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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匡传：哈哈哈哈》

12年 荒唐生活

还有一次，倪匡在酒吧喝
醉了，闹事。他举着酒杯，大
嚷：“在我左边的人都有爱之
系列 56
病！”旁人都不理睬他。他见
状，没人理他，便又大嚷：
“在我右边的人都是基佬！”大家还是不理睬
他，他觉得很无趣。此时，只见一个年轻人走到
他跟前。倪匡懵懵懂懂中，以为他是来挑战自
己，于是问：“你真的是要与我打架吗？”那年
轻人说：“不，不，对不起，我不知道我是属于
哪一边的，我是一个有爱之病的基佬。”倪匡
听了，一愣：是哦，两边都不属于他，那就站中
间，自己站的位置？
有一个时期，倪匡生活确实很颓废，饮酒厉
害，他从1980年至1992年移民美国为止的12年
生活，显得很荒唐。在台湾，他天天跟几个朋友
喝酒，每晚都醉得不省人事，翌日起床头痛不

医院戒酒瘾 吓出一身冷汗
倪匡曾经在一天里喝下1.75公升的伏特加，即差不
多两瓶。他要喝烈酒，白兰地已不足以“顶癮”了。那
时“酒中毒”严重，医生警告他一定要戒酒，否则身体
会愈来愈痛苦，行为也会异常，也会疯狂。医生说，酒
癮比白粉瘾更难戒掉。倪匡听了，吓了一大跳。医生随
即为他联系医院戒酒癮。他去到戒酒癮的那所医院，听
了医生的断症后，他顿时又“飙了一身冷汗”。医生
说，依他的病情，3个月内未必能完全戒掉酒瘾，戒的过
程会相当痛苦，就像精神病人一样，要单独困在一个房
间内发癫。
倪匡听了，觉得实在太痛苦，心想，还是慢慢戒
吧。于是，他不再去医院戒酒瘾了。倪匡好友古龙也是
爱酒如命。知道倪匡“中酒毒”后，笑着说：“说什么
酒瘾？喜欢喝就喝啦，只是想喝酒而已，有什么问题
呢？我也是早上一起床就想喝酒。”倪匡听古龙这么
说，笑了：“这种朋友，既是知我苦，但无疑也是
我的至爱损友。”

适，被送到医院吊盐水输液，4小时后清醒了，
再喝再醉。他终于发现自己患上“酒精中毒”，
上了酒瘾，当时曾经设法用自己的意志力试图克
制自己：早上起床后不要喝。但最多自我控制了
两个小时，他酒癮再起，全身冒冷汗，整个人缩
作一团。他就像上了白粉瘾一样。

人生最大快乐
倪匡常说：“有东西吃有酒喝又有好朋友在
一起，是人生最大快乐。”一次，朋友给倪匡倒
了杯酒，倪匡喝了一口，砸砸嘴，眼睛一瞇，大
笑说：好酒好酒。说起酒徒爱在饮酒时猜拳作
乐，倪匡感到不理解而愤愤不平。他说：“有什
么理由猜赢的没酒喝，猜输的反而可以喝酒？这
是没有道理的。”举座都赞同他的观点，纷纷举
杯：喝酒喝酒。倪匡便“哈哈哈哈”，一笑眼睛
又瞇成一条线。

倪匡口述/江迅撰写

倪匡曾经在一天里喝下1.75公升
的伏特加，即差不多两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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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人坦然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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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匡有一天突然跟律师说，他要去做祷
告？

‘两面之间，与死共生’游览会

如果‘死亡’是个人
你想问他什么？
 “两面之间，与死共生”游览会

宋慧纯 报道

柯欣颖 报道 xinying@sph.com.sg

▲生前热爱音乐的往生者在过世后，仍
有乐器相伴。（受访者提供）

有家长将汤

姆士小火车的
设计融入孩子
的墓碑，纪念
早逝的孩子。
（受访者提供）

▲蔡厝港云石公司第
三代负责人陈国强。
（档案照）

要求雕刻乐器、名车，订制个性化墓碑的
个人增加了30%。
陈国强表示，现在有越来越多往生者或往生者
家属对于自己的墓碑有更多的要求。
他指出，各式个性化的墓碑从设计到制作等，
除了缅怀过世亲人，也有越来越多人为宠物
或需耗时四个月，依据复杂程度，价格或介于几千
制作纪念墓碑。
陈国强表示，近三至五年，每年会接到约十 元到上万元不等。
有的往生者生前热
几个为宠物订制纪念墓碑的订单，顾客包括狗及
爱音乐，钢琴、贝斯等
兔子的主人，比
通报
立体雕刻就成了墓碑的
闻！ 送
五年前增加约
独家新
20%。
一部分，有人爱名车，
9191-8727
主人通常
所以墓碑有辆“马赛
1800-8227288
会将宠物葬在
地”，也有家长用汤姆
91916194
后花园里，然
士火车造型的墓碑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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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nMinDailyNewsXinMingRiBao
后订制类似纪
往生的孩子。

为宠物制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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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碑的东西，
缅怀及纪念宠
物

 有兔子的主人，为往生的爱兔订造纪念墓碑，缅

怀宠物。（受访者提供）

1年内与4未成年少女胡搞

李耀文 报道
18岁青年在1年多内，上网与
4名未成年少女交友后，竟找借口
邀她们到他家，9次与她们胡搞。
被告许天豪（译音）面对12
项控状，包括与未成年少女发生性
关系以及共谋偷窃等罪状。他昨天
被判缓刑监视18个月，外加180小
时的社区服务。
案情显示，被告在2011年11
月至去年7月间，与4名未成年少

女胡搞，其中两人当时才12岁。
被告一贯的技俩是现在面簿与
这些未成年少女交友聊天约见面，
之后便会趁家人不在家或已熟睡，
邀这些少女到他家，并与她们胡
搞。
其中一名少女到被告家做客
时，在他的床上睡着。她在半梦半
醒间，发现被告硬趴在她身上，
企图与她发生关系。少女原本拒
绝，但后来没有反抗。 另一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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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facebook.com/
ShinMinDaily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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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则在前年12月尾，在凌晨时
分，接到被告电话，说他家人已熟
睡，要少女来他家见面。少女搭德
士与被告见面，然后在他房里胡
搞。
不仅如此，被告在前年12月
间，3次与他人在碧山第8站偷了
200多元的服饰以及日用品。
他面对12项控状，控方只以
4项提控，他被判缓刑监视18个
月，外加180小时的社区服务。

◆生命学堂：“在你一
生当中，最重要的一堂课是什
么？”通过照片展，让乐龄认
识分享内心深处的看法与感
想。
◆怀念人生：回顾自己的
人生轨迹，想象自己生命中的
遗产是什么。
◆人生的一刻：人的一
生，是以时间长短还是记忆好
坏来评定？通过这个影像装
置，看看人的身体，想要告诉
你什么样的生命故事。
◆生命旅程高低点：你的
生命中出现过哪些高低潮？它
们让你有些什么感悟？在目前
的生命旅程中，你又处于哪一

点？
◆停、歇、站：走进几个不同空
间，即咖啡店、客厅、棺木，听听不
同人的看法，想想自己对死亡的感
受。
◆这不是一具棺木：你心目中的
棺木，会是什么样的设计？
◆转转转：在生命终结时，有什
么可以让你更容易接受死亡？把看法
写在旋转轮上，让它随风流传。

游览会详情
●即日起至本周日（21日），在义顺
81街（卡迪地铁站对面）第838座前
的篮球场，时间从上午10时至晚上10
时，入场免费。
资深艺人陈澍城将在今日下午与公
众一起参观游览会，一起“讲死”。
●下周五（26日）至下周日（28
日），在大巴窑图书馆前，时间从上午
10时至晚上10时，入场免费。

康希6 人涉失信案 续审
陈绍云：2年多来不知为何被控
李耀文 报道
leeyw@sph.com.sg
城市丰收教会案续审，陈绍
云庭上说，被控至今两年多，都
还不清楚自己为何被提控。
教会财务经理陈绍云（39
岁）在完成引证后，接受周英汉
和其他被告代表律师的盘问。
陈绍云在接受陈一平律师
在盘问时，说到教会若有3万元
以上的支出的话，必须要有3名
管委会成员的签名，才能获批
准。
陈绍云说，除了她和陈
一平之外，有两名牧师以及
另一名教会职员才有签名批
准支出的权力。
律师过后问陈绍云，
教会大笔支出需要3个人
的签名，那为何只有她和
陈一平被控？
对此陈绍云没有直接回答。
她表示，教会董事会才是有
权掌管教会资金的权力，如果董
事会不批准一些指出，她一定不
会去准备那些文件。
陈绍云也说，没有人找她参
与任何有“掩饰”意图的行为，
也不知道有任何要导致教会蒙受
损失的阴谋。
陈绍云后来又说，她被控至
今已有2年多，到现在还不知道自
己为什么会被提控。

审讯进度不如预期
周六或需开庭
审讯进度跟不上预期计划，现
阶段审讯或延长至下个月2日，甚
至连周六也会开庭。
这阶段审讯原本预计这个月底
结束，不过黄玉音的律师还没开
始盘问陈绍云，而控方也表示需
要至少一周的时间来进行盘问，
因此进度极有可能跟不上原本
的安排。
对此，法官表示，审讯或延
长至下个月2日，若有必要，
甚至周六也会开庭。
陈绍云

给赛马公会
教会不租产业

青年判缓刑18个月

请今天就“Like”
！

如果死亡是一个人，你能对他说句话，你
会对他说什么？
慈善机构连氏基金和洪振茂基金联合推出
“两面之间，与死共生”游览会，通过艺术演
出及创新有趣的活动，鼓励大家一起探讨死亡
的课题，坦然面对死亡。
游览会的其中一项互动性活动是，请公众
想象死亡是一个人，写下自己想对死亡说的
话。
他们还可以拍下照片，通过面簿、推特
或Instagram，用标签#bothsidesnowsg或
#msgtodeath，放上网与世界分享。公众可以独
自进行活动，或组成小组讨论，活动的目的是
让公众用轻松的方式，思考死亡问题。
记者做了小调查，发现国人的答案，有些
显示出对死后世界的疑问，有些则以轻松的语
调，坦然面对死亡。
他们会问：“我死后可不可以回来探望亲
友？”、“我死后是否可以跟所爱的人在一
起”，也有一名少女对死后的世界充满幻想，
希望死亡把她送到“有独角兽（unicorn）的奇
妙世界”。
有些人想到死亡，才发现生命的可贵，因
此恳请死亡：“来之前先告诉我一声好吗？那
我可以好好利用在人世的最后几天。”
也有人开玩笑说，他们会告诉死亡“我现
在很忙，你晚点再来”，或者“这么快就轮到
我啊？”

游览会其他亮点

以各种轻松的方式，鼓励国人考虑生死
和临终课题。（图/联合早报）

价格可达上万
个性化墓碑受欢迎

hcsong@sph.com.sg
本地人普遍选择火化，但对雕刻
制作土葬墓碑还是有一定需求，这相
信是因本地婴儿潮期间出世的人，相
继过世。
日本媒体报道，当地有越来越多
人选择火化将骨灰撒入大海，让日本
刻墓碑的师傅感叹生意难做。不过本
地业者表示，尽管越来越多人选择火
化，但本地人对雕刻制作土葬墓碑，
还是有需求。
蔡厝港云石公司第三代负责人陈
国强（36岁）告诉本报，20年前的
情况来看，土葬及火葬的人数各占一
半，但目前，土葬的人数只占他们订
单的20%。
不过，近三至五年来，不少婴儿
潮时出世的人过世，因此还是维持了
一定的生意量。
新加坡在二战后出现婴儿潮，在
1947至1964年间有有约100万名宝宝
出世，这群人占我国人口的约30%，
这包括本地公民及永久居民。
他也披露，越来越多人在生前就
找上他们，对往生后所想要的
墓碑或骨灰瓮雕刻提出要求。
跟十多年前相比，这类顾客多
了10至15%，当中就包括年长
者或患重病的人。
但他表示，尽管有客人生
前就来给予指示，想预订，但
他们也只能记录，不能先刻或
收订金，毕竟这一般被认为是
不吉利的。
陈国强也表示，有少数
墓碑上还刻有往生者的好友名
字，足见双方真挚情谊。

陈绍云同意律师所说，新
加
坡赛马公会有意向教会租河畔
廊产业，但教会有自己的考量，不想
与赛马公会有关联，就像教会不想与
金沙有关一样。
律师庭上说，教会以每平方尺5
元的价钱，购买河畔廊产业，而赛马
公会有意向教会，以每平方尺8元的
价钱，向教会租这个产业。
律师说，这项交易虽有赚头，但
教会有自己的考量，不想与赛马公会
有关联，就像教会不想与金沙有关一
样。
对此陈绍云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