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报》读者陈春安在5月20日言论
版为文替蔡澜解围，说很多人误解了蔡的
说话，说不能体会蔡的“弦外之音”，还
说这是“文学语言”，看来，我们这些市
井小民，只能听得懂下里巴人。
　　陈读者尝试将蔡的说话作一厢请愿的
解读，那也是他一家之言，我的直觉反应
是蔡是不是口味太挑了，不合他乡情口味
的，就是不好吃，他怀念的新加坡小而安
静，还有马来人的甘榜，是不是希望新加
坡还停滞在乡村水平？而他却长年留恋在
纸醉金迷的香港！
　　说到贡献，当我们提到许多香港影视
工作者在新加坡发展，都说他们对新加坡
的影视事业作出贡献，有说他们对香港作
出贡献的吗？蔡长居香港发展，不论他出
了多少书卖回新加坡，不论他主持了多少

美食节目，也不论他制作了多少电影发行
全球，那只能说他才华横溢，的确了不
起，荷包也满满，要说这样就对新加坡作
出了贡献，就有点牵强附会了，至少比起
他姐蔡亮、他弟蔡萱，他就不够格！
　　　　　　　　                 ——徐希水

小贩不少，谋生不易

　　晚报报道：李总理鼓励国人当熟食小
贩。面友：保留小贩美食，让它得以传
承。之前维文部长也提到：建造新的小贩
中心不难，难的是这个行业缺少新人，以
致老一辈小贩退休后，独门厨艺和美食秘
方失传。
　　说实在的，新加坡的小贩人数已经不
少了，不是吗？大家来看看，除了小贩中
心，所有的购物中心内的食阁、咖啡店、

各类小食店，都有不少摊位让小贩营业。
　　这些小贩当中，许多都卖重复的食
品，只不过某些小贩调制了好味道的食
材，所以才有所谓秘方的出现。
　　当小贩很辛苦，不想当小贩的人，除
了辛苦之外，周末、假期不能与家人出外
旅游，没病假、没年假，都是他们裹足不
前的原因。
　　当局越建越多小贩中心，咖啡店也很
容易取得执照，还有购物中心的食阁，这
么多的地点都能用餐，僧多粥少，营业额
不一定理想；人潮、环境和租金肯定要考
虑，下雨天浸水、排水管堵塞问题、小鸟
为患、清洁费的提高，都是不能忽略的。
　　这现今利字当头的环境下，当小贩真
不容易。                      
                                                ——罗芷芳

蔡澜对新加坡有贡献吗？
　　曾经共一套衣服，同一条棉被的老
友，从淡滨尼驾到文礼。远道而来，当然
不只是找我喝咖啡那么简单。
　　果如所料，神色似黄叶秋风般苍凉的
老友，是为身后事而来，为立遗嘱请我帮
他介绍个好律师而来。

　　　 以前心疼，现在心痛
　　老友育有两男一女，长子已婚，月入
斗金；次女未嫁，深沉孝顺；幼子平平，
当娶未娶。
　　一家本和乐，惟去年中老伴一走，问
题就来──幼子硬要老爸将几百万的老屋

转让他名下，次女也像白娘娘饮
了雄黄酒般现出原形，时不时便
随风起舞；一向“万花丛里过，
片叶不沾身”的大儿子，竟也想
要分一杯羹。
　　这情这势，不禁让老友联想
到董卓进京，项庄舞剑，司马昭
之心。这儿这女，以前是叫人心
疼，现在是令人心痛，窝心长大
后换成是寒心。

作好遗嘱，交代后事
　　悲莫大于心死。重资财、薄
父母的儿女，已无亲情可言，怎
不令老友心灰意冷？为免兄弟阋
墙，姐弟反目，家丑外扬，老友
痛下决心，决定将遗产悉数捐献
慈善机关。

　　“子孙胜于我，留钱做什么？子孙不
如我，留钱做什么？老友一边套出林则徐
的名言，一边抽出遗书，拜托我为他统办
后事。我叔叔开棺材店，这事倒不难。
　　摊开遗书，遗愿是：“不必停柩，一
切从简，无须诵经超度，直接火化后海
葬。”
　　─字─情─血─泪─惘然，天若有
情，亦有憾焉。
　　古人云：“遗子满籯金，何如教子一
经。”
　　诚然，子女不肖，为人父母者，岂
能 辞 其 责
乎 ？ 古 人
之 言 ， 今
人 当 引 以
为戒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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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氏基金委托会计师事务
所毕马威（KPMG）完成一份
长期年长者护理报告，洋洋洒
洒列举10项落实有效长期护理
的必要条件。

好的研究是“深入浅出”

　　有关长者护理的报告已经
是汗牛充栋，有时难免质疑：
到底研究和实践有什么关系。
对我而言，好的研究是“深入
浅出”，把深奥的学问通过浅
白的描述让人看得懂；而“白
象研究”则是极尽深奥之能
事，把知识“由浅化深”，让
人只能感叹：“好Chim 啊！”
　　还好，连氏基金的这份报
告属于前者，而且精确地点
出本地长者护理的现状：长者
护理的系统、方针和组织呈现
松散零星（Fragmented）的
状况。换言之，就是“各做各
的”，缺乏合作和协调。
　　医疗体制和社区看顾体制
两者之间长时间以来隔着大鸿

沟，医疗体制发现长者病患回
到家里，在社区无法得到妥善
照料，社会工作体制则卡在无
法跟进医药专业这一块。这些
年不是没有看到这个“体制盲
点”，但喊了好几年的“综合
护理”（Integrated-Care），
跨学科合作（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结果还是原
地踏步，进展迟缓。

零星松散症结在哪里？

　　到底零星松散的症结在哪
里呢？
　　新闻报道了一名专家的见
解：本地太多非政府慈善组
织，各自为政，应该整合，建
立统一体制。
　　荒谬！这种所谓的“专
家”真的令人乍舌。一方面反
映了他对“在地养老”框架下
的长者护理只有片面的了解，
更严重的是这种对“非政府慈
善组织”的无知和歧视性的认
知令人扼腕！ 

社区服务是底层辅助?

　　民间慈善组织本来就是自
发性，原生性的大小不一，宗
旨不同的“基层”体制。其组
织性看似松散，实则是其多元
性，富有个性的生命力。
　　如果卫生部为了“整合”
医疗和社区体制，硬把这些
民间组织塞进所谓的“综合体
制”，那就只是避重就轻，缘
木求鱼的官僚做法罢了。其结
果就是扼杀了社区宝贵的自主
生命力，只剩空洞的“高效率
行政体制”，无法根本性的
“融合”两个体制的特质和优
点。
　　几年前我们曾经尝试和某
医疗机构合作，训练一批社
区的年长者义工，定期探访关
怀区内的失智症和抑郁症的长
者。原本我们计划把医生的专
业知识，编成适合乐龄人士的
“体验式”学习课程，怎知医
院告知我们医生反对，经过几

摊开遗书，─字─情─血─泪─惘然，天
若有情，亦有憾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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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明德
·社会工作者

番争取后，医生“妥协”，但也
只容许社工带领乐龄义工“破冰
游戏”。
　　这个经验再次告诉我医疗
和社区长者看顾体制，根本性
的缺乏互信，更谈不上“专业
尊重”。医疗体系的专业人士
看待所谓的“社区工作，社会
工作”，还是存在着“我们是 
rocket science（火箭科学，指高
端科技），社区服务只是底层的
‘好心’辅助。”

互信互补互助
才是整合新思维

　　平心而论，社区的社会工作
领域的确有必要大幅度建设器能
和提升专业能力。但如果医疗体
制和社区看顾体制还是停留在偏
见、甚至歧视的旧思维，那任何
的整合也只不过是形式上的。更
糟糕的结果是，在整合体制下，
社区看顾变成长者护理体系中辅
助性的“Allied Services”，那真
是社区长者看顾专业最不想看到
的局面。
　　互信，互补，互助，才是整
合的新思维。

如果医疗体制和社区看顾体制
还是停留在偏见、甚至歧视的
旧思维，那任何的整合也只不
过是形式上的。

社工·医疗·整合·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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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嘴  Box
·陈汉豹　

担心55年正宗粿条面失传，宏
茂桥10道453A座崇文熟食中心
的粿条面摊主女儿，打算放弃
保险工作，继承父业。图为老
板娘林女士表示，摊位平日可
卖出约300碗粿条面。
　　（新闻见5月17日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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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白山人参野生资源恢复工程第
三次人参种子撒播活动在长春举行。
工作人员展示手中即将航空播撒的野
生人参良种。政府与药业公司共同推
动3年计划，将9吨的优质人参种子撒
入长白山，40或50年之后，长白山野
生人参的数量将达到一定规模。
　　　　　　　　　（中新社传真）

“中国菜”

播种人参

　　广西柳州奇石交易中心开盘。30
种石种20万件大化石、大湾石、彩陶
石、乌江石参加公盘交易。图为色香
味俱全的“中国菜”奇石精品摆满一
桌，逼真程度让人称奇。
　　　　　　　　　（中新社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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