推出多币种计价系统，方
便旅客以不同货币进行预订。
　　马来西亚云顶世界日前发布文告表示，已
和苏格兰皇家银行合作，为旗下网上预订服务
“iHoliday”推出多币种计价系统。
　　今后，顾客将可选择以零吉、美金或新币等
货币进行网上交易。
　　通过苏格兰皇家银行的FXmicropayTM方案
链接iHoliday网上预订系统，云顶世界将获取外
汇直接换算率，让顾客进行即时多元货币计价，
并支付相同的金额。
　　苏格兰皇家银行的这项专有方案是个自动化
定价系统，支持超过130种货币，并可全天候执
行，在一秒钟内处理高达3000宗交易。这项方
案可以在交易完成前预先设定汇率，并且维持多
日。
　　旅客可透过iHoliday网上订购系统预订马来

　　马来西亚云顶世界推出多币种计价系统。
（档案照）

可用多国货币计价
网上预订云顶世界

西亚云顶世界、云顶世界琪佳以及云顶世界浮罗交怡的
客房，还能购买游乐园和表演门票。
　　云顶世界电子服务及风险管理部高级副总裁黄成
寿透露，云顶世界每年共吸引360万名独立访客，透过
iHoliday进行的交易多达15万6000宗，其中35％来自外
国。
　　“预计未来几年游客量将增加，我们必须追随趋
势，并继续提供更简易的操作平台。”

　　陈衍福受邀通过文字悼念妻
子，写了一个带着笑脸的“死”
字。
　　这是本地慈善机构连氏基
金“有生之年”（Life Before 
D e a t h ） 的 部 分 活 动 ， 名 为
Obitcheery计划，希望向人们传
达不要忌讳死亡的讯息。
　　陈衍福说：“一般人看到
‘死’字，会感到害怕。但我从
妻子那里学到，可以勇敢的面对
死亡，变得更坚强。”
　　他在追思文中写道，妻子不
把死亡看得太沉重可怕，因此可
以不受束缚地安排自己的后事。
他从妻子的坚强与豁达，也领悟
到“走好”有更深一层的意义，
而“死”根本无需避讳。

陈衍福通过文字追思因为乳癌去
世的妻子符标玲。（连氏基金提供）

‘死’字带笑脸

　　连氏基金将会一连五个星
期分别在《海峡时报》和《联
合早报》，刊登受邀家庭的追
思文字。
　　连氏基金总裁李宝华说，
让人愉快的讣告就是希望对讣
告进行根本的改变，让它能够

鼓舞他人。
　　他希望参与计划的家庭能
够追思家人，通过这次机会来
祝贺他们至亲的生命。对公众
来说，基金会刻意通过追思文
字分享了一些凡人的不平凡的
故事，这些追思文字也会让人

们有会心的一笑，知道他们的
生活。
　　有兴趣通过这个方式悼念
已逝亲人的读者，可上网www.
obitcheery.com分享逝者的生
前点滴。

家属分享逝者生前点滴

坚强面对癌魔
妇女自选遗照

夫：妻坚强豁达

　　符标玲生前参加连氏基金计划，病重期间穿上特制
的旗袍，漂漂亮亮地拍照留念。（档案照）

照顾300名
腹膜透析病人

推广居家洗肾
盼受惠病患增加

肾脏
基金会

　　六十年代的新加坡，
血气方刚的我从长辈口中
知道新加坡有一条黑街，
而这条黑街是越夜越精
彩，游客喜欢去，新加坡
人也会一去再去。黑街不
只限一条街，犹如一个吃
喝玩乐的小区。黑街据说
是广东人的称呼，福建人
称之为“白沙浮”。同一
条街名竟“黑白相印”，
也算有趣。
　　印象中的黑街，多数
人会把焦点放在街口前
段，饮食摊档特别多，售
卖的食品种类也不少，有
街边小吃，也有煮炒，提
供桌椅、餐牌，还有人点
菜端菜，有如小型露天菜
馆。有的还在餐桌上盖上
白布，给人在餐馆酒楼用
餐的感觉。
　　小小年纪的我，当时
只注意到黑街许多打扮得
花枝招展、衣着暴露的
“人妖”，用的还是明星

的名字。这些“另
类女人”在众人中
穿梭，就希望有人
会 叫 他 们 来 拍 照

片，每张10元。也因黑街
有此“特色”，当年许多
外国海员，只要在本地，
几乎每晚都会来黑街报
到。
　　慢慢长大后去黑街，
主要是美食太吸引人，尤
其是街边小吃如猪肉沙
爹、沙爹米粉、血蛤炒
粿条、猪油炒苏东面、云
吞面、蚝煎、菜头粿等，
现炒现卖，光是站在旁边
等小贩煎炒，闻着阵阵飘
来的香味也是一种享受。
我也会排队吃山瑞汤和鸡
饭，有时也到点心摊买酥
脆又大粒的芋角。
　　如果想吃顿美味的粤
菜，可直往黑街的另一
头，有间粤菜馆叫“龙奕
记”。店前一边挂着诱人
的白切鸡，另一边则是露
天厨房。满脸笑容的老板
就坐在柜台招呼、结账。
一位上了年纪的男侍者，
即点菜也端菜，不慌不

忙，和蔼可亲，而食客也
优哉闲哉喝着普洱茶，耐
心等着美食上桌。
　　我至今还怀念龙奕记
的黄油鸡、砂锅鱼头、咕
噜肉、牛肉滑蛋河粉等。
可以说当年所品尝到的粤
菜是相当地道的本土粤菜
口味。同样是吃白切鸡，
当年的还是黄皮的，故称
之为黄油鸡。加上香喷喷
的鸡饭还有自家酿制的辣
椒酱，不添多碗鸡饭也很
难呀！
　　简单的滑蛋牛肉河
粉或三鲜河粉，由于镬
气够，先炒好的河粉本身
就已有香味了，加上用料
足，连勾芡也恰到好处，
真是吃得过瘾。现今要吃
到这样的口味，就算有也
未必常碰到，再说当年还
得用炭火煮炒，可真考功
夫。
　　今日的黑街已不复存
在，许多当年在黑街的大
小摊档也结束营业了。忆
起黑街，再看看现今的白
沙浮，真是天渊之别，不
能同日而语。

黑街林益民

玩喝 乐
看天下
吃

▲出席开幕典礼的有教育部长
王瑞杰（左二），前国家发展
部长马宝山（右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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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肾脏基金会推广腹膜透析治疗
法，希望接受此疗法的病人能增加35％。
　　全国肾脏基金会（NKF）指出，腹膜
透析是一种居家疗程，肾病患者能自行在
家中洗肾，无须亲临洗肾中心接受治疗。
　　目前，约22％的NKF新病人选择进行
腹膜透析治疗，基金会希望能把病人人数
提高至35％。
　　自今年5月1日开始，基金会也会扩大
腹膜透析病人社会和医药福利津贴，包括
提供免费血液测试、到住家做家访，通过
《爱心食粮》计划为贫困病人提供基本粮
食供应等。
　　腹膜透析病人林恩慧（24岁，保险经
纪）说，她2年前10月被诊断换上末期肾脏
衰竭，接受腹膜透析治疗法，如今每日晚
上睡觉时，都会接受10小时的治疗。

　　全国肾脏基金会目前照顾约3000名肾脏
病人，包括300名腹膜透析病人。
　　数据显示，这3000名病人，占全国低收
入肾脏病90％；2500名病人在基金会属下25
间洗肾中心接受血液透析，另外300名病人则
在家中进行腹膜透析。其余的病人因多重疾
病，必须在私人洗肾中心进行透析。
　　自探访服务于2011年6月开始至今，NKF
腹膜透析护士已定期为390名病人进行超过
1300次住家探访。

　　全国肾脏基金会主席许宝忠在今早在王瑞霞－
NKF洗肾中心开幕典礼上说，他每周都会走访2家
洗肾中心，并指出全岛25间洗肾中心容量已不胜
负荷，平均使用率超过90％。
　　“预计10年后，基金会需要为1000多名新病
人提供洗肾援助，在寻找洗肾中心的地点和经济资
金都面对困境。”
　　出席开幕典礼的有教育部长王瑞杰和前国家发
展部长马宝山。

肾 病 患 者 林 思 慧 2 2 岁 时 患
病，目前接受腹膜透析治疗。

洗肾中心
不胜负荷

●

Source: Shin Min Daily News © 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Limited. Reproduced with per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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