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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岁的蔡莲青看着
白底蓝花，“青花瓷”风
格的棺材，微笑着说：
“到时，我可以安心地走
了。”
　　棺材上绘着玫瑰、蝴
蝶、鸟儿、小鹿，一名身
着娘惹装的年轻女子在做
针线，脸上表情平和安
宁。
　　这是蔡莲青为自己
“量身定做”的棺材，
“我并不害怕谈论我的最
终离去。能够决定我的棺
材样式并在逝世前看到
它，这很有意义。”
　　身为土生华人的她平
静地说：“当神召唤我
时，我做好离去的准备。
我想穿着合身的卡峇雅
（Kebaya）离去。”
　　蔡莲青的心愿在本
地慈善机构连氏基金会
（Lien Foundation）和
她现在居住的圣若瑟护
理之家（St Joseph’s 
Home and Hospice）的
帮助下，得以实现。
　　向来提倡重视“有
生之年”（Life Before 
Death）的连氏基金会发
起“快乐棺材”的倡议，
旨在引发积极的“死亡对
话”，让人们和所爱的人
有更好的沟通，并珍惜和
认识离世前的生命。
　　连氏基金会和本地艺
术创作社团FARM合作，
邀请三名设计师为圣若瑟
护理之家的三名老人设计
棺材。    
　　连氏基金会总裁李宝
华说：“‘快乐棺材’应
是最后一个家庭活动，通
过设计自己理想的棺材，
开启与家人之间有意义、
有目的的交流。”
　　他说，临终前让家人
知道你想要什么，不想要
什么，对家人来说是一份
“礼物”，设计自己的棺

材也能充分体现个人风
格，自己决定留在他人记
忆中的方式。
　　他说：“‘快乐棺
材’可能在修辞上看似矛
盾，但它表达了我们的使
命，我们要把棺材从极端
消极的死亡象征，转变成
一块用来表达生命、鼓舞
生命和欢庆有生之年的画
布。”
　　圣若瑟护理之家院长
陈瑞云修女是提出这个富
有创意想法的人，她之前
在澳洲出席会议时，看到

类似的活动，便想通过这
种方式跟在护理之家度过
人生最后阶段的老人谈论
死亡课题。
　　她说，人们很难控制
对死亡的恐惧，“快乐棺
材”并不是要把悲伤的死
亡变成快乐的事情，而是
让它成为人们谈论生前快
乐的事和为死亡做准备的
平台。
　　她说，在和老人家讨
论设计棺材的过程中，她
们一起笑过、一起哭过，
之间有很多互动，这个过

程是对老人家的一种尊
敬。

一副“快乐棺材”
价格1500元
　　李宝华说，他们所使
用的棺材是普通的白色
棺木，价格约1000元，
印刷彩色设计贴纸约500
元，如果不算设计费用，
一副“快乐棺材”的价格
是1500元。
　　新加坡寿板店葬礼总
监何鸿材说，自己安排身
后事在欧洲和日本已经很
流行，但在本地还很新，
在他的顾客当中，只有约
10%这么做。
　　他鼓励人们主动为身
后事做打算，因为这为活
着的人减轻很多经济和精
神负担。他举例说，如果

丈夫突然去世，一时间，
妻子要承担所有的家庭责
任，同时还要为丈夫的身
后事做决定，这对她来说
很残忍。
　　“快乐棺材”活动也
邀请世界各地的艺术工作
者参加设计比赛，比赛共
收到来自37个国家的733
份创作，其中超过75%
的参赛者为自己设计棺
材。
　　不少设计富有创意，
颠覆了人们对死亡的传统
定义，例如把棺材设计成
通向天堂的快递邮包、一
块自己最喜爱的巧克力、
让家人留言的便签板，甚
至是广告空间，这些诙谐
幽默的设计，应该会让出
席葬礼的人破涕为笑。

自己定做棺材   快乐告别人世 

圣若瑟护理之家的三名老人蔡莲青（左）、玛德莲（中）和凯蒂（右）对本地设计师为她们设计的“快
乐棺材”感到满意。 （周国威摄）

　　（伦敦综合电）英国
第二季的经济环比增长了
1.2%，是九年来的最快
增长步伐。同时，英国9
月份的零售销售指数也上
升到六年来的最高水平。
　　英国国家统计局昨
天公布的第三次，也是
最后一次的预估数据，
与当局上个月公布的数
字 一 样 ， 证 实 了 英 国 4

月至6月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出现2001年
第一季度以来的最大增
幅。
　　同时，如果与去年同
期相比，英国经济在第二
季增长了1.7%，这也与
早前的预估数字一样。环
比和年比数字都符合市场
预期。
　　不过，尽管英国经济
表现传来好消息，但市场
人士却日益担心，政府削
减开支和提高税率，可能
对未来的经济带来冲击。
　　IHS Global Insight经
济师阿彻说：“第二季度
的增长明显是难以持续
的，因为面对严重的逆
风情况，当中包括财政政
策紧缩、市场环境持续严
峻、全球经济增长放缓，
以及消费者面对压力。”
　　刚在5月上台的英国
联合政府希望通过大幅削
减政府开支，来大幅降低
财政赤字。当局即将在
10月20日公布综合性的
开支检讨报告，预料到时
将宣布大规模的削减开支
措施。

国际货币基金支持
英国削减赤字政策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周
一支持英国政府的削减赤
字政策，形容这些大刀阔
斧和激进的措施为“降低
债务的必要武器”。
　　该组织也认为，英国
经济“正在好转”，但该
组织还是把英国明年的经
济增长预测，从早前估计
的2.1%，降低至2.0%。
　　由保守党领袖卡梅伦
领导的保守党—自由民主
党联合政府，继承了前一
任工党政府所留下来的
1547亿英镑（约3239亿
新元）创纪录赤字。
　　国家统计局昨天也

说，英国经济去年的萎缩
幅度比预期还要严重，
全年出现5%的负增长，
而 不 是 早 期 预 估 的 负
4.9%。
　　安永统计俱乐部的资
深经济师古德温说：“整
体来说该发布没有影响我
们对经济前景的看法。”
　　他说：“下半年的
增长预料会放缓，但我
们与双谷衰退还有一段距
离。”
　　另一方面，英国工业
联合会（CBI）发布的另
一份报告显示，9月份英
国零售销售指数上升至6
年多以来的最高水平，那
是因为消费者花钱购买新
衣、新鞋和家具。
　 　 报 告 显 示 ， 9 月 零
售销售差值为正49，创
2004年5月以来最高；8
月为正35。分析师原本
预估9月数据为正25。
　　英国工业联合会称，
9月销售强劲上升得益于
8月节假日购物活动。
　　工业联合会首席经济
顾问麦卡弗蒂说：“零售
商预期下个月的销售额还
将继续上升，而在1月到
来前，相信销售额会因为
消费者希望在增值税上调
前购物而有所上升。”
　　不过，麦卡弗蒂也
指出：“实得工资的前
景不佳，意味着2011年
消费者支出可能会受到约
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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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英国经济表现传来好消息，但
市场人士却日益担心，政府削减开
支和提高税率，可能对未来的经济
带来冲击。

向来提倡重视“有生之年”的连氏基金
会发起“快乐棺材”的倡议，旨在引发
积极的“死亡对话”，让人们和所爱的
人有更好的沟通，并珍惜和认识离世前
的生命。

　 　 国 会 秘 书 长 宣
布，国会将在10月18
日（星期一）下午1
时30分复会。

国会下月
18日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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