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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联邦政府对皇家委员会调

查澳洲⽼龄护理⾏业的中期报告

做出了回应，包括5.37亿澳元的
注资等，受到了澳洲⽼年⼈权益

倡导组织⽼年委员会（COTA
Australia）的称赞。委员会认
为，这是在改善⽼龄护理⾏业道

路上向前迈出的重要⼀步，但同

时也指出，⽬前仍然缺少有效缩

减居家养⽼津贴等待时间的计划

安排。

 
澳洲⽼年委员会⾸席执⾏官伊恩 ·
耶茨（Ian Yates）对宣布的新规
定表⽰欢迎，这些规定明确承诺

了对居家养⽼评估和居家养⽼计

划的改⾰。耶茨先⽣说：“这是改
⾰澳洲⽼龄护理⾏业过程中的⼜

⼀个强有⼒的步骤，我们很⾼兴

看到政府终于能够下定决⼼，将

残疾的年轻⼈从养⽼院中转移出

来。”
 
“增加了10,000个新的居家养⽼
津贴名额，对于成千上万⽆法负

担他们护理服务需求的澳洲⻓者

 
 

⽽⾔，也是⼀种解脱。但是，”耶
茨说，“令⼈遗憾的是，政府尚未
制定⼀项计划，在未来的2-3年
内，将居家养⽼津贴的等待时间

减少⾄最多60天。”他表⽰道，如
果能够成⽴⼀个独⽴的部⻔来评

估居家养⽼津贴的申请，将有助

于创建⼀个简单⽽⾼效的流程来

使⽤这笔资⾦。

 
耶茨还提及了联邦政府补助计划

的使⽤问题，“我们知道位于居家
养⽼津贴等待列表中的⻓者已有

93％获准使⽤联邦政府补助服
务，但尚不清楚这些⻓者中有多

少⼈实际上正在接受服务，我们

知道很多⼈并没有使⽤这项津

贴。我们看到许多⻓者获批了津

贴，但随后发现他们所在地区的

服务提供商已经由于资⾦短缺⽽

不再接受新客⼾。”
 
⽽⽬前澳洲⽼年委员会最关注的

话题依然是居家养⽼津贴漫⻓的

等待过程，耶茨说道： “增加了
10,000个新的居家养⽼津贴名额

当然是⼀件好事，但是⽬前的等

待时间仍然完全不能接受，澳洲

⻓者正在等待照顾时遭受了痛苦

和死亡。我们已准备好要与政府

合作制定⼀项实际的计划，以确

保将等待时间减少到不超过60
天。”
 
“政府致⼒于改⾰⽼龄护理⾏业，
使得⻓者可以获得最⼤的利益，

这是值得表扬的⼀点，也是⾄关

重要的⼀步，必须在皇家委员会

的审查过程中坚持下去。 ” 耶茨
说，“为了确保制定的⽼龄护理⾏
业发展计划能够真正满⾜⻓者的

需求，政府有必要与⻓者保持密

切的联系，倾听来⾃⻓者的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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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居家养⽼津贴⾃主管理模式不断发展成熟，越

来越多⻓者开始选择使⽤。⾃主管理津贴除了费⽤

极低外，最⼤的优势在于⻓者可以⾃主选择护理服

务的使⽤类型，使⽤时间，以及服务⼈员等。今

天，我们采访了与快乐⽣活合作的⽼龄护理服务提

供商阿伦，为⼤家详细介绍⼀下，选择⾃主管理津

贴时，在使⽤护理服务上有哪些好处，和使⽤传统

个案经理模式时有哪些不同，以及⽼龄护理⾏业⽬

前⾯临的⼀些问题。

 
当选择了传统的居家养⽼津贴管理公司，使⽤个案

经理的管理模式时，⻓者需要服从个案经理的安

排，包括服务的范围，服务的时间，以及服务的⼈

员等。阿伦说，举个例⼦，如果是⼀位独居⻓者，

⽆法⾃⼰打扫卫⽣，需要服务⼈员每周到家⾥清

洁。在这种情况下，⻓者把情况告知个案经理后，

个案经理会为⽼⼈安排时间，让服务⼈员上⻔清

洁。现实中，往往会出现⼀些意料之外的情况。⽐

如⻓者当天临时有事需要取消服务，个案经理没能

及时把信息传达给服务⼈员，服务⼈员上⻔发现没

⼈在家，也照样会向⻓者收取费⽤。⽽⻓者需要重

新安排服务时间，也需要通过个案经理，周折半

天，时间也耽误了。

 
在⻓者有其他需求时，由于在个案经理模式下每个

服务⼈员只负责固定的⼯作，即使是举⼿之劳，受

限于这种合作的模式，服务⼈员也⽆法帮⻓者完

成。阿伦说，很常⻅的现象是，服务⼈员帮⻓者做

完清洁后，⻓者可能临时需要服务⼈员陪同外出买

个东西，这种要求就⽆法被满⾜。⻓者需要联系个

案经理，个案经理会重新安排服务⼈员和服务时

间，再过来陪同⻓者外出。这样的服务流程，看似

严谨，却⼀点也不⼈性化，⽽这恰恰是⽼龄护理服

务中很重要的元素。

当⻓者⾃主管理居家养⽼津贴时，以上的问题就不

复存在了。⻓者临时需要更改服务时间，直接沟通

也避免了中间环节出错的可能性。⻓者需要服务⼈

员完成其他⼯作时，只要能够完成，谈好服务费⽤

就可以直接⾏动。简单来说，⻓者选择⾃主管理模

式时，选择的服务内容更⾃由，时间安排更灵活，

价格也更实在。

 
阿伦表⽰，对于⽼龄护理⼈员来说，对⻓者的服务

态度是重中之重。在⾃主管理模式下，因为⻓者直

接和服务⼈员沟通联系，服务⼈员会更了解和理解

⻓者的需求，提供的服务也会更加贴⼼。有⼀位⻓

者有时候会出现⼩便失禁的情况，每周需要请服务

⼈员帮忙清洗。服务⼈员了解到⻓者的情况后，就

给了⻓者相应的建议，如穿着⽐较宽松的裤⼦，或

者使⽤成⼈尿布等，顺利解决了这⼀问题。⽽在个

案经理模式下，服务⼈员提供服务完全是听从个案

经理的调度安排，和⻓者间并没有过多的联系和了

解。如果说⾃主模式下的服务⼈员会像朋友家⼈⼀

样关⼼⻓者的真正需求，那个案经理模式使⽤的服

务⼈员就只是单纯地完成⼯作，在这样的对⽐下，

提供服务质量的差别就可想⽽知了。阿伦说，希望

⻓者可以使⽤更多的护理服务。华⼈⻓者由于⽣活

习惯的差异，很多不太习惯请护理⼈员到家⾥帮

忙，⽽更愿意购买设备等改善⽣活条件。但是阿伦

认为⻓者到了⼀定年龄，护理服务是⼗分必要，能

够更⼈性化地提⾼⻓者的居家养⽼⽣活质量。很多

华⼈⻓者对于可以使⽤的护理服务种类也不太了

解，他希望政府及相关社区组织可以做⼀些护理服

务⽅⾯的宣传，让⻓者可以使⽤适合的服务。

 
⽬前在澳洲⽼龄护理⾏业，相关从业⼈员数量过少

也是⼀个不争的事实。阿伦希望更多真⼼喜欢这个

⾏业，真⼼希望改善⻓者⽣活状况的⼈可以加⼊这

个⾏业，⽽不仅仅是为了赚钱。“每次帮助⽼⼈做
完事情，看到他们开⼼的笑容，那种满⾜感不是单

纯⾦钱可以带来的。”阿伦说到。但他也乐观地表
⽰，随着⾃主管理模式的不断普及，现在有更多有

经验的服务⼈员愿意加⼊到这个⾏业。对于护理⼈

员来说，服务⾃主管理津贴的⻓者也更加⽅便⾼

效。护⼯可以直接和⻓者协商服务内容和服务时

间，⽽不是单纯地听从安排。⻓者需要取消或更改

服务时间时也更为简单，⼀个电话就完成了。阿伦

说：“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和⼼态上的转变，感
觉我不再是为了完成任务⽽⼯作，⽽是为了让⽼⼈

很好地⽣活尽⾃⼰的⼀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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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者可以使⽤亲友推荐的

服务⼈员。⻓者们⼤多都有着差

不多的护理需求，使⽤亲友推荐

的护⼯是最稳妥的⽅式之⼀，服

务质量和⼈品都有基本的保证。

快乐⽣活会要求⻓者选择的护理

⼈员提供⽆犯罪记录证明等⽂

件，只要资料⻬全，就可以开始

为⻓者提供服务。

 
再次，⻓者可以通过报纸、⽹站

查找服务⼈员。各种免费中⽂报

纸上都有相关的分类⼴告⻚⾯，

⽼⼈可以在上⾯找到⼀些护⼯的

信息，直接拨打上⾯的电话就能

联系。或者上⽹登陆各种澳洲中

⽂⻔⼾⽹站，进⼊相应的类别⻚

⾯，可以找到服务商或护理⼈员

发布的⼴告帖⼦，⼀般打电话或

者加微信都能够联系。

 
另外，⻓者可以继续使⽤之前的

在快乐⽣活，⻓者拥有完全的⾃

主权去选择使⽤何种服务，何时

使⽤服务以及谁来提供服务。不

需要通过第三⽅的管理机构，⻓

者朋友可以直接向服务商及护理

⼈员议价、沟通、预定服务、取

消服务以及更改服务时间等。那

么，通过哪些渠道可以找到合适

的服务商或护理⼈员呢？

 
⾸先，⻓者可以在mable平台上
挑选服务⼈员。mable是⼀个提
供护理服务的平台，可以根据⾃

⼰的需求，在上⾯找到不同种类

的服务⼈员。对⽐传统管理机构

指定的服务⼈员，在平台上注册

的服务⼈员收费更为便宜，⽽且

同样资料⻬全，通过了⽆犯罪记

录测试等，具备⼀定的安全性和

可靠性。mable操作流程简单，
跟着指⽰⼀步步完成注册，绑定

银⾏卡，可以开始使⽤了。

服务⼈员。如果⻓者是从别的居

家养⽼津贴管理机构转会到快乐

⽣活，那么可以选择保留过去的

服务⼈员，继续使⽤他们。⻓者

可以和快乐⽣活联系，表达想要

继续使⽤原有服务⼈员的意愿，

快乐⽣活理解这种⻓期合作关系

的重要性，⼀定会竭尽所能确保

服务⼈员继续为⽼⼈服务。

 
最后，⻓者可以让快乐⽣活的护

理顾问推荐合适的服务⼈员。快

乐⽣活不会要求⽤⼾使⽤指定的

服务商或护理⼈员，但是在⻓者

有需要的时候，快乐⽣活可以推

荐讲中⽂的护理⼈员，由⻓者决

定是否使⽤。快乐⽣活拥有的服

务⼈员资源，全部是由其他⽤⼾

使⽤过后推荐⽽来的。如果⽤过

后觉得不满意，可以向快乐⽣活

反映，要求推荐其他的服务⼈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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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德勤经济咨询公司 (Deloitte
Access Economics)和Tract咨
询公司 (Tract Consultants)最
近对墨尔本宜居区域 (Domain
livable Melbourne)的研究，
South Yarra被评为是墨尔本最
受欢迎的区域之⼀。

 
这项研究评估了307个墨尔本区域
的17个指标，包括⽂化交融性、
适宜步⾏否、交通拥堵情况、咖

啡馆、购物中⼼、学校和公共交

通等，然后给每个郊区评选最终

的得分情况和整体排名。

 
1. South Yarra
 
在2015年的研究中，South
Yarra⾸次滑落⾄第⼆名后⼜再⼀
次夺回王座。该郊区在咖啡馆、

⽕⻋、电⻋、就业和步⾏适宜度

等类别中表现出⾊。当然，其犯

罪率的排名较⾼和道路拥挤（墨

尔本最糟糕的⼗⼤道路之⼀）是

该郊区的弊端。

2. East Melbourne
 
East Melbourne在这项研究中
⼀直表现很出⾊，在⽂化、咖啡

馆、就业、可步⾏等⽅⾯得分都

很⾼，以上列举的⼏项都排在所

有城市的前15名。该郊区最⼤的
问题在于学校数量有限、道路拥

挤和犯罪率问题。

6. Footscray
 
Footscray在零售业⽅⾯、⽂化
的兼容性、咖啡馆和⽕⻋电⻋等

领域表现突出。但也有突出的弱

点，即为学校有限、犯罪率问题

和公共开放空间有限。在该项研

究的前⼗名郊区中，该区的房价

是最低的。

 
7. Travancore
 
提到Travancore，⼤多数来墨
尔本的游客都曾去过这个地⽅。

2016年⼈⼝普查数据中显⽰该郊
区有2480⼈。该郊区的亮点在于
它离学校很近，其电⻋和步⾏都

较便利，唯⼀糟糕的问题是交通

拥堵问题。

 
8. Carlton North
 
Carlton North在⽂化、咖啡馆
和就业等⽅⾯表现出⾊。该区不

太理想的地⽅在于有限的地形变

化、交通拥挤和犯罪率问题。

 
9. Kooyong
 
Kooyong享受着⾼质量的⽂化、
咖啡馆、⽕⻋和绿化覆盖。得分

最低的⼏项为公交⻋、犯罪和交

通拥堵，⽽在零售和步⾏⽅⾯的

得分仅为平均⽔平。

 
10. Collingwood
 
Collingwood排名上升时因为其
步⾏指数得分较⾼，仅步⾏指数

在墨尔本所有郊区中排名第四，

在⽂化、零售、就业和教育⽅

⾯，均名列前⼗，得分最低的是

犯罪率、开放空间利⽤率和交通

拥挤。

3. Carlton
 
Carlton⾸次进⼊前⼗名的主要
原因在于加⼊⼀个全新的指标，

即可步⾏能⼒。当然除该项指标

外，该区在⽂化、咖啡馆和就业

⽅⾯也名列前⼗。但在犯罪问题

上和交通拥堵⽅⾯表现较差。

4. Fitzroy North
 
Fitzroy North是另⼀个因步⾏
能⼒⽽得分较⾼的郊区，此外，

郊区在教育⽅⾯突出，⼩学教育

排名第⼀；中学教育排名第⼗。

该区的弊端包括地形变化、交通

拥堵和犯罪情况突出。

 
5. Hawthorn
 
Hawthorn相对于其它郊区，在
各个⽅⾯表现较平均，美中不⾜

的是交通拥挤问题，那拥挤的道

路被评为是墨尔本最糟糕的地区

之⼀。



⽽由于旱情持续恶化，⼤坝⽔位

不断下降，下⽉，新州政府也将

在悉尼、Blue Mountains以及
Illawarra实施更为严格的、全新
的限⽔令。

 
据称，⼆级限⽔令将于今年12⽉
10⽇开始实施，⼀级限⽔令于今
年6⽉实施，这是⾃2003年的千
年⼲旱以来⾸次实施限⽔令。

 
根据新的限⽔政策，⺠众只能在

指定的时间内使⽤⽔桶或喷桶来

浇灌花园，只能使⽤⽔桶洗⻋或

去店⾥洗⻋，每天使⽤触发喷嘴

给游泳池及⽔疗中⼼加⽔的时间

限制在15分钟内。
 
⽔务部⻓Melinda Pavey表⽰，
据⽓象局预测，在持续⼲旱的情

况下，⾼温天⽓仍将继续。她

说：“我们正在竭尽所能的节约饮
⽤⽔，以确保在旱情持续的情况

下能有⾜够的饮⽤⽔。”
 
“依赖室外⽔的部分企业可以得到
豁免，如果有企业在实施⼀级限

⽔令时申请并获得了许可证，他

们可以与悉尼⽔务局取得联系，

许可证依然有效。”

⽔务厅厅⻓Lisa Neville表⽰，
现有海⽔淡化处理⼚的设计是为

了进⾏扩建，将处理能⼒从 150
GL提升⾄200GL，GL等于 10
亿升。Neville说：“我们将根据
维州的⻓期、短期⽤⽔需求，对

兴 建 ⼤ 型 海 ⽔ 淡 化 ⼚ 进 ⾏ 考

量。”2019年12⽉⾄2020年11⽉
的《⽔资源展望》报告显⽰，墨

尔本的⽔资源储量为63.9%，略⾼
于去年这个时候。

 
Neville说：“墨尔本地区的⽔供
应将不会间断，但⽓候变化和⼈

⼝增⻓意味着，我们需要继续投

资，如新建海⽔淡化⼚、循环⽔

和⾬⽔收集设施，来保障⽔供

应。”
 
限⽔令等级：

 
1级：实施期间，早上6-10点到晚
上6-10点之间可以随时浇⽔，但
只能隔天使⽤，且不能冲洗硬

地。

 
2级：实施期间，可以使⽤带有喷
嘴的软管给花园浇⽔；但草坪的

浇⽔时间有限制，只能在早上6-8
点和下午6-8点之间交替使⽤。不
能冲洗硬地。

 
3级：早上6-8点之间可浇花，但
需使⽤有喷嘴的⼿持软管浇⽔，

且隔天使⽤；禁⽌冲洗硬地；泳

池不得填满；现有的住宅或商业

泳池或⽔疗中⼼只能在早上6点到
8点之间使⽤⼿持软管、⽔桶或⽔
罐或使⽤⾃动注⽔装置进⾏补

充，且隔天使⽤。

 
4级：实施期间，不得给草坪浇
⽔；不得⽤⽔冲洗硬地；不得洗

⻋；⽔池只能⽤⽔桶盛⽔补⽔；

议会和学校不得给运动场或花园

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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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天，由于⽓候变化，维州

将迎来⼤规模⼲旱天⽓。于此同

时，由于降⽔量将低于平均⽔

平，整个州都可能实⾏限⽔措

施。届时，数千⼈或受影响。

 
政府提供给《星期⽇先驱太阳

报》的分析报告显⽰，⽬前，部

分地区已经颁布限⽔令。如果⼲

旱年继续下去，政府将在现有的

35亿澳元的Wonthaggi海⽔淡
化⼯⼚旁边建设第⼆个海⽔淡化

⼯⼚。

由于最近有降⾬，以及海⽔淡

化，墨尔本城区将不会颁布限⽔

令。但该州的其他地区就没那么

幸 运 了 ， ⼀ 些 城 镇 ， 如

Bairnsdale 、 Paynesville 、
Lakes Entrance等地的限制等
级将达到 4级。 4级限⽔令意味
着，受影响地区居⺠不能浇花，

不能冲洗硬⽔泥地，不能洗⻋，

游泳池不能填满⽔以及只能⽤桶

装⽔。如果⼲旱状况持续，许多

其他地区和乡村城镇的限制令可

能上升到 1或 2级。维州州⻓
Daniel Andrews表⽰，现有的
海⽔淡化⼯⼚ “⼏乎是满负荷运
转”，他认为有必要扩⼤规模。

她还表⽰，⾃⼀级限⽔令实施以

来，平均⽤⽔量从每天的200升
降⾄ 183升，她对此感到⼗分欣
慰。“悉尼⼈的平均淋浴时间为6
分钟左右，但如果可以缩⾄4分
钟，我们的可⽤⽔量就能延⻓数

⽉。”



联邦政府补助计划和居家养⽼津贴的获批标准是什

么？

 
在协助参与联邦政府补助计划与居家养⽼津贴评估

的过程中，评估员主要考虑的因素是：

 
1）需要获得护理的紧急程度；
2）需要获得护理的等级；
3）⻓者⽬前及未来可能的⾝体状况与家庭状况变
化；

4）⻓者的记忆能⼒和活动能⼒；
5）⻓者的家庭背景；
6）⻓者的⽤药情况和医疗历史；
7）⻓者对津贴申请的意愿等。
 
评估员基于以上因素考虑下批最适合⽼⼈的津贴项

⽬。但是⼤多数情况下，都会先下发联邦政府补助

计划，再通过重新评估下批居家养⽼津贴。主要有

两个原因：

 
1） 居家养⽼津贴等待时间较⻓，⼀般为12到18个
⽉；

2）联邦政府补助计划就能满⾜当前的护理需求。
 
联邦政府补助计划和居家养⽼津贴可以同时使⽤

吗？

 
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联邦政府补助计划和居家养⽼

津贴是可以同时使⽤的。只要符合以下四种情况：

 
1） 持有较低等级居家养⽼津贴的⻓者，如果正在
⼀个⾝体的恢复期（如术后恢复），那他们可以继

续使⽤或者增添联邦政府补助计划中的短期的联合

医疗服务（Allied Health and Therapy）或者
护⼠服务（Nursing）；
2） 所有持有居家养⽼津贴的⻓者，在津贴完全到
位但是照看者 (Carer)要求的情况下，就可以使⽤
联邦政府补助计划中短期托管看护的服务；

3） 所有持有居家养⽼津贴的⻓者，在津贴完全到
位但是情况紧急时，就有机会同时获得⼀些联邦政

府补助计划中的短期服务。但是这种服务的使⽤是

有时间限制，且受到监督以及要被检查的；

4） 最常⻅的情况是，已经获批3级或者4级，但是
先发放1级或2级居家养⽼津贴的⻓者，在他们较低
等级的津贴完全到位时，还可以继续使⽤联邦政府

补助计划中的家居改造项⽬来保证家居安全。

联邦政府补助计划和居家养⽼津贴是什么？

 
联邦政府补助计划（Commonwealth Home
Support Program）开始于2015年7⽉1⽇，是
澳洲养⽼系统的初级护理补助。更⾼级别的护理补

助 包 括 居 家 养 ⽼ 津 贴 （ Home Care
Packages），以及养⽼院护理（Residential
Aged Care）等，形成⼀个完整的养⽼系统，为
⻓者提供不同类别和需求的护理补助。

 
联邦政府补助计划作为初级补助，⽬的是为需求等

级较低的⻓者提供护理服务，让他们可以独⽴安全

地居家养⽼以及参与社区活动等。

 
居家养⽼津贴属于中级补助，⼀共分为4个等级，
满⾜⻓者不同程度的护理需求。可⽤的范围远远⼤

于联邦政府补助计划，为⻓者提供更为密集和持续

的服务。

 
如何使⽤联邦政府补助计划进⾏过渡？

 
居家养⽼津贴作为较⾼级别的护理补助，可以让⻓

者使⽤更为⼴泛的服务，包括膳⻝准备，交通补

助，个⼈护理（Personal Care）等。⽽联邦政
府补助计划作为低级的护理补助，⽬的是服务于更

多符合资格的⻓者，确保他们尽可能地获得护理服

务，改善⽣活质量，减轻家庭负担。 
 
居家养⽼津贴获批难度较⾼，联邦政府补助计划则

⽆论是在等待时间还审核要求上都相对较低。所以

⼀般来说，联邦政府补助计划会作为获批居家养⽼

津贴前的过渡。

 
⻓者可以先使⽤联邦政府补助计划中包含的服务，

当⾝体状况、精神状况或家庭状况等产⽣较⼤变化

⽽有更⾼护理需求时，再次致电⽼龄服务部，要求

重新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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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长者投稿

欢迎长者朋友积极投稿。作品获奖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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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这⼀年的秋天，引弟的⼥⼉秀妹病了，

躺在床上盖了厚厚的棉被还说冷，卷曲着⾝

⼦，⼀阵⼀阵地打着颤，引弟把⼀件⼤棉袄

压在棉被上，问她要不要喝⽔，孩⼦摇摇

头，引弟就去菜地⾥忙活去了。待太阳西

落，引弟从菜地⾥回来，⻅⼥⼉满⾝是汗，

额头烫呼呼的，两只⼩⼿⽰擎起状，可把引

弟吓得“哇！”了⼀声，转⾝就去把阿⽑嫂请来
了。阿⽑嫂虽⾄今膝下⽆⼉⼥，但她⽐引弟

早⽣过俩胎，她的⺟亲是个接⽣婆，她的丈

夫经营茶酒担⾏当，专⻔为⼈操办红⽩喜

事，她⽣活在这两个最亲近的⼈⾝边，久⽽

久之⽿濡⽬染，让她⽐别的⼥⼈知道得多，

懂得的也不少。加上她是个热⼼⼈，有问必

答，有难必助，谁家有事找到她，从来没有

推诿过。阿⽑嫂便很快来到秀妹的床前，熟

练地摸摸额头，再在颈背上撩了⼀把，湿漉

漉的，便揭去了那件⼤棉袄，让引弟端来⼀

碗⽔，哄着孩⼦喝了下去。阿⽑嫂想到了那

颗久放在家⾥的药丸，像孩⼦玩的弹⼦那么

⼤。她的第⼆个⼉⼦⻓到⼀岁半了，也是⾼

烧、抽筋什么的，原以为睡⼀觉出出汗⾼烧

就会退下去的，谁知第⼆天依旧⾼烧、抽

筋，于是她的男⼈阿⽑花了很多钱从中药铺

⾥买回了两颗药丸，取⼀颗在⽔⾥化解后，

慢慢地往孩⼦嘴⾥灌，谁知孩⼦嘴⾥的药⽔

⼜从嘴⻆流出来，孩⼦已经滴⽔不进，没多

久孩⼦就⾛了，药丸没能救住孩⼦的命。阿

⽑嫂真⼼诚意地对引弟说：

（二）
 

秀
妹
病
 了 

稿/胡庸

“我那可怜的孩⼦，硬是被我耽搁了，要是早
点让他服了药丸，兴许不会没命的。现在家

⾥还有⼀颗药丸，放着也是放着，救命要

紧，趁早让孩⼦服了，别管钱不钱的事。”引
弟听着早就泪流满⾯，差点没有下跪，把着

阿⽑嫂的⼿臂说：

“你是个⼤好⼈，菩萨⼼肠，⼤慈⼤悲，我们
⼀家⼦记住你的恩德！”于是阿⽑嫂很快从家
⾥取来了那颗药丸，与引弟⼀起忙乎了⼀阵

⼦后，让孩⼦服⽤了。第⼆天，秀妹居然能

下床玩了，于是⼈⼈都说那药丸灵验，救了

⼀条⼩命。第三天秀妹还是早早起了床，搬

只⼩凳⼦坐在屋檐下，很乖很乖的，只是不

太愿意多说话。第四天的傍晚，她⼜说冷，

早早就上了床。夜半脑⻔⼦⼜烫呼呼的，只

是没上次烧的厉害。引弟想待天亮了把阿⽑

嫂找来，看看到底是啥个原因，如此冷⼀阵

热⼀阵的。早晨引弟忙了⼀阵⼦家务后，秀

妹醒来就嚷着要起来，引弟摸摸⼥⼉的额

头，不烫⼿，很正常，只是⼏天的折腾已把

⼥⼉的⼩脸折腾得⼜⻩⼜瘦。引弟替⼥⼉穿

着好后，盛了⼀⼩碗⻨头粥让她吃，秀妹吃

了⼏⼝摇摇头不再吃了，引弟想⼥⼉病了⼏

天，胃⼝未开，只要不再冷⼀阵热⼀阵的，

就不会有事，于是仍然让她坐在屋檐下，⾃

⼰到菜⽥⾥忙去了。太阳正中的时候，引弟

也感到有点饿了，便回屋来简简单单地做了

点饭菜，像往常⼀样，让秀妹从筷⼦筒⾥抽

两双⽵筷⼦，秀妹的⼩⼿却抓了（续下版）



渠道突然被疏通了⼀样，他来了

⼀股猛劲，埋头拼命地坌着地。

引弟⼏次来唤他吃晚饭，他只说

了声“不饿”只管坌地，直到圆圆的
⽉亮⾼挂在当头，他才收⼯进

屋，草草地扒⼝饭算是结束了⼀

天的疲劳倒在床上继续着⽩天的

⾟劳。

 
时间是磨平伤痕最好的良药。阿

奎夫妇俩埋头于菜园⼦⾥，渐渐

地从丧⼦的悲痛中摆脱了出来。

⾄于⼥⼉秀妹失去记数能⼒这已

是既成事实，但她⽿没有聋，嘴

没有哑，四肢健在，⽇常⽣活⽤

语，能听能说，将来靠⼀双⼿养

活⾃⼰应该是不成问题的。这么

⼀想，夫妻俩也就把⼼思集中在

菜园⼦⾥了。阿奎还像之前⼀

样，⽩天提着饭盒⼦过⻩浦江去

⼚⾥上班，只是⽐之前起得更早

睡得更晚，抢着时间把菜园⼦⾥

的重活、细活做完，⽐如坌地、

挑⽔浇菜、担粪施肥这是重活，

他⼀定做在前，决不留给引弟去

做；选种育秧，这是细活中的细

活，技术性很强，他不放⼼别⼈

插⼿，总是⾃⼰动⼿，认认真

真、⼩⼼翼翼地把它做好。松⼟

除草、扎藤压藤这是引弟的任

务。你还别说，尽管阿奎掌管着

地⾥的重活、细活，但这亩把菜

⽥的护育管理也够引弟忙的了。

引弟每天泡在菜园⼦⾥，秀妹也

整天在妈妈⾝边转悠着。

（接上版）⼀把筷⼦放在桌⼦

上，引弟咦了⼀声也没说什么。

到吃晚饭时，引弟有意让⼥⼉抽

三双筷⼦，⼥⼉却还是抓来了⼀

把筷⼦，这让做⺟亲的感到惊

讶。以往每到晚饭前，秀妹总是

抢先⼀步，从筷筒⾥抽出三双筷

⼦，整整⻬⻬地放在⼩⽅桌上，

还会指着筷⼦⾃语着：“这是阿爸
的 ， 这 是 阿 妈 的 ， 这 是 秀 妹

的。”为什么现在是这个样⼦？难
道⼏天前的冷⼀阵热⼀阵烧坏了

脑⼦？难道这药丸...引弟不敢往下
想，只希望她的观察与推测不是

结论⽽是⽚⾯的，⼀时的现象。

然后很快她发现原本聪明乖巧的

秀妹，现在变得迟钝呆愣了。秀

妹在五岁那年与⼏个⼩⼥孩在堤

岸上挑⻢来头，不⼀会⼉连⽐她

⼩⼀岁的⼥孩篮⼦⾥已堆满了⻢

来头，唯独秀妹提着空篮从这头

⾛到那头，在堤岸上忙个不停，

寻找着⻢来头。再后来渐渐地证

实她脑⼦⾥⼏乎没有数字概念。

 
“秀妹，你⼏岁了？”没有回答。
 
“你家⾥⼏个⼈？”还是没有回答。
 
“秀妹，你很聪明，告诉我⼀只⼿
⼏ 个 ⼿ 指 头 ？ 两 只 ⼿ ⼏ 个 指

头？ ”她⼲脆扭头⾛了。引弟急
了，这可怎么办？这孩⼦不是废

了吗？难道是那颗药丸酿成的恶

果？作孽呀！哪个⺟亲不希望幼

⼩的⽣命能健健康康地成⻓？偏

偏是⾃⼰亲⼿给她服⽤了那颗药

丸，消泯了⼥⼉与⽣俱来的聪明

和乖巧，在她今后的⼈⽣路上设

下了⼀个不可逾越的障碍。引弟

早已哭成了⼀个泪⼈，阿奎坐在

旁边的⼩凳上，看在眼⾥痛在⼼

⾥，闷烟⼀⼝接着⼀⼝，良久，

⻓叹了⼀⼝⽓起⾝说：

 
“秀妹，你很聪明，告诉我⼀只⼿
⼏ 个 ⼿ 指 头 ？ 两 只 ⼿ ⼏ 个 指

头？ ”她⼲脆扭头⾛了。引弟急
了，这可怎么办？这孩⼦不是废

了吗？难道是那颗药丸酿成的恶

果？作孽呀！哪个⺟亲不希望幼

⼩的⽣命能健健康康地成⻓？偏

偏是⾃⼰亲⼿给她服⽤了那颗药

丸，消泯了⼥⼉与⽣俱来的聪明

和乖巧，在她今后的⼈⽣路上设

下了⼀个不可逾越的障碍。引弟

早已哭成了⼀个泪⼈，阿奎坐在

旁边的⼩凳上，看在眼⾥痛在⼼

⾥，闷烟⼀⼝接着⼀⼝，良久，

⻓叹了⼀⼝⽓起⾝说：

 
“别哭坏了⾝⼦，绝了⾃⼰的后
路。”算是安慰，也算是告诫，然
后转⾝就去了菜⽥⾥。这时已是

旁晚了，往常阿奎早已在菜⽥⾥

忙了好⼀阵⼦了，可今天他实在

提不起精神来，在菜⽥⾥，也只

是像⽊偶那样机械地拨动着⼿和

脚。直到天⾊全⿊，像堵塞了的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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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城⾥的⼩丫头到了乡下啥都

觉得新鲜的，⼤⼈们在屋⼦⾥相

亲，我就在院⼦⾥横着的⽊梁上

来来回回的⾛独⽊桥，不知觉中

篱笆外已围拢了不少看热闹的乡

亲：“看，城⾥来的⼩囡呦，养得
⽩⽩胖胖的，多⽔灵呀！”独⽊桥
上扎着两根⿇花辫的我在议论声

中羞涩地跑进了屋。屋内⼤⼈们

的谈话我⼀点也听不懂，只能⽆

聊地趴在窗台上数⻜落在树上的

⿇雀仔，忽然跑来⼏个⼩孩占领

了我的独⽊桥。我⼀时情急冲了

出去，却⼜怯怯地⽴在⽊梁边拧

着⾐⻆不知如何搭腔。⻁头⻁脑

的阿良⾛过来说： “来⼀起玩
吧！”⼩孩⼦是最容易交朋友的。
独⽊桥玩腻后，我们穿过⼏⼾零

落的农宅，来到了草垛场，⼀个

个⾼⾼的⾕堆正⽅便我们躲迷

藏。春阳正暖呀，我们跑累了靠

在松软的⾕堆上⾯，听蜜蜂像轰

炸机⼀样嗡鸣，在眼前绕来绕

去。我伸⼿想捉，阿良赶紧拦

我：“当⼼，蜜蜂会蜇⼈很痛的！
你喜欢我帮你捉，等我！ ”⼀会
⼉，阿良拿来两只装酱菜的空玻

璃瓶，叫上⼩伙伴⼀起在空中⻜

舞⼿中的瓶，不⼀会⼉就有⼏只

蜜蜂被兜进了瓶中，他快速盖上

瓶盖郑重地递给我说：“喏，送给
你了！”
 
⺟亲和阿良娘来招呼我们回家，

路过⼀⼾院⼦，院⼦⾥有⼀棵盛

开的桃花树像⼤⽚粉红的朝霞悬

在茅草屋顶上，美极了！我站在

篱笆外贪慕地看着，好想折⼏⽀

回家哦，阿良娘想是看出了我的

⼼思说：“这是五叔公家的桃树，

每年要结勿少⽔蜜桃，赶集卖到

镇上能帮五叔婆换治病的钱，所

以呀五叔公把桃树看得可紧呢，

没有哪只‘⼩猢狲’ 敢在他家院⼦⾥
偷桃⼦的。”我悻悻地⼀步⼀回头
地跟着娘⾛了。

 
第⼆天清早醒来，我欣喜地看⻅

墙⻆多出了⼀盆⼩⼩的桃花树，

起⾝时，阿良娘关照说：“五叔公
听说你喜欢他家的桃花树欢喜得

勿得了，叔公讲喜欢花的⼩囡总

是最最⼼善的。于是就剪了壮的

⼀枝扦插在盆⾥厢，让你带回城

⾥好⽣养着，还特意关照侬勿忘

了浇⽔哦。 ”我细细地数了好⼏
遍，枝上有⼗⼀朵花⻣朵呢，⺟

亲说过⼀朵花就结⼀只桃，那五

叔公不就少了⼗⼀只桃⼦吗。

 
⻓途⻋上我⼀直捧着蜜蜂罐看⼩

蜜蜂在瓶⼦⾥转圈圈，阿良已经

帮我在盖⼦上钻了好⼏个⼩孔，

说不透⽓蜜蜂会闷死的。⻓途⻋

在乡村路上颠来颠去最让⼈犯

困，我迷迷糊糊地就依着⺟亲睡

着了。不知过了多久，⺟亲摇醒

我说到站了，我关切地望了⼀眼

蜜蜂罐， “啊！蜜蜂怎么都不⻅
了！” 我抽泣着问⺟亲，⺟亲说：
估计蜜蜂是舍不得离开家乡，从

⼩孔中⻜⾛了。我将信将疑地望

着⺟亲抹着眼泪，想不通那么⼩

的⼩孔蜜蜂怎么能钻出来呢？⻓

⼤以后想：定是⺟亲乘我睡着时

把蜜蜂放⽣了，提起困扰我多年

的这个童年疑问，⺟亲说时隔久

远她早已不记得那些陈年往事

了。

 
好在没有了蜜蜂还有⼩姨帮我提

着的桃花树，那盆⼩桃花树我记

得五叔公的关照，⽇⽇得空就去

给它浇点⽔，结果花落了枝枯

了，定是我浇⽔太勤太涝了，不

过离开⽣养它的那⽚热⼟，它⼜

怎能⻓成枝繁叶茂开花结果的⼤

桃树呢。后来，⼩姨也没相上那

⽊讷的后⽣。但那桃花村⾥发⽣

的点滴往事却深深地烙印在了我

童年的记忆中，陪伴我⾛过了半

个世纪⾛到了天涯海⻆，如今每

到南半球春暖花开时节，我总不

免望着窗外的满树繁花泛起阵阵

的思乡之情。

稿/简西

梦里不知身是客

浮生雪痕 稿/马永兴
⽩鹦鹉

鹦吃绿草地，⼀步⼀头摇。

外形可谓美，发声乌鸦叫。

 
枇杷

新种枇杷⼀⼈⾼，叶⼤如扇⻛中摇。

期待吃到枇杷果，⾦⾊美味胜梨桃。

 
偶成

蓝天⽩云飘，轻⻛绿枝摇。

⽩蝶⻜点花，⻩红未须挑。

 
⼣阳

坐看⼣阳⽆限好，群⻦⻜鸣⼊⾼梢。

劝君留⼼莫⾛神，刹那半天彩霞消。

⼀ 
特特偕友去寻春， 姹紫嫣红闹纷纷。
百花殷勤相迎送， 与君同是画中⼈。 

⼆ 
朵朵杜鹃⽓象佳， 万紫千红是我家。
莫道须眉⽆情趣， 七尺男⼉也爱花。

三 
杜鹃园⾥百花⾹， 五彩缤纷红映⻩。
谁持画笔添丽⾊， ⼈间正道是春光。

四 
杜鹃丛中花⾬⻜， 欢声笑语⼈陶醉。
悠然漫步林间路， ⽇落西⼭⼈忘归。

五

草树作伴绿为友， 红⻩铺地⽩满头。
⼀路潇洒花相助， ⼈⼈活过九⼗九。

游杜鹃园诗 稿/王传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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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岁，进幼⼉园读⼩班。他

⼤⼿、⼤脚、⼤个⼦，坐在最后

⼀排的正中间，⽼师说他是“⼤种
鸡”，吃饭的时候总是给他多添⼀
碗。

 
我虽说是在“⽂⾰”期间读的⼩学和
中学，但⼤学四年是认认真真读

出来的，如今也算是个正⼉⼋经

的⾼级⼯程师。乱七⼋糟的书是

读了⽆数，⼩说、散⽂什么的也

发表过⼏篇，⾃认为是个有点学

问的妈妈。不料⼉⼦⾃从进了幼

⼉园，随⼝⼀个问题就常常让我

⽆法回答，倒叫我怀疑起⾃⼰的

能⼒了。

 
⼉⼦很善于总结规律，⼀⽇，⺟

⼦俩散步，⻅⼀⼥孩撒娇。平时

被我灌输了许多男⼦汉精神的⼉

⼦将⼩⼿⼀背，乜眼⾛过，嘴⾥

却说：“⼥孩⼦就是爱撒娇。”于是
继续往前⾛，没⾛⼏步却⼜回头

问我：“妈妈，你也是⼥孩，为什
么你不撒娇？”⼀时间问得我百感
交集，不知该怎么向他解释我这

个原本也会撒娇的⼥孩⾃从被他

唤着“妈妈”后，便再没了撒娇的资
本了。

 
怀孕的时候，我正热衷于武侠⼩

说，不论⽩天⿊夜地将古⻰、⾦

庸看得⼀塌胡涂。“⼥前辈们”指点
道：“别看太多书，不然会把眼睛
看坏的。”我笑答：“眼下不是正提
倡胎教吗？将来我⼉⼦的功夫⼀

定很棒！ ”后来我果然⽣了个⼉
⼦，但我的⼉⼦却没有依照胎教

理论“⾝怀绝技”，反⽽⼀如琼瑶笔
下的多情⼩⽣。⼀天，从幼

⼉园回来就问：“妈妈，我喜欢王
⾈⾈，王⾈⾈也喜欢我，你说怎

么办？”我听了⼏乎晕过去，⽼半
天才缓过⽓来反问他该怎么办，

不料他却只是轻描淡写地说：“那
就跟她玩呗。 ”事后才知道所谓
的“我喜欢她，她也喜欢我”不过是
因为我那⻓得⽜⾼⻢⼤的⼉⼦喜

欢别⼈喂他吃饭，⽽那个⼥孩⼉

⼜恰好喜欢喂别⼈吃饭。⼜过了

⼏天，再问及王⾈⾈时，⼉⼦说

他现在已经不喜欢王⾈⾈了，他

现在喜欢的是陈露，因为陈露笑

起来很好玩！这时我已经可以做

到⻅怪不怪，反正离我考察⼉媳

妇的⽇⼦还远着呢！从那以后，

我便理直⽓壮地抨击所谓的“胎教
理论”，并且劝那些希望⼉⼦勇猛
如史泰⻰的孕妇们赶快回家去

读“琼瑶”。
 
⼉⼦⼀度想要个弟弟，问我：“妈
妈，你什么时候⽣个⼩弟弟给

我？”我只好向他解释计划⽣育条
例，他却不服：“谁说不能⽣两个
⼩孩？奶奶⽣了⼀个爸爸，怎么

⼜⽣了⼀个叔叔呢？”“那是以前⽣
的。”“那你以前为什么不先帮我⽣
⼀个⼩弟弟？”在我哭笑不得的时
候，他⾃⼰却有了答案：“我知道
了，现在不是⽣⼩孩的时候。”说
完就⾃顾⾃地玩⼉去了，丢下我

在⼀边半天也没从他的⽭盾中解

脱出来。他从此不再要求我给他

⽣个⼩弟弟，却⼏次在我逗着熟

⼈的⼩孩时要求：“妈妈，我们把
这个⼩弟弟偷偷抱回家吧。”
 
⼉⼦五周岁的那个“六⼀”，天河体
育中⼼有游园活动，我带着⼉⼦

去了。在那⾥遇到两个与⼉⼦同

班的⼥孩，三个⼩孩玩到⼀起去

了，三个⼤⼈趁机坐在树阴下

休息。过了⼀会⼉，三个⼩孩过

来要钱买雪糕，我下意识地注意

到他们从９号楼梯进了体育馆，

离开的时间⼀⻓，三个⼤⼈就着

急了，于是开始去寻找他们。才

⾛到７号楼梯⼝，却⻅⼉⼦⼀脸

焦急，拉着⼀个配戴胸卡的⼯作

⼈员说： “阿姨，我的妈妈不⻅
了，她刚才还坐在这⾥。”⼀边说
⼀边拿⼿指着７号楼梯⼝前的树

阴处。问另外两个⼩⼥孩的去

向，⼉⼦却答不知道，原来三个

⼩孩就雪糕的品种问题发⽣了分

歧，⼉⼦少数不服从多数，⼲脆

就⾃⼰⾛⼈了。再问及两个⼥孩

的下落，他⼩先⽣兜头⼀句：“我
⼜不是她们的爸爸，我⼲嘛要管

她们去哪⾥？”噎得三个⼤⼈不知
如何是好，只得站在那⾥⼲瞪

眼。那⼀天，我拉着⼉⼦的⼩

⼿，在成千上万个游园的⼩孩堆

⾥寻找那两个⼩⼥孩。所幸两个

多⼩时后，得知她们已被⼈送回

单位幼⼉园了，否则我真不知那

⼀天该怎么收场。⼉⼦从此不喜

欢去天河体育中⼼，说是⾛路累

死⼈。

稿/冷雪

妈妈无法回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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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春节活动预告
墨尔本

Footscray 春节庙会

东 方 遇 见 西 方 节 日 欢 迎 所 有 人 来
Footscray中心庆祝农历新年。每年，该
音乐节吸引了墨尔本周围成千上万的当
地人，他们热爱霍普金斯街充满活力的
娱乐氛围。适合所有年龄段的这个挤满
了一天的人不会感到失望。孩子们会喜
欢玩许多诱人的嘉年华游戏，并喜欢提
供的游乐设施。如果您喜欢音乐和娱
乐，请放松身心，欣赏当地越南乐队的
音乐，或者陶醉于“舞狮和爆竹”的刺
激中！

日期：2019年1月13日，星期日
时间：上午10点至晚上10点
地点：维多利亚州Footscray霍普金斯街

Springvale 春节庙会

日期：2019年2月3日，星期日
时间：早上10点至晚上11点
地点：斯普林维尔购物区（白金汉大
道，温莎大道和皇后大道）街

2月3日上午10点至晚上10点，白金汉大
道购物区将变成一个色彩缤纷，生机勃
勃的空间。在将要展出的众多市场摊位
上漫游，以及令人惊叹的娱乐节目，其
中包括在Springvale Shpoping Precinct
街上的传统舞狮，现场音乐表演和鞭
炮。

悉尼

悉尼农历新年庙会文化节

日期：2019年2月8号，星期六
地点：Sydney Belmore Park, Haymarket

欣赏美轮美奂花灯的同时，也不忘到数
十个灯会摊位中逛一番。在传统年货摊
位中，游客们找寻着极具中国传统色彩
的小物件们，灯笼、古典丝绸扇子、传
统禾穗耳饰、竹伞等等精美的小商品让
游客切切实实体会到了“买年货”的乐
趣，也唤起不少人童年时期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