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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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个为期3天的游览会，上星期在义顺举行，

吸引2500人参观。第二个游览会，将在周五（26
日）至下周日（28日），于大巴窑图书馆前举
行。且听听在游览会，与公众一起探讨死亡课题
的两名义工，对临终课题有何启发……
文☆王翊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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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故事

吕奇峰：
“不要等病了才提起…”

死亡，让人难以启齿。他的父
母是癌症患者，却未曾与他们“谈
死”，直到他成为“两面之间，与死
共生”义工，对探讨死亡课题不再避
忌，与父亲首次谈论死亡。
吕奇峰（57岁，企业培训师）今
年担任“两面之间 ，与死共生”的义
工，与现场公众一起“谈死”，启发
他们对与死亡课题的思考。
吕奇峰透露，他的八旬父母是癌
症患者。母亲10多年前患上大肠癌，
进行第二期的化疗时，她觉得太难受
了，家人看了也难过。在这紧张时
期，没人敢问母亲的意愿。
“她已经被病魔折腾，如果还要
在这个时间问她的意愿，真的很难开
口。”
所幸吕奇峰的母亲康复良好，目
前癌症已处于缓解期。

不料父亲三年前也患上第四期前
列腺癌，目前癌细胞已受到控制。
吕奇峰说，当时若父母有何不
测，家人必会措手不及，因为事先完
全没有跟父母沟通过他们的意愿，不
知如果出事是要极力抢救，还是让他
们安详离去？
“这种课题不应该等到有人患病
了才提起。一个人健康时，就要与家
人讨论，把自己的意愿告诉家人，让
他们知道该如何处理。”
担任“两面之间，与死共生”的
义工，让吕奇峰有机会与父亲分享自
己当义工经验，自然而然就谈起关于
死亡的课题。
“父亲跟我说，如果他成为植物
人，千万不要抢救他，就让他安详
的离去。他还交代要如何处理他的骨
灰。”

没交代身后事 只会留给家人伤痛
今年57岁的吕奇峰也坦
言，不少老人觉得死了也无
所谓，事不关己，但是生前
没把身后事交代清楚只会留
给家人伤痛。
他说，一名60多岁的
单身老妇告诉他，反正她单
身，没有子女，无牵无挂，
死了也无所谓。
吕奇峰告诉这名老妇
说，即使没有结婚仍有其他
家人，若有一天她失去意
识，家人针对是否应该抢救
她还是让她安详去世存有意
见分歧，该怎么办？
他说，这名老妇听了沉

难以启齿的
生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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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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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不语，没有理他。
吕奇峰说，很多人以
为死了就一了百了，
但是这是不正确的想
法，因为仍会给家
人带来伤痛，留下
很多问号。
他说，另外
一名乐龄人士与
他分享，她的孩子
是信主的，自己则
信佛，不知去世时
孩子会为她进行什
么仪式，可见生前交
代好一切后事的重要
性。

图☆陈佩敏

她的故事

郑伊雯：
“多聆听父母说话…”

郑伊雯是邱德拔医院预先护理
计划执行员，因工作性质与死亡息
息相关，决定加入“两面之间，与
死共生”的义工团队，结果也在过
程中有所启发，意识到自己总是忙
忙忙，应停下脚步聆听父母说话。
郑伊雯（24岁）说，她的工
作是向公众及病患解释什么是预先
护理计划，让他们清楚表明本身意
愿，例如想在哪里过世、病情进入
末期时希望得到怎样的照料。
她日前也到访乐龄活动中心，
在老人家观看了木偶表演“风回来
了”后，与他们一起谈论死亡课
题。
她说，“风回来了”是从一只
流浪猫的角度，展现一对老夫妻如

死

不只是公事公办
除了个人的启发，郑伊雯说担
任这次活动的义工后，也让她领悟
到若要人们谈论死亡，要打从心底
与受众建立关系，不只是公事公
办。
她非常欣赏主办单位如何以艺
术方式，将死亡这么一个沉重的课
题以富有艺术感又有趣的
活动呈现，婉转的引
导公众谈论这个
课题。
“如果

何挣扎面对生命抉择。故事讲述的
是一名阿公发现自己患癌症，他担
心有失智症的老妻无人照顾，便拨
电交代儿子看好母亲。儿子接听电
话后说自己忙碌，阿公便没有再说
下去。
她指出，不少老年人观看了这
一幕后都有所感触，他们总是觉
得不要麻烦人，“可以做就自己
做”。
这也让郑伊雯也有所启发。她
说：“我是年轻人，工作忙绿，没
有时间停下脚步听听父母到底要说
些什么。我觉得不应该忽略身边的
家人，要多问，多听，不要到最后
留下遗憾。”

应注重别人感受
就直接谈论这个话题没有人要听，
我们可通过不同的活动鼓励人们来
讨论，加入预先护理计划。”
她指出，单单公事公办，只想
到工作流程和现在才领悟到这种涉
及人们生活与护理的课题，也要注
重他们的感受，打动他们的心，需
要人情味（human touch）。
“我们在医院工作的，可能太
过理性了，只懂得如何有效率的执
行计划，但没想到要如何与人互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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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一生过得如何？

你准备好了吗？

雅浍:
“我要活得充实些，
让生命有很多高点…”
公众反思人生旅程的高低
点，有阿公的高点是首次抱到
孙子，有母亲的低点是眼见爱
女出国留学与她分离。
在“两面之间 – 与死共
生”的游览会中，包括“生命
旅程高低点”一站，让公众反
思人生的高低点，回溯人生，
庆祝生命。
雅浍（67岁，家庭主妇）
认为，生死有命，一向对死没
有忌讳，甚至还已购买了丈夫
和她的灵位。
她认为，这样的活动很有
意义，而“生命旅程高低点”
这站更是让她回想起一生，鞭
策她要活得充实些，让生命有
很多高点。
雅浍说，她的人生低点是
送女儿出国留学，当时对她十

Fred :“我第一次抱孙，
是我人生的巅峰…”
分依依不舍，人生高点则是看
到三个孩子都成家，每个周末
回家与她吃饭。
另外一名公众Fred(74
岁，退休）带着孙女前来游览
会，并表示人生的高点离不开
对家人的爱，第一次抱着孙子
和孙女都是人生的巅峰，而膝
盖疼痛无法再打羽毛球则是我
生命的一个低点。
“每个人对生命有不同的
诠释，无法打羽毛球听起来只
是小事情，但对我来说却是很
重要。”

张建安:
“死并不可怕，
关键
在于在世时要把握人生…”

叶女士：
“我离世后，
王声辉：
“我要孩子
永远记得我的话…” 希望家庭维持和谐…”

你可否想过，若有一天离
世了，身旁的亲友会如何怀念
你？会想念你的善良，还是想
念你的幽默？而你又要亲友如
何记得你呢？
在“怀念人生”一站，不
少公众就在彩色纸上写下希望
自己死后所留下的生命遗产。
王声辉（54岁，待业）就
写下对儿子的期许，“希望我
的孩子永远记得我的话，做好
人，不要做坏人。”
他说，本身是信佛的，觉
得在世一定要做好事。他指

游览会的亮点

第二场“两面之间，与死共生”游览会将在星期五（26日）至星期天（28日），于大巴窑图书馆前举行。
时间从上午10时至晚上10时，入场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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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对话：各阶层受邀嘉宾，现场分享他们对死

亡的看法。
◆ 木偶表演《风回家了》：从一只流浪猫的角
度，展现一对老夫妻如何挣扎面对生命抉择。
演出以华语为媒介语。
◆ 论坛剧场《出口》：在这个互动式表演里，
两家人正面对疾病及死亡。欢迎公众加入，改
变这出戏的结局。
◆ 社区对话：欢迎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死亡的
课题。

若死亡是一个人，有公众
想说“请离开！”，“我还没
有准备好！”，也有公众说
“请对我温柔一点，在我睡觉
时才把我带走。”
一般人活着的时候都没有
想过死亡，在“想对死亡说些
话”一站，就让公众假设死神
是个人，询问公众碰到他时会
说什么。
张建安（58岁，洗碗人
员）认为，有生就有死，死并
不可怕，关键在于在世时要把
握人生。
他说，若死亡是个人，会
对他说，早以做好心理准备，
毕竟只要平时活得开心，也就
会死得安详。
出，参与这个活动，让他意识
到在世时不要浪费时光，要在
别人心中留下烙印，死后才有
人怀念，不要白过人生。
叶女士（72岁）则说，
一直以来都是名家庭主妇，希
望全家和和气气，因此离世后
希望大家记得维持家庭和谐，
想到她生前所提倡的家和万事
兴。
所以她写下：“我希望儿
女们会记得好好把家庭儿女照
顾好，切记切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