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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初，南澳奥克登养⽼院
爆出虐待⽼⼈的丑闻。2018年9
⽉16⽇，澳⼤利亚总理斯科特 ·
莫⾥森（Scott Morrison）宣
布成⽴皇家委员会，专⻔处理⽼

年护理⾏业的质量和安全问题。

 
皇家委员会是在君主⽴宪制的国

家⾥就调查某⼀问题⽽成⽴的临

时公共问讯机构，它的权利甚⾄

⾼于法官。在澳⼤利亚的政府体

系中，这是对公众重要性问题进

⾏调查的最⾼形式。

 
皇家委员作为⼀个中⽴的调查机

构，有权利对所有养⽼机构进⾏

服务质量、服务⼈员以及服务收

费等项⽬进⾏调查，可以要求养

⽼机构提交相关⽂件、财务报

表、服务⼈员名单及背景等。

皇家委员会作为⼀个⽆政党背景

的调查机构，能为两党提供更为

实质性和建设性的意⻅。

 
今年2⽉11⽇皇家委员会在阿德
莱德举⾏的⾸次听证会上，协助

调查的律师彼得 ·格雷（Peter
Gray）表⽰，过去30年来，澳
⼤利亚的养⽼系统过于复杂，常

常局部地解决问题，⽽不是着眼

于改⾰整个系统。虽然养⽼体系

已接受过多次调查和审查，但范

围有限，⽆法解决更⼤的问题。

养⽼⾏业的系统性问题可能导致

⼤量⽼年⼈被迫住进医院，给已

经捉襟⻅肘的公共卫⽣系统造成

重⼤负担。

 
皇家委员会的调查将持续18个⽉

皇家委员会调查中，养老行业将如何变革？
稿/快乐生活居家养老

，这将导致200亿澳元的养⽼⾏
业发⽣重⼤变⾰。在居家养⽼津

贴Home Care Packages的发
放⽅⾯，快乐⽣活居家养⽼总裁

迈 克 尔 · 阿 真 特 （ Michael
Argent）预测，等待津贴下发的
排队时间将会被缩短。

 
截⽌⾄今年 6⽉ 30⽇，已经有
125,117⼈正在使⽤居家养⽼津
贴，但同时依然有119,524⼈还在
等待批准。第2，第3和第4级津贴
的正式等待时间仍超过12个⽉，
实际上等待时间通常超过 18个
⽉。⻓时间的等待会让⻓者的⽣

活困难不能在短时间内进⾏改

善，导致的结果很可能是更多的

⽼⼈将住进养⽼院。

 
在澳⼤利亚，⽼年护理的⼤部分

资⾦来⾃政府，2016到17财年，
整个系统的政府直接⽀出约为170
亿澳元，其中120亿澳元流向了养
 

⽼院。政府为了管制养⽼院不受

节制的增⻓，提⾼居家养⽼的⽐

例，缩短津贴的等待时间可以说

是势在必⾏。

 
澳洲⽼年⼈权益倡导组织⽼年委

员会（COTA Australia）在今
年9⽉18⽇公布了⽬前等待居家养
⽼津贴的⼈数⾸次出现了下降的

趋势，但表⽰等待时间依然过

⻓。⾸席执⾏官伊恩 ·耶茨（ Ian
Yates）先⽣表⽰，⽼年委员会呼
吁在12⽉能批准更多的居家养⽼
津贴，并发布新的时间表，以确

保没有⼈为了得到津贴需要忍受

超过三个⽉的等待。

 
澳洲卫⽣部告诉皇家养⽼⾦委员

会，为了将等待时间缩短⾄三个

⽉，每年需要花费20亿⾄25亿澳
元的开销。但耶茨表⽰，如果政

府最终采取⾏动，这个数字将会

低于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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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生活Tina专访：是工作，更是使命
稿/《看中国》 

快乐⽣活Happy Living是⼀家“以⼈为本”的居家
养⽼津贴管理公司。公司总裁Michael注意到这个
⾏业的⾼额收费，决⼼为⽼⼈做点实事，因此创⽴

了这家公司。他希望每位⽼⼈都能够以公平合理的

价格，享⽤到优质的⽼龄护理服务。随着华⼈在澳

洲养⽼的需求与⽇俱增，Michael扩展了快乐⽣活
中⽂部，⽽Tina作为中⽂部经理，本着对⽼⼈负
责的态度，也全⼼全意把服务落到实处。

 
纯粹的团队理念

创始⼈Michael说：“钱从来都不是我的⽬标，我
不喜欢豪华跑⻋，也不想上富豪榜。我就是想要为

⽼⼈的⽣活带来改变。看着他们饱经沧桑的脸，倾

听他们的⼼⾥话。”Tina表⽰被Michael的经营理
念所打动，⾃⼰也努⼒朝着这个⽅向为⽼⼈服务。

 
快乐⽣活的理念⼀是“低⾄13%的基⾦管理费率，绝
⽆任何隐藏费⽤”。Tina告诉记者，Michael明确
指出13%的管理费就可以使公司正常运营，不想为
了赚钱压榨⽼⼈。Tina表⽰，快乐⽣活去掉所有
附加费⽤，包括政府允许收取的每天10澳元⽇管理
费，全部留给⽼⼈⾃⽤。

 
理念⼆是“⽀付更少费⽤，享受更多服务”。在政府
允许的范围内，只要能够帮助⽼⼈，快乐⽣活会竭

尽全⼒，提供尽可能多的服务种类。

 
服务涵盖多元⽂化群体

随着多元⽂化族群在澳⼈数的增多，Michael体会
到，这类群体的⽼⼈也同样需要受到关怀。Tina
称，快乐⽣活雇⽤了众多华⼈员⼯，就是希望能为

本地华⼈在澳养⽼提供更加贴⼼的服务。她告诉记

者，快乐⽣活中⽂部有可以讲各地⽅⾔的员⼯，让

那些习惯讲⽅⾔的⽼⼈感觉更加熟悉。团队成员和

⽼⼈们有着相似的⽂化背景，更能体会到⽼年朋友

的思维习惯，所做的服务就更能符合⽼⼈的需求。

 
Tina⾃豪地表⽰： “在全澳范围内，不限地域，各
种中⽂群体，包括⽅⾔群体，快乐⽣活团队都可以

为⻓者提供需要的服务。这样看来，还能促进当地

的就业，为当地的社区服务作出贡献。”
 
分阶段、多层次的服务

那么快乐⽣活会为⽼⼈提供哪些管理服务呢？

Tina向记者介绍了快乐⽣活的服务体系。

1、咨询顾问
快乐⽣活的咨询顾问会就申请津贴流程、是否符合

条件等问题为⽼⼈进⾏解答。有的⽼⼈已经获得了

津贴，但是在⽬前的管理机构并不开⼼，没有得到

应有的服务对待，咨询顾问会对⽐不同机构和各种

管理类型的优劣，帮助⽼⼈做出更好的选择。

 
2、护理团队
护理团队主要是针对已经成为会员的⽼⼈，让他们

可以更好地⾃主管理居家养⽼津贴。⽐如说对账单

的解释说明，解答找护⼯等⽅⾯的问题以及提供后

期的协调服务等。Tina表⽰，快乐⽣活团队每周
⼀⾄周五上午9点⾄下午5点都有专⼈接听电话，⽼
⼈有任何需要，随时拨打电话，快乐⽣活办事绝不

拖泥带⽔。

 
3、活动部⻔
Tina说： “⼀个真⼼实意为⽼⼈办事的机构，不能
只帮⽼⼈省钱，还要给予⽼⼈⾜够的陪伴和关

怀。” Tina举例对记者说明，上个⽉在Box Hill
举办的⼤型中秋⽂艺演出活动吸引了500⼈参加；
上周组织了 150位⽼⼈⼀起观看《我和我的祖
国》，结束后有⽼⼈激动地告诉⼯作⼈员，这是⾃

⼰在澳洲第⼀次来电影院。接下来还有⾃助餐、郊

游等更多活动，⽬的是提供给⻓者朋友社区交流的

机会，让⼤家可以相互结识，获得陪伴。

 
快乐⽣活⽉刊

《快乐·⽉刊》第⼀期已经分批寄送完成，Tina告
诉记者，想要为⻓者朋友的书法、绘画、摄影、写

作等艺术作品提供⼀个展⽰平台。不论是否快乐⽣

活的会员，不论是否达到申请津贴的年龄，⼤家都

可以尽情展⽰⾃⼰的才华。

 
记者好奇这彩印的经费如何负担？Tina表⽰，这
是团队对⽼⼈的⼼意，公司⼤⼒⽀持，快乐⽣活完

全⾃⾏出资打印，绝不从⽼⼈的津贴中拿⾛⼀分

钱。⽽且就⽬前⽽⾔，也不会在⽉刊中植⼊任何的

商业⼴告，⼒求带给⽼⼈们纯粹的阅读享受。⽉刊

中的投稿作品还会依照评选标准依次颁奖，为得奖

的⽼⼈发放奖状和⼩礼物。

 
是⼯作，更是使命

Tina说，这不仅仅是⼀份⼯作，⽽更像是⼀种使
命。能够帮助⻓者朋友改善他们的⽣活，是⾮常有

意义的事情。她表⽰，希望在⾃⼰年⽼后，也可以

像快乐⽣活的⻓者⼀样，活得如此精彩！

快乐生活·快乐月刊

快乐生活·快乐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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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澳洲的养老生活，并不比年轻人差
稿/澳森教育服务中心 

较容易能记住。另外的话，课程

⾥还安排了情境对话，这对我们

来说就⽐较实⽤了，可以直接⽤

到⽣活中，也⽐较容易坚持。

 
在澳洲体验不⼀样的⽣活

 
澳洲是⼀个⾮常适合居住⽣活的

国家，⾸先吃的很放⼼，买菜吃

饭从来没有担⼼过。另外，空⽓

质量也⽐国内好。在国内的时

候，三天两头就有雾霾，想出⻔

也不敢出去，现在我天天都喜欢

出⻔遛弯，到公园转⼀转。

 
不过也还是有不适应的地⽅。之

前在国内，中国⼈重⼈情世故，

没事喜欢出来寒暄两句，⻅⻅⾯

吃吃饭，到这⾥就不⾏了。我们

家附近的华⼈其实不算多，很多

⼈⽩天还要上班，所以平⽇⾥的

这种社交活动对我们来说也算是

挺难得的。所以说每周学英语，

和来⾃国内，年纪相仿的同胞聚

⼀聚，聊聊天都还挺开⼼的。

 
对养⽼⽣活的规划

 
每天在家看看电视，出⻔散散

步，到了周五去重新体验“学⽣
⽣活”，这也算是⼀种新型的养
⽼⽣活。再过⼏年，朋友亲戚都

退休了，也能⼀起过来聚聚，享

受⼀下澳洲的宁静⽣活。

 
像我这个年纪，⼉⼥都在澳洲定

居，想要过来这边⽣活的话，⾸

先要做的就是要对⽣活有⼀个规

划。然后要勇于⾛出家⻔，多和

⼤家打交道，像学习学习英语就

挺好的。然后呢要有⼀个好的⼼

态，⼼态决定⼀切。⼈到⽼年，

能够多体验⼀种⽣活其实挺好

的，年纪都不是问题，肯定可以

慢慢习惯的！

秦先⽣是跟随孩⼦到澳洲定居

的。对于许多新移⺠来说，最担

⼼的莫过于⽗⺟能否在澳洲过得

习惯，过得开⼼。那么秦先⽣是

怎么说的呢？

 
为什么来澳洲？

 
我不是第⼀次来澳洲了。2012
年来过⼀次，去年⼜断断续续在

这⾥住了⼩半年，今年六⽉起，

我便以探亲签证过来住在孩⼦家

⾥。

 
原本在国内机关⼯作时，没有想

过⾃⼰会出国。现在孩⼦出了

国，问我要不要来澳洲时，我才

开始考虑这个问题。

 
我们这⼀代⼤多只有⼀个⼩孩，

退休之前没有多⼤感觉，现在闲

下来了还是想多陪陪孩⼦，这是

我决定过来的关键原因。

 
在澳洲，我第⼀次上了英语课

 
来之前担⼼出⻔⽆法交流，跟邻

居没有话说，其实来了以后我觉

居没有话说，其实来了以后我觉

得挺适应的。⼤家住在⼀个社

区，华⼈之间会相互照应，给了

我们这些新来的居⺠很多帮助。

我和太太刚来澳洲不久，我们社

区的华⼈组织就给⼤家组织了英

语学习。原本想着过来就是享受

退休⽣活的，结果应了“活到⽼
学到⽼”这句古话，像我和我太
太这种从来没有学过英语，⼜⼀

把年纪的⼈，竟然开始学习英语

了。

 
去到班上⼀看，发现全是像我们

这样六⼗多岁从国内刚来的⼈，

我觉得整个氛围还挺轻松的，感

觉像国内的⽼年⼤学。其实我们

年纪上来了，记忆⼒不⾏，⼜从

来没接触过英语，去学英语还是

有些吃⼒的，但能记住⼀些简单

的单词，⼀些简单的会话还是不

错。

 
我觉得这样的英语学习还挺有意

思的，所谓寓教于乐，每天上课

的安排都特别丰富，像是唱歌

啊，跳舞啊，把英⽂单词和会话

都融进去，这样对我们来说也⽐



悉尼华人区惊现“祈福党”，
专骗老人妇女！

最近就有多名华⼈同胞中招，再

已经接到的案件中，两名讲普通

语和粤语的⼥性借以询问当地的

⼀位所谓华⼈神医的由头来接近

受害者，随后第三名⼥性会假装

是神医的家⼈，趁机加⼊对话。

他们利⽤受害⼈的迷信和对家⼈

的关⼼，说服受害⼈交出⼤量的

现⾦和珠宝⾸饰作为祈福改运的

物品。在神医作完法后，受害⼈

就能取回现⾦和珠宝⾸饰。但当

受害⼈回家后打开包，却发现现

⾦和珠宝⾸饰物变成了废纸，此

时才知道⾃⼰被骗。

 
现在，警察局已收到了多个类似

的报案，作案的⾄少有3⼈。 警
⽅⿎励知情⺠众或受害者⽴即联

系当地的警局，或致电 131444
报案，也可拨打灭罪热线1800
333 000向警⽅提供线索。所
以，华⼈同胞们要记得提⾼警

惕，不要相信什么所谓的 “神
医 ”和 “祈福 ”，⼀定要檫亮双
眼，同时也要叮嘱⾃⼰的家⼈：

遇到此类⼈迅速远离！避免上当

受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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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微悉尼 

Auburn
Parramatta
Chatswood
Hornsby Shire
Hurstville

最近在悉尼各区，“祈福党” 犯罪
团伙⼜卷⼟重来。这些⾃称

能“祈福” 或 “驱⻤” 的骗⼦正在
华⼈社区出没，寻找华裔⽼⼈或

⼥性下⼿。出没的地区包括：

 
不少华⼈同胞相继中招。

 
有些⼩伙伴可能还不知道，“祈
福党” 到底是什么，下⾯⼩编就
来为⼤家解释⼀下：“祈福党” 其
实是⼀类诈骗犯的别称。他们的

招数都⼤同⼩异，他们通常以为

你消灾、祈福、延寿为名，三⾄

四名骗⼦⼀起互相配合，向某个

⼈许诺，如果把现⾦和贵重物品

放进祈福袋，就可免灾除去厄

运。这些骗⼦会⼀起设法分散受

害⼈的注意，趁机将袋⼦中的贵

重物品进⾏掉换，骗⾛这些财

物。骗徒还会告诉事主，短期内

不可打开“祈福袋”。

快乐⽣活是澳洲第⼀家仅提供⾃

主管理模式的居家养⽼津贴管理

机构，在⽼龄护理⾏业已有超过

30年的经验，收取13%的固定费
率，此外没有任何其它附加费⽤

和隐藏费⽤。

 
快乐⽣活的⽤⼾可以⾃由地选择

合适的服务商直接沟通，避免了

第三⽅管理机构在中间传达信息

的⿇烦和赚取差价的可能。

 
快乐⽣活在遵守政府规定的前提

下，尽可能多地提供⽤⼾需要的

服务种类，让⽤⼾⽀付更少费⽤

的同时，不但能够享受更⻓的服

务时间，还可以使⽤更多的服务

项⽬。

 
快乐⽣活的顾问团队不仅可以使

⽤国语、粤语、英⽂等多种语⾔

和⽤⼾交流，更能够理解⽼⼈的

⽂化背景和传统思维。

 
快乐⽣活每周在多个平台发布⽼

龄护理相关信息，每⽉定期举办

各种形式适合⽼⼈参加的活动，

将居家养⽼和社会⽣活相结合。



顾不周，卫⽣⽣活条件不合格或

其他病患传染⽽导致的。她的兄

弟从未离开过该设施，但是她

说：“Bupa公司没有承认他们的
不当⾏为，⽽是作为⼀个组织推

脱责任。”
 
看护机构本应为需要照顾的病患

提供关怀，⽽在这⾥感受不到任

何温暖。⽽迈克尔也在Bupa度
过了两年后于2017年去世。
 
作为澳⼤利亚最⼤的私营医疗保

健公司，Bupa经营管理72家养
⽼机构，拥有多达 6500名患
者，如果有关政府部⻔直接撤销

Bupa旗下不达标养⽼院的认
证，这也会给⾝处其中的患者造

成灾难性的后果。

 
来⾃税务司法机构的杰森沃德花

了⼀年的时间调查澳⼤利亚的⽼

年护理机构，其中包括Bupa，
他认为，Bupa已经在澳洲发展
的太⼤了，如果政府简单地将其

直接关闭，那么需要护理的

7,000名⽼年⼈要怎么办呢？
 
难道Bupa养⽼机构的⿊⼼经营
就真的得不到解决嘛？

 
好在，澳⼤利亚⽼年护理部⻓理

查德科尔⻉克说：“卫⽣部将会
密切关注Bupa的实际运营表
现，并且每周公司代表将会向有

关部⻔进⾏汇报会，卫⽣部对其

改善情况进⾏严格检查。

 
此次Bupa养⽼院的⼤规模不达
标事件，引起了社会的⼴泛关

注，尊⽼爱幼⼀直是澳⼤利亚⼈

引以为傲的重要品格，养⽼制度

和机构改⾰也备受社会关注和重

视，此次Bupa养⽼院丑闻的爆
出，⽆疑抹⿊了整个养⽼⾏业。

 

在被检查的 72家Bupa养⽼院
中，45家未达到健康安全标准，
22家疗养院被曝将患者安全健康
置于严重⻛险之中，13家养⽼院
受到制裁，被依法关闭不得再接

收新的居⺠，5家养⽼机构，分
别 是 新 南 威 尔 ⼠ 州 的

Seaforth， Berry和 Eden地
区 养 ⽼ 院 ， 维 多 利 亚 州 的

Traralgon地区养⽼院，塔斯
⻢尼亚州的South Hobart地区
养⽼院均已被取消认证资格！

 
⼀位名叫迈克尔 .阿什福德的澳
洲男⼦因患有痴呆症和唐⽒综合

症被送到维多利亚州Echuca地
区的Bupa养⽼机构进⾏看护。
 
在⼀年多的看护治疗期间，他的

家⼈阿什福德⼥⼠发现这⾥护⼯

⼈员短缺⽽且⼤多未经训练缺乏

护理经验，不仅如此养⽼院的卫

⽣条件和⽣活条件也⼗分恶劣，

这导致本就患病的迈克尔感染上

了疥疮！

 
阿什福德⼥⼠因此向Bupa总公
司投诉，认为她的兄弟在患上疥

疮期间并未离开过这间养⽼机

构，所以疥疮是由于⼯作⼈员照

如果在不考虑经济、语⾔、距

离、熟悉度等多种因素的情况

下，让你选择⼀个养⽼国家，想

必澳⼤利亚⼀定会成为多数⼈⼼

⽬中的理想家园。

 
澳⼤利亚因其完善成熟的养⽼制

度，优越丰厚的养⽼福利，舒适

宜⼈的⽓候环境，被誉为“养⽼
天堂”，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
⼈来到这⾥⼯作和养⽼。

 
但是，根据澳洲媒体最近报道显

⽰，澳⼤利亚最⼤的私营医疗保

健公司Bupa所经营的养⽼院，
超过多半数都未能达到基本医疗

标准，30％的养⽼院存在对⽼
年⼈照顾不周的安全问题。

 
试想如果是⾃家⽼⼈在养⽼院⾥

⽣命健康存在⻛险，不禁让⼈伤

⼼害怕，愤怒不已，这⽆疑是在

给澳洲养⽼⾏业抹⿊。

 
在⽼年护理质量安全委员会对全

澳洲养⽼院进⾏检查和认证中，

Bupa所经营的多家养⽼院被查
出存在严重问题！其中包括，⼈

员不⾜，⾝体攻击和性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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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养老院出事了！
惊人黑幕曝光，超50%养老机构不达标！
稿/悉尼印象



吃药，做做按摩就好了。⽼太太

觉得，按摩⼀下也挺好，就答应

应了。于是，Prodanovich把
⽼太太的⽼伴推到了客厅，然后

返回卧室帮⽼⼈家按摩。可接下

来发⽣的事，却成了⽼⼈家余⽣

的 噩 梦 ！ 兽 性 ⼤ 发 的

Prodanovich 并 没 有 帮 她 按
摩，⽽是 ...强奸了她 ...在这个过
程中，⽼太太多次乞求他停下

来 ， 可 Prodanovich 置 之 不
理。完事之后，他迅速逃⾛了。

随后，⽼⼈家报了警，警⽅对

Prodanovich进⾏了问询。⽽
这时候，他拿出了⼀套早已经准

备好的说辞，开始了戏精上⾝的

表演。

 
⾸先，他坚称⾃⼰没有⼲过这

事，⼀切都是⽼太太编出来的谎

话，都是假的！然后，他⼜反咬

⼀⼝，说⽼太太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他拒绝给她擦⾝体乳，⽼

太太以此报复。最后，他委屈巴

巴地说，这么⼤岁数的⽼⼈家竟

然拿这种事诽谤他，这让他感到

⾮常震惊！

 
你看看，⾃⼰⼲了这种下流事，

居然还有脸甩锅给别⼈，⽆耻⾄

极！好在，事实⽆情打了他的

脸。⽼太太体内的DNA证实，
他才是那个撒谎的⼈！最后，在

⼀名83岁的⽼太太竟然遭到了⼀
名59岁男护⼯的强奸！事后男护
⼯不仅拒不承认，甚⾄还戏精上

⾝反咬⼀⼝。

 
这位⽼⼈家今年83岁，⼀直和结
婚60多年的⽼伴住在墨尔本东
南区Mount
Waverley的家中。她的⽼伴患
有多种疾病，⾏动不便，出⼊只

能靠轮椅。因为不喜欢陌⽣⼈进

⼊⾃⼰的家中，所以以前⼀直都

是⽼太太悉⼼照料⾃⼰的⽼伴。

但是现在，⽼太太年纪也⼤了，

很多事都⼒不从⼼了。两位⽼⼈

家都不想去住养⽼院，所以⼥⼉

就帮他们就请了⼀个家庭护⼯。

 
这个护⼯名叫Simon
Prodanovich，今年59岁，家
住墨尔本Springvale。护⼯所
在的公司叫做Omni-Care。这
家公司在⽹站上宣称，能够“帮
助⽼年⼈、残疾⼈、或者⾝患严

重疾病的⼈继续过⾼质量、有尊

严的独⽴⽣活”。可现实却与他
们所说的相反。

 
今 年 1 ⽉ 12 ⽇ ， 护 ⼯

Prodanovich到⽼太太的家中
给她的⽼伴洗澡。洗完澡之后，

⽼太太说腿疼，要吃点药。

Prodanovich却跟她说，不⽤

Victoria，他承认了⾃⼰强奸的
罪名，将⾯临最⾼25年的监禁。
在精神病专家问他为什么会做出

这样的事的时候，他说，不知道

该怎么解释，⾃⼰当时只是脑抽

了。

 
他是不是脑抽不知道，但是这件

事却给⽼太太带来了巨⼤的影

响。⽼太太说，直到现在她仍然

会想起这件事，每次想起来都会

哭。她不敢再相信任何男性，不

敢坐男司机的出租⻋，不敢让男

医⽣看病，更不敢接触男护⼯。

她的余⽣恐怕都要在这种⼼理阴

影中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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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兽不如，墨尔本83岁老太在家被强奸
稿/墨尔本微生活

County Cour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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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长者投稿

欢迎长者朋友积极投稿。评审获奖
后将会在快乐·月刊中刊载。快乐
·月刊覆盖全澳。您的作品将会展
示在志同道合的长者朋友面前，共
品雅作！

扫描右边二维码添加投稿
微信或发送您的作品至：
adam@happyliving.com.au

小
天
地

周家渡是个极不起眼的⼩镇，它

依伏在⻩浦江畔，与江南造船所

两相对望。这⾥有个⻩浦江的摆

渡⼝，都是些周姓的船⺠在此摇

船摆渡，所以渡⼝就叫周家渡。

这个⼩镇上的⼈很多是姓周的，

⼩镇也就以周家渡名之。周家渡

虽是个⼩镇，却很早就接近了近

代⼯业。早年洋务派的江南机器

制造总局就落脚在它的对岸。到

了上个世纪的上半叶，它的东侧

有印染⼚、⼤来码头，西侧有和

兴⼚、章华⽑纺⼚，西南侧有耀

华玻璃⼚。从周家渡到南汇县的

周浦镇，有条南北⾛向的公路叫

上南路。紧贴着上南路的是⼀列

⼩型⽕⻋。周浦镇是南汇县的重

要城镇，很繁荣，有“⼩上海”之
称。那时候浦东的⼈，浦西的物

要往市区挤，很多是靠着⼩⽕⻋

从周浦镇始发的。⼩⽕⻋沿着上

南路，满载着⼈和货物，呜呜⽽

来，隆隆⽽去，天天如此，年年

不变，南来北往，煞是繁忙。出

了周家渡⽕⻋站，多花些钱乘坐

⼩⽕轮或花少许钱搭个⼩舢板，

于是⼈和货物⼀⻬拥进了不夜

城。⽕⻋站的西侧有两条交叉的

鹅卵⽯街道，虽都是窄窄的

 
 

，也不很⻓，但两边都挤满了店

铺，⽶莊、油醬坊、⽂具店、饭

馆什么都有，每天⼈来⼈往，两

条弹街路上常是挤满了⼈，所以

这些店铺的⽣意还算兴隆。

江南的城镇其四周往往毗连着⼀

⼤⽚农⽥，牵缠着⼏个、⼏⼗个

⼤⼤⼩⼩的村落。周家渡⼩镇也

然，只是⼀条上南路和⽕⻋轨道

把这些农⽥和村落分成东西两⼤

块，⽽离周家渡⼩镇最近的村落

便是东西⼆个陈家宅。西陈家宅

⼈多宅⼦⼤；东陈家宅⼈少宅⼦

⼩，宅龄⽐西陈家宅⼩得多。这

两个陈家宅的⼈应该出⾃同⼀⽼

祖宗，只是⽆⼈传授宗族的来⻰

去脉，⼀般都在祖孙⼏代⾥纵横

兜绕着，两宅⼈之间更远的宗亲

关系，就⽆⼈说得清，也⽆⼈想

去说清楚。

东陈家宅有个叫陈阿奎的，个⼦

不⾼，寡⾔少语的，倒是个⼲活

的把⼿。阿奎年轻时就在前⾝属

江南制造总局的上海兵⼯⼚做

⼯，凭着他的⼀双巧⼿和⼀个缜

密的脑袋，学得了⼀付好⼿艺，

枪炮的细⼩零件，经过他的⼿都

能纹丝不差地加⼯出来。这在上

世纪的前叶，不算绝活，也称得

 
 

也称得上脚⾊。当事者对

这类⼿艺⼈也很重视，阿

奎的收⼊从不落在⼈后。

阿奎⼆⼗⼀岁那年，从周

家渡镇上娶进了⼀个⽐他

⼩四岁、名叫引弟的周姓

姑娘。阿奎上有⼀个兄

⻓，下有⼀个弟弟，他们

三兄弟拥有⼀间祖传⽼

屋，成婚时连个爱巢也难

以落成，哪个姑娘嫁过来

⼼⾥总是不好受的，实在

委屈了引弟。幸好阿奎有

⼀付好⼿艺，收⼊也不算

微薄，引弟也吃得起苦，

⼜很勤劳，在祖传坟地的

边边⻆⻆种了很多蔬菜，

夫妻俩常年省吃俭⽤，很

快积累了点钱，在东陈家

宅买了⼀亩⼋分低势地，

阿奎挑来河泥，⼀箩筐⼀

箩筐填在低势地⾥，⾜⾜

⽤了五个⽉，磨脱了⼏层

肩胛⽪，总算把这⼀块低

势地垫得与四周的路⾯差

不多⾼，随即在上⾯搭了

三间泥⽵屋，引弟总算有

了⾃⼰的家。 
续下版

 
 

（一）
阿
奎
夫
妇 

稿/胡庸



东陈家宅总共只有⼗来⼾⼈家，

有好⼏⼾家⾥有⼈在附近⼯⼚⾥

做⼯的，有点固定收⼊，⽇⼦过

得还可以，如果全靠种地，遇上

年成不佳，或者家有病⼈什么

的，这⽇⼦过得够呛。当然这⾥

毕竟不是穷⼭僻壤，⽽是濒临⻩

浦江，背靠不夜城，只要⼿脚勤

快，吃得起苦，⽣路还是有的。

也正因为如此，若有⼈谙于农

时，精于农艺，⾟勤种植蔬菜，

⼀年四季不断向市区输送，这收

⼊在村⼦⾥也是很起眼的。但这

样的⼈实在不多，况且就是这样

的⼈往往到头来⽇⼦过得⽐被⼈

也好不了多少，这是因为他和别

⼈都在同⼀个精神层⾯上过⽇

⼦。⼈之为⼈，除了必要的物质

⽣存条件外，还得有个⾃⾝的精

神层⾯上的条件，如果他与别⼈

⼀样，只是千年⽼例、陈规旧章

的活载体，那么他⽐别⼈多拥有

的⼀点物质⽣存条件，也往往会

丧失殆尽，最终还是与别⼈⼀

样，只能在⽣存道上苦苦挣扎，

阿奎家就是如此。阿奎的家主婆

引弟，⾼⾼的⿐梁，乌⿊的眼

珠，⽩⾥透红的肤⾊，虽然⾝材

素⼩，但⼿勤脚快，脑⽠⼦活络

好使，学什么，像什么，加上两

⽚应对⾃如的薄嘴唇，谦和热情

待⼈，很快在东西两个陈家宅得

到好评。她虽然来⾃镇上，但⼀

点也不厌弃农家活，打⾃踏进夫

家⻔，就⼀⼼⼀意相夫治家。她

 

她不但把家治理得有条不紊，还

弥补了阿奎不擅⾔辞和交往的不

⾜，把亲亲眷眷、左右邻⾥调处

得和和睦睦。阿奎在东陈家宅买

进的那块地上，搭了三间泥⽵

屋，占掉了⼀块不算太⼩的场

地，少说还有近亩的好地，阿奎

夫妇就种上了蔬菜。阿奎⼿巧，

⼜有⼒⽓，种什么蔬菜都⻓得

好。引弟先是做丈夫的帮⼿，慢

慢地学会了种植蔬菜的⼀些基本

功。蔬菜吃不完，就⼀箩筐⼀箩

筐放在菜⾏⾥，由菜⾏转卖给来

⾃各地的菜贩们。还在西陈家宅

⽼屋⾥的时候，那年引弟⼗九

岁，⽣下了第⼀胎，是个⼥⼉，

倒还机灵，取名秀妹。待东陈家

宅的泥⽵屋⼀落成，阿奎夫妇俩

带着四岁的秀妹就住进去了。过

了半年，引弟⽣了第⼆胎，是宅

上阿⽑嫂帮着接⽣的，孩⼦顺顺

当当落了地，是个男孩，个⼉不

⼤，但还健壮。⼆个⽉后的⼀

天，孩⼦突然发⾼烧，热⼼的阿

⽑嫂不请⾃来。她⼀看孩⼦擎着

⼿有点抽筋的样⼦，⽴刻从菜⽥

⾥拔来⼏根葱，洗净后把它捣

烂，然后⽤烧酒拌和，再⽤块细

软的布⽚，蘸着伴有烧酒的葱

汁，涂在孩⼦的⼈中处，再在场

地上放⼀只凳⼦，让引弟坐在凳

⼦上，⼀⼿把孩⼦揣在怀⾥，⼀

⼿撑着⼀把油布伞，阿⽑嫂⽤⼀

盆⽔慢慢地浇在油布伞上，嘴⾥

不停地说：“天救！地救！”然后
 

然后天没有救，地也没有救，孩⼦

不久就静静地去了，连他的妈妈是

怎么样的也没有看清楚。引弟呼天

抢地，悲痛欲绝，幸亏阿⽑嫂从旁

宽慰，还把⾃⼰的遭遇讲给她听：

“阿奎婆婆，千万别太伤⼼了，今后
的⽇⼦还⻓着哩！”阿奎夫妻俩打住
进泥⽵屋后，宅上有很多⼈都叫他

俩公公、婆婆，不知是他俩辈份⼤

还是这⾥的⼈对他俩敬重，谁也说

不清楚。阿⽑嫂坐在引弟的床沿

上，捏着引弟的⼿继续说：

“⼥⼈是⼀个命的，⾝上落下的⼀块
⾁，连⼼带肺的，说没就没了，谁

能不⼼痛？我阿⽑嫂进⻔五年后，

⽣了⼆胎，都是男孩，已养到⼀岁

多了，也是这个抽筋先后把两个孩

⼦抽没了。”说着说着阿⽑嫂也泪珠
滚滚，引弟也就更感伤痛，两⼈哭

成了⼀团。幸好阿⽑嫂还算有点⾃

控能⼒，知道⾃⼰是来宽慰⼈家

的，不能⽕上加油，让引弟更加伤

⼼，很快就收起了抽泣声，⽤⾐⻆

抹了抹泪眼，细声细⽓地说：

“我说阿奎婆婆，你⽐我强多了，好
⽍你还有⼀个⼥⼉在，你年纪轻轻

的，往后再⽣⼏个⼩⼦⼏个姑娘还

是不成问题的。我⽐你⼤⼀岁，我

还信⼼⼗⾜呢！这样吧，我俩⽐⼀

⽐，看谁⽣得多！”引弟听她这么⼀
说，⼼⾥忖着，这个阿⽑嫂，什么

都可⽐赛，那有⽣孩⼦⽐赛的？不

害臊？但知道她是为了宽慰⾃⼰，

因此也没吱声，慢慢地也消退了些

伤感，阿⽑嫂⻅⾃⼰的劝说有了点

效果，便找了个说法转⾝回家去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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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长者投稿 诗歌作品投稿
龙游雅那

世间何处如乡⼟ 墨市为家安养⽼
阳光海滩绿⽥园 制度健全⺠朴素
童叟⽆欺价公道 安全卫⽣品质⾼
农产⽔产⽆⼀缺 信⼼保证澳制造
球赛⻢赛皆假⽇ 医疗福利可周到
点头笑⾯陌⽣⼈ 握⼿⾔欢互问好 
晨忙花间尝朝露 ⻩昏浅杯去疲劳
⼩径溪旁闲漫步 饲⻦抚⽝听海涛
春赏繁花夏浓荫 秋梨冬橘赠途⼈
前园玖瑰后秋葵 ⾹草百味弄汤羹
袋⿏国圆中国梦 ⻰游雅那⻛华茂
世间何处如乡⼟ 中秋明⽉苦乡愁
 

稿/任英鸣

夕阳醒
天定⼈⽣是个零，过⽅过圆都不⾏。

从零开始⾛向零，顺其⾃然⼼态平。

晚年莫想富有余，来者糊涂⾛者迷。

⽣前死后啥属你？应该醒悟莫骗⼰。

能知⾜，便常乐，晚年过的要快活。

富莫喜，穷莫愁，顺其⾃然享⾃由。

莫强求，莫相争，⼈⽣如梦似烟云。

天也空，地也空，⼈⽣渺茫在其中。

⽇也空，⽉也空，江⽔奔流永向东。

⽥也空，房也空，不断更换主⼈翁。

爱也空，情也空，到头全进⾼烟囱。

⾦也空，银也空，死后哪样握⼿中？

名也空，利也空，双眼⼀闭美梦终。

胜也空，败也空，⼈⽣如戏梦⼀通。

官也空，权也空，⽆⼈⼀⽣坐朝中。

富也空，穷也空，⼈⽣如此要想通。

春去夏来秋⼜冬，潮涨潮落永⽆终，

看破红尘好⼼胸。家家有本难念经，

莫把烦恼挂⼼中。养⼉育⼥是义务，

尽⼒帮衬乐其中。⼉孙⾃有⼉孙福，

莫让⼉⼥困笼中。只要晚年⾝体好，

⼀⽣活在幸福中。

朝到西，晚到东，世⼈如同采花蜂。

采花酿蜜为谁甜，终⽣⾟苦⼀场空。

看得宽，想得通, 与世⽆争⻓寿翁。
 

稿/刘吉臣

浮生雪痕 稿/马永兴

南园 1996年
中⼼闹市⼀桃源，罩地古樟⽩⽟兰

听惯⻦声看惯花，草坪⼗亩最堪怜。

 
南海望⽉ 1996年
今夜南天⽉正圆，卧数桂枝⼼⾃闲，

⼀池温泉⽅宜浴，借问嫦娥可下凡？

 
神⼥ 10⽉
道旁院内有神⼥，欲访因果惧是⾮，

⽚⾔谁懂其中意，⼈⽣亦有随⻛移。

 
天涯海⻆速成 10⽉
多年难得⼀潇洒，海⻆天涯任你夸，

⼗元买来珠两串，家⼈岂能辩真假。

 

天⼦⼭ 
云外千峰落深渊，缭绕薄雾飘⻜闲，

天画当系仙⼈笔，⼀⽇漫游亦是仙。

 

⾹港回归 1997年
回归诗篇千百篇，篇篇必读润⼼⽥，

剪订新本千家诗，留待后⼈味苦甜。

 
下⼭

游累乏困不能睡，⼈⽣能到⼏峨眉。

劝君尽情味⼭景，⼀刻千⾦难再回。

 
⻓江诗

江头江⾝⼜江尾，万⾥⻓江逐⽇摧。

⼗⽇成诗近百⾸，明天诗稿付与谁。

 
钱塘江 
晨曦钱塘⼀幅画，⻘⼭不语⽆⻜鸦。

唯⻅浩荡⼀江⽔，薄雾缭绕岸树斜。

 
游⾹⼭ 9⽉
⻜上⾹⼭最⾼峰，秋空万⾥碧云轻。

⼀⼭⻘绿双鸽舞，何⽇再来看红叶。

 
⾹⼭池瀑碧云寺，⼀别多年涌情思。

莫道⾹⼭只如此，叶红定能醉君痴。

 
⽇落 9⽉
回头彩霞淡，前周莺声多，

刹那⼀天⿊，⽉明伴星河。

 
夏午莺声 10⽉
夏午莺声万啭亲，声声呼唤梦乡魂。

百花并未随⻛云，去⽩蓝天正宜⼈。

 
夏⽇傍晚 11⽉
夏晚⼩园来好⻛，乱莺充⽿欢闹声。

常年⼼态多休闲，不计何时⼊梦中。

 
 

稿/胡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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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长者投稿 小说连载
我的太阳 稿/冷雪

⼉⼦出⽣，是在夏⽇炎炎的六

⽉，浓烈的阳光透过窗外茂密的

梧桐树叶，化作点点圈圈的灿

烂，洒在⼉⼦的脸上、⾝上，⼀

眼望去，就只⻅满⽬的灿烂，我

便将他唤作“阳”。
  凭⼼⽽论，我⾃⼰⽆论如何
也算不上⼀个爱孩⼦的⼈，记得

⼩时候看⼩说时曾经看到这样⼀

段话：“喜欢孩⼦和动物的⼥⼈
⼀定会是个好⼥⼈”。那时的我
只是个⼩⼩的⼥孩⼉，对于⼥⼈

和好⼥⼈都没有丝毫认识，却凭

直觉希望做个好⼥⼈。费了不少

的劲⼉，仍然对邻家那些会哭爱

闹的⼩孩深恶痛绝，倒是养了成

群的⼩鸡⼩鸭，另加⽩猫花狗各

⼀只。想着⾄少也可以做半个好

⼥⼈，⼼中也就释然。那时的粮

⻝按定量供应，仅够⼈吃⽽已，

于是那些不论公⺟均有⼀个旖丽

名字的鸡鸭便不时地出现在我家

的餐桌上。那只猫由于善捉⽼⿏

⽽被附近军营⾥的事务⻓看中，

轻⽽易举地就哄得我哥哥趁我不

在家时将那猫抱去换了两排⼦弹

壳。后来那只狗的结局如何，我

却是怎么也记不起来了。但这所

有的⼀切，并不能阻⽌阳随⼼所

欲地跑到这个世界上来做我的⼉

⼦，他想哭就哭，想拉就拉，全

然不顾我⼩的时候是多么地讨厌

⼩孩！于是我只好依着⼥⼈的天

性，⼩⼼翼翼地开始做他的⺟

亲。

⼉⼦⽣下来的第⼆天，护⼠就将

他抱来放在我的床上，他不吃不

喝也不哭，只是闭着双眼蒙头⼤

睡。我惊诧不已 :“他怎么不会
哭？”邻床那个照顾⼉媳妇的婆
婆笑我；“你还怕他不会哭么，
过两天你就知道了。”却被她不
幸⽽⾔中，我的⼉⼦在出⽣的第

三天夜⾥仿佛⼤梦初醒⼀般正式

投⼊⼈间，他开始哭！⼀个⺟亲

的悲哀和欢乐就此拉开了序幕。

       刚刚出⽣的⼉⼦也许是不适
应这个全新的世界，他把⽇⼦过

得与我们不⼀样。⽩天的阳光对

于他来说毫⽆意义，他在他⽣命

中第⼀个夏季的灿烂阳光下呼呼

⼤睡，就连吃奶的时候也紧闭双

眼。到了夜⾥他却如同精⼯表⼀

样准确，夜晚⼗⼆点⾄凌晨五点

是他的活动时间，在这段时间⾥

只要我敢把眼睛⼀闭，他那交响

乐般的哭声⽴刻就能引来邻居们

⼤声得⾜以让我听⻅的叹息。可

怜我那时⼏乎夜夜盘腿坐在床

上，怀⾥抱着⼉⼦，⼿⾥拿着⼩

说。⺟亲少不得要说⼀些⽉⼦⾥

不能看书的古训，我则庆幸⾃⼰

是个⼩说迷，否则哪有本事成夜

陪着尚不能沟通的⼉⼦不睡觉？

⾄于将来眼睛会不会瞎掉那就是

⼉⼦的事了。我若真是瞎了还不

是得他来伺候？⺟亲⽆奈，只好

常常在夜⾥抱⾛⼉⼦，让我睡上

⼀觉。所有这⼀切似乎都与⼉⼦

⽆关，他只管吃、睡和⻓⼤，半

年后抱着25⽄重的⼉⼦回单位上
班，同事惊呼：“这么⼩的妈妈

这么⼩的妈妈怎么会养了个这么

⼤的⼉⼦！”那⼀年的元旦单位
开运动会，拔河时，体重还不⾜

90⽄的我被迫上场，她们的理
由⾮常充⾜：“你每天抱着这么
重的⼉⼦到处跑，肯定很有⼒

⽓。”这是我有⽣以来第⼀次参
加拔河。

       ⼉⼦⼀进托⼉所就给阿姨们
带来许多⿇烦，别的⼩孩⼀进⻔

就哭，他却不哭，看看这个再看

看那个觉得挺有趣的。快中午

了，别的⼩孩安静下来了他倒来

劲⼉了，⼤嗓⻔⼀开便不同凡

响，连哭带喊：“妈妈爱阳阳，
我要找妈妈……。”在他的强⼤攻
势下，全班⼩朋友于是同声⻬

哭！到了下午，他以每五分钟⼀

次的频率找阿姨：“阿姨，我想
回家，我妈妈怎么还不来？”阿
姨们叫苦连天：“⾃从你⼉⼦来
了以后，⼩朋友每天都要哭两

次。”
⼉⼦如同六⽉的阳光洒满我的世

界，我每天看他哭，看他笑，看

他学⾛路，看他学说话，他⼀天

⼀天地⻓⼤，如同⼀本⼀⻚⼀⻚

翻开的书，我依着⼥⼈与⽣俱来

的⺟性将这本全新的书⼀⻚⼀⻚

地读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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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活定期讲座开讲啦！快来

参加抽奖吧！

 快乐生活将于11月27日日星期三2点30
在公司内部进行定期讲座。本次讲座
将为到场长者解析政府居家养老政策
、津贴可以使用的范围、服务类型等
。我们将会为到会参与者提供精美茶
点和养生茶水。我们活动的地址是
Level 1， 450 Waverley Road
Malvern East（East Malvern 火车站下
车)

报名热线：1300 911 728

快乐·齐相聚

快乐生活回馈悉尼长者的支持也希望
让更多的长者认识快乐生活，参与到
快乐生活的大家庭中，特此推出系列
活动快乐·齐相聚悉尼专场。本场活
动将包括：
1） 茶话会 系统讲解居家养老津贴
2） 欢乐聚餐，为长者提供营养餐食
3） 抽奖互动，送出多种奖品 
 
活动时间： 11月25日 9：30 - 14：00
 
欢迎长者朋友们积极报名参加
快乐生活会员餐费： $16
非快乐生活会员餐费： $18

报名热线：1300 911 7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