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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养⽼津贴是澳洲政府为了帮

助65岁以上⻓者能够更⻓久地在
家中独⽴⽣活⽽设置的补助基

⾦。

 
随着近期皇家委员会对养⽼⾏业

进⾏审查，⼤量养⽼机构不合规

范的⾏为被曝光，政府⿎励有条

件的⻓者选择居家养⽼，因此也

有越来越多的⻓者开始申请居家

养⽼津贴。

 
申请⼈数的增加意味着等待津贴

获批的时间也将被延⻓，尽管政

府承诺新增10,000个居家养⽼津
贴名额，同时加⼤投⼊改善这⼀

现状，但就⽬前⽽⾔，这仍然是

⻓者需要⾯对的问题。

 
所以，最好的选择就是尽早申

请，尽早进⾏评估。以下是4个您
应该这么做的原因：

 
1. 您从申请到获批津贴最多可能
需要等待2年的时间。
 
皇家委员会对居家养⽼津贴的关

注重点之⼀就是其漫⻓的等待时

间，⼤部分⻓者在申请后需要等

待18个⽉才能获得津贴。
 

所以您应该尽早开始申请，确保

您在需要的时候能够⽤上津贴；

2. 在等待津贴下发期间，您的护
理需求可能会增加。

您永远⽆法预测未来的情况会如

何发展。在通常情况下，当⻓者

收到津贴时，护理需求就已经发

⽣了变化。

如果您的情况有所改变，并且有

了更⾼的护理需求时，您可以联

系⽼龄服务部要求重新评估。

如果您之前已经接受过评估，这

⼀进程将变得更加容易，因为他

们已经记录了您的姓名和初始护

理需求；

3. 您可以先使⽤联邦政府补助计
划（CHSP）。

在等待居家养⽼津贴的过程中，

⻓者可能会获得⼀些临时补助来

度过等待的时间。

联邦政府补助计划可以为需要帮

助的⻓者提供⼀系列⼊⻔级的⽼

龄护理服务维持居家养⽼⽣活。

联邦政府补助计划向服务商提供

资⾦，以较低的价格为⻓者提供

护理和服务。

虽然联邦政府补助计划并⾮⻓者

改善居家养⽼⽣活质量的⻓期⽅

案，但是的确可以在等待的期间

缓解压⼒；

4. 如果您没有申请居家养⽼津
贴，其他⼈将会占⽤这个名额。

很多⻓者会认为，“其他⼈⽐我更
需要这份津贴“，这种想法⼗分善
良，但是如果您想要⻓期独⽴地

在家中养⽼，最好尽早对未来的

⽣活做出规划。

如果您有资格申请居家养⽼津

贴，并且希望⻓期在家中养⽼，

那么您最好尽早开始申请评估。

即使您只需要⼀些清洁、除草等

⽅⾯的服务，或者想要有⼈陪您

每周去超市买菜，也值得去争取

获得帮助。

寻求帮助并不意味着您会丧失独

⽴性，与之相反，您可以留下更

多时间来做⾃⼰想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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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早申请居家养老津贴的4个理由
稿/快乐生活居家养老



快乐⽣活⼀直希望更多的华⼈⻓者能够⾃主管理居

家养⽼津贴。在快乐⽣活，⻓者仅需⽀付13%的管
理费率，就可以⾃主选择使⽤何种服务，何时使⽤

服务，以及由谁来提供服务，真正做到⽀付更少费

⽤，享受更多服务。随着快乐⽣活不断向华⼈社区

普及居家养⽼津贴相关知识，向⻓者提供优质的管

理服务，在⾃主管理模式愈发成熟的同时，快乐⽣

活也逐步成⻓为居家养⽼津贴管理⾏业的领航者。

快乐⽣活把⻓者的需求放在第⼀位，为⻓者提供值

得信任的服务和帮助。

 
快乐⽣活的顾问团队时刻了解⻓者的实际需求，在

各个阶段解决不同的问题。在⻓者尚未获得津贴

时，会向⻓者介绍居家养⽼津贴的申请条件和申请

⽅法，以及评估时的注意事项；在⻓者选择管理机

构时，会指导⻓者如何⾃主管理津贴，最⼤化使⽤

服务项⽬及服务时⻓；在⻓者和快乐⽣活签约时，

会帮助⻓者熟悉选择服务商和护理⼈员，以及如何

⽤⼿机报帐等基本流程，让⻓者可以更顺利地⾃主

管理津贴；在⻓者加⼊快乐⽣活后，会保持和⻓者

的沟通联系，定期了解⻓者⽣活和健康状态的变

化，⼒求让⻓者接受到最合适的护理服务。对于有

更⾼护理需求的⻓者，快乐⽣活会及时为其调整，

提供更适合的护理⽅式。除此之外，快乐⽣活开通

了中⽂服务热线和微信客服号，确保在⻓者遇到问

题时，能够尽快给予帮助和解答。

 
除了在收费上做到最低，在服务上做到最好，快乐

⽣活希望在更多⽅⾯能够为了⻓者提供便利和⽀

持，让⻓者享受到更好的居家养⽼⽣活。快乐⽣活

定期在公司总部进⾏讲座，为⻓者提供现场了解居

家养⽼津贴和⾃主管理模式，以及解答个⼈实际问

题的机会。另外，每周会在⽹站，报纸，微信，⼴

播等不同渠道发布相关资讯，确保关注不同平台的

⻓者都能及时接收到最新消息。

 
快乐⽣活⾃主创办的《快乐·⽉刊》持续发⾏中，

进⼀步丰富了⻓者的精神⽣活。⻓者不仅可以了解

到澳洲养⽼相关的最新资讯和时事新闻，还能欣赏

到同龄⼈创作的诗歌、绘画、摄影、散⽂、⼩说、

⼿⼯等艺术作品，也⿎励⻓者向快乐⽣活投稿，施

展才华天赋，培养兴趣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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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生活，做让长者信任的居家养老津贴管理机构
稿/快乐生活居家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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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活每个⽉都会举办⼤型活动，让⻓者的居家

养⽼⽣活和社区⽣活相结合，结交更多好友，享受

⽣活乐趣。⾃去年以来，从9⽉份的快乐·庆中秋⽂
艺演出，10⽉份的快乐·观电影，快乐·⻬相聚，到
11⽉的快乐·⻬相聚悉尼专场，我们希望⻓者能够体
验到线下活动带来的快乐。在新的⼀年⾥，快乐⽣

活将会继续组织不同类型的⽼年活动，如本⽉正式

启动的⽼年活动中⼼等，让更多⻓者可以了解居家

养⽼津贴和⾃主管理模式，提⾼居家养⽼⽣活的质

量。

快乐⽣活的⽉刊、活动、讲座、答疑等都不仅限于

会员，只要是在澳洲⽣活的⻓者，不管是否拥有居

家养⽼津贴，或者是否选择⾃主管理模式，都欢迎

参与其中，只要⻓者能从中有所收获，或者享受到

了快乐，我们就⼼满意⾜了。快乐⽣活感谢澳洲各

地⻓者对我们⻓期以来的信任与⽀持，我们也会怀

揣着这份感激之情，继续为⼤家提供更好的服务和

帮助。



快乐 ·中⼼的启动离不开⻓者朋友
们对快乐⽣活的信任与⽀持，活

动中⼼的后续发展同样继续需要

⼤家的建议与帮助。快乐⽣活欢

迎⻓者朋友们对活动中⼼的主

题、内容、项⽬、流程等提出意

⻅，⼀经采纳，不但会送上礼品

奖励，还有机会参与到活动中⼼

的运作中，成为快乐 ·中⼼的名誉
理事会成员！

快乐 ·中⼼⾯对公众开放，欢迎⼴
⼤⻓者朋友参加。⽆论您是否在

快乐⽣活⾃主管理居家养⽼津

贴，只要您有兴趣结交⽼友，有

兴趣参加活动，有兴趣学习才

艺，有兴趣丰富知识，就可以加

⼊我们⼀起快乐，⼀起吃喝、玩

学、养⾝、健康！想要了解快乐 ·
中⼼更多活动详情，请拨打快乐

⽣活中⽂服务电话： 1300 911
728，转接丘先⽣，或打开微信扫
⼀扫上⽅海报识别⼆维码，添加

快乐⽣活客服号咨询。

同时，快乐 ·中⼼会举办各种⼤型
的⽂艺演出活动。每逢重⼤传统

节⽇，如春节、元旦、端午、中

秋、重阳等，快乐 ·中⼼将继续送
上各种丰富有趣的庆祝活动，让

⻓者可以开⼼观赏甚⾄参与其

中，⾝在异国他乡依然能够感受

到浓厚的中国传统⽂化氛围。另

外，快乐 ·中⼼会在每年春暖花开
之际，挑选适合⻓者的线路，带

领⼤家⼀起快乐出游，在居家养

⽼和社区活动之外感受澳洲当地

的⻛⼟⼈情。

由快乐⽣活筹备半年、精⼼打造

的墨尔本⻓者活动中⼼——快乐·
中⼼在今年春节前就与⼤家⻅⾯

啦！⾃1⽉15⽇起，每周三上午10
点到下午2点，于Box Hill博⼠
⼭市政厅， 1022 Whitehorse
Road Box Hill VIC 3128，快
乐 ·中⼼成为了墨尔本华⼈⻓者培
养兴趣爱好、学习养⽣知识、结

交⼋⽅好友的⼤本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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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快乐生活居家养老

快乐生活·快乐月刊

快乐生活·快乐月刊

有别于传统的⽼年会或者⻓者活

动中⼼，快乐 ·中⼼将在每个⽉根
据各种精彩有趣的活动主题，安

排⻓者学习陶艺制作、书法绘

画、唱歌跳舞等，培养兴趣爱好

修⾝养性；进⾏健康养⽣、护理

服务、⾃主管理等各种主题的知

识讲座，提⾼⻓者居家养⽼的⽣

活质量；最有意思的是，快乐 ·中
⼼还将定期组织棋牌⿇将，⽼年

运动会等游戏项⽬，让⻓者有机

会赢取各种精美礼品。

考虑到部分⻓者出⾏参加活动交

通不便，在每周三的活动⽇，快

乐 ·中⼼会在活动地点周边华⼈居
住较多的区域设置接送点，安排

专⻋接送⻓者来往。在中午饭点

时也会为⻓者准备好餐点，让⼤

家可以尽情玩乐⽆需担⼼交通和

伙⻝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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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机构接收推荐代码以后，将

会激活⻓者的居家养⽼津贴。

如何转换管理机构？

在决定更换居家养⽼津贴管理机

构之前，⻓者应该先与当前的管

理机构确认提前通知时间和退出

⾦额等。

确定新的管理机构以后，⻓者需

要致电1800 200 422与⽼龄服
务部联系，重新激活推荐代码。

⻓者需要向新的管理机构提供新

的推荐代码，然后才能开始使⽤

新的管理服务。

如果⽼龄服务部告诉⻓者⽆法重

新激活推荐代码，那说明⻓者提

供的是错误的代码。只有居家养

⽼津贴推荐代码能够被重新激

活，⽽联邦政府家庭服务补助计

划的推荐代码则不可以。

转换机构时，⻓者还需要通知当

前的管理机构。

他们必须帮助⻓者转换管理机

构，并与⻓者确定终⽌服务的⽇

期。

在确定⽇期之后，⻓者需要通知

新的管理，以确保⽆缝过渡，以

免错过任何资⾦。

如果⻓者收到由字⺟开头的代

码，则可能是联邦政府家庭服务

补助计划的推荐代码，让⻓者在

等待分配居家养⽼津贴的过程中

可以提前使⽤⼀些服务。

以下是居家养⽼津贴推荐代码的

的⼀些⽰例：

1-34543278

1-7678-893

1-23439283901

为什么管理机构需要推荐代码？

⽼龄服务部可能会告诉⻓者，在

做出选择之前，不要将推荐代码

告诉任何管理机构。

不过说并不完全正确。

管理机构需要使⽤推荐代码进⼊

⻓者的护理档案，来评估是否适

合帮助⻓者管理津贴。

⽼龄服务部的意思是说，在⻓者

做出决定以后，才应该使⽤推荐

代码和管理机构完成签约。

在快乐⽣活，咨询顾问会在⻓者

签约前告知将要接收推荐代码，

确保⻓者已经做好决定。

推荐代码有什么⽤？

 
当⻓者到达等待名单的顶部并分

配了居家养⽼津贴时，将收到⽼

龄服务部的来信。

 
在申请居家养⽼津贴以后，会收

到⼤量来⾃⽼龄服务部的信件，

信件全都是英⽂的，并且包含了

⼤量的⽂字，因此⼀定要留意上

⾯是否有列有推荐代码，这是识

别津贴获批信的重要标志。

 
这是⼀个独特的代码，让⻓者可

以通过⾃⼰选择的管理机构来接

收居家养⽼津贴。

 
⻓者在分配到居家养⽼津贴后，

将有56天的时间与管理机构签订
协议。如果超过了这个期限，津

贴将会被撤回。

 
推荐代码⻓什么样⼦？

 
推荐代码是红⾊的，由1开头，后
⾯跟着8个左右的其他号码。



有轨电⻋

由于有轨电⻋将⼤修，1⽉2⽇⾄
19⽇，96号有轨电⻋受影响。它
们可能延误60分钟。维州公共交
通部⻔警告乘客，尽量不要在⾼

峰时期出⾏。

西⻔⾼速公路

1⽉13⽇⾄2⽉底，西⻔⾼速公路
的交通将中断。城铁隧道、西⻔

隧道、平交道⼝清理和西路改造

等⼯程将加紧施⼯。

由于城铁隧道⼯程和雅芳河⼤桥

的 建 设 ， Traralgon 和

Bairnsdale线路也被中断。因维
修⼯作，Sandringham线路也
由公⻋代替，预计持续到 1⽉3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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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州公交1月大规模延误！电车、火车、高速一个不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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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量的⼯程正在或是将施

⼯，公路以及公共交通在1⽉份将
⾯临⻓时间的延误。

 
⽕⻋

 
Yarra南部城铁隧道的最后⼀段挖
掘⼯作从本⽉开始，为了连接新

轨道和现有的轨道，⼯作⼈员改

变城铁的运⾏线路。

 
Frankston 、 Cranbourne 、
Pakenham和 Gippsland这⼏
条线路由公共汽⻋代替。

Sriracha酱是由红辣椒、醋、⼤
蒜、盐和糖⼀起发酵⽽成的。

此次的召回包括17盎司和28盎司
塑料瓶装的Sriracha辣酱，保质
期截⽌到2021年3⽉。任何受影
响的⼈们都可以随时退还酱汁，

并予以全额退款。

 
由Kien Fat Trading分销的这
款产品本⽉早些时候也因为同样

的问题在欧洲和美国被召回。

 
Sriracha来源于泰国，是全球最
受欢迎的辣酱产品之⼀，在⼤多

数超市、亚洲⻝品店和其他各种

零售商均有出售。

新州⻝品局发布提醒，如果这款

⼴受欢迎的辣酱的瓶⼦膨胀，消

费者最好不要打开，⽴即将其退

回。

从Coles、Woolworths、其他
独⽴超市以及亚洲⻝品店内购买

的此款辣酱都被包括在内。监管

部⻔表⽰，部分辣酱瓶内的乳酸

累积，导致瓶⼦膨胀并持续发

酵。瓶⼦在被打开时可能会爆

炸，导致亮红⾊的辣酱⻜溅出

来。

 
乳酸发酵时⼀种应⽤于很多⻝品

的⽣产过程，在此过程中细菌将

被转化为乳酸。这种酸既是防腐

剂，⼜是调味剂。HuyFong的

Sriracha辣酱被紧急召回! 原因：瓶子随时可能会炸开！
稿/澳洲事儿

据 《 悉 尼 先 驱 晨 报 》 报 导 ，

Sriracha辣酱被紧急召回，原因
是担⼼“膨胀”的瓶⼦在打开时⾥⾯
的酱汁会溅到顾客⾝上，严重时

瓶⾝会发⽣爆炸。

 
新州⻝品局发布提醒，如果这款

⼴受欢迎的辣酱的瓶⼦膨胀，消

费者最好不要打开，⽴即将其退

回。



上⽉发布的年中财政和经济展望报告将有助于⽬前

⽼龄护理⾏业的改⾰，⽽皇家委员会的相关调查也

还在进⾏中，但是仍然需要进⾏重⼤的结构性改⾰

才能修复当下的⽼龄护理体系，使其能够满⾜在澳

居住⻓者及其家⼈的需求。

 
澳洲⽼龄权益倡导组织⽼年委员会⾸席执⾏官伊恩

·耶茨表⽰，为了回应11⽉份皇家委员会的中期报
告，政府向⽼龄护理服务补贴项⽬拨款5.37亿澳
元，外加9700万⽤于各种新项⽬的⽀出，以及
1140万改善⽼龄护理⾏业质量和安全的资⾦，将
有助于减少居家养⽼津贴的等待时间，提⾼⽼龄护

理服务的安全、质量以及普及程度。

 
然⽽他也表⽰，⽼年委员会将继续敦促政府制定时

间表并制定明确计划，以确保居家养⽼津贴的等待

时间缩短⾄60天以内。同时将制定针对养⽼院护
理的结构性调整策略，包括向⻓者提供养⽼院护理

服务补贴等。

 
耶茨说：“我们很⾼兴看到年中财政和经济展望报
告确认并回应了对皇家委员会所做的预算承诺，并

且兑现了联邦⼤选时的承诺。除了新增加的居家养

⽼津贴配额外，还向⽼龄护理质量和安全委员会拨

款1140万，⽤来帮助⻓者及其家庭，这⽆疑是⼀
个很好的消息。”
 
但是他也表⽰到，政府必须制定⼀个分阶段性，切

合实际并且可靠的计划，在未来两到三年的时间内

将居家养⽼津贴的时间缩短到不超过60天。他
说，如果只是漫⽆⽬的地花钱，却没有⼀个完善的

改⾰计划，那么这个⽬标就永远不会被实现。

 
耶茨还提到了养⽼院的相关问题，他认为，尽管很

多养⽼院正在承受着巨⼤的财政压⼒，但是正如皇

家委员会指出的那样，政府提供的额外资⾦必须使

⽤在结构改⾰上，这是朝着真正改变⽼龄护理⾏业

现状迈出的重要⼀步。

耶茨先⽣说：“距离政府在2018年联邦预算案中承
诺让⽼年⼈可以⾃主选择养⽼院后已经过去超过18
个⽉了，但⽬前为⽌还没有⼀个明确的时间表来实

现这⼀⽬标，这不应该是等着皇家委员会来处理的

问题。”

他认为，政府应该采取统⼀的战略，让想要离开⽼

龄护理⾏业，或者不符合标准以及公众期待的养⽼

院提供商退出，并让更适合的⼈选接管床位和房

屋，让它们摆脱不必要的限制，从⽽让整个⾏业能

够得到更好的发展。

耶茨说：“政府值得对此投⼊资⾦，它将能够应对
当前的压⼒并且为2021年的进⼀步改⾰奠定基
础。⽼年委员会随时准备和政府合作在明年5⽉的
预算案中建⽴这样的机构调整计划。与此同时，政

府必须加倍努⼒，去执⾏之前调查中得出⽅案和计

划。”

皇家委员会此前指出政府并未执⾏制定的计划，如

果进⾏调查后不采取⾏动解决问题，那么这⼀切将

毫⽆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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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有效地使⽤居⺠个⼈，公⺠，法律以及消费

者的权利；

受到优质的护理，隐私，尊严和尊重的权利；

投诉任何不公平或不合理事件的权利；

接触维权组织，免于遭受报复恐惧的权利；

在⽼龄护理⾏业，⼤多数时候⻓者可以享受到满意

的护理服务，但是有时候难免也会出现问题。在这

种情况下，⻓者应该寻求帮助，及时解决问题。 

保护⻓者的权益

许多华⼈⻓者会对投诉或者提出意⻅感到不⾃在，

但只有这样才能尽早解决问题，避免情况升级。

如果⻓者的投诉涉及为了满⾜最基本需求所依赖的

护理或服务，这将更加难以处理。

然⽽，⽣活在现代社会中，我们每个⼈，不论年

龄，都有作为公⺠和个⼈的权利。

我有哪些权利？

《居⺠权利和责任宪章》概述了您作为居⺠享有的

权利和应尽的义务，其中包括：

谁能给我帮助？

如果您不确定或⽆法⾃⼰与服务提供商解决您的问

题，则可以请求权益维护服务来帮助您。

维权⼈可以向您提供相关信息，给您建议，帮助您

提出问题，甚⾄代表您发⾔。

他们将尽其所能为您带来最好的结果。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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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您的权利和义务；

倾听您的担忧；

讨论解决问题的⽅法；

代表您向服务提供商提出问题；

维权⼈可以帮助您：

维权⼈通常会向您提供有关消费者权益，⼈权，经

济剥削，剥夺决定权和⽼年⼈虐待等问题的解答。

如何寻求帮助？

每个州和地区都有免费的独⽴维权服务，可为整个

澳⼤利亚的⽼年⼈提供免费的电话咨询，社区教育

和其他帮助。

所有的维权服务都提供⼝译满⾜不同⽂化背景群体

的需求。

如果您获得政府补助的家庭护理或⽼龄护理服务，

则可以通过全国⽼龄服务维权项⽬获得独⽴且免费

的维权服务。

想了解更多相关信息，请拨打全国⽼龄服务维权热

线1800 700 600，或联系您所在州的⽼龄护理
权益维护⼈。

长者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
稿/快乐生活居家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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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长者投稿

连
载
·
小
天
地

秀妹六岁那年的冬天，引弟⽣下了⼀对双胞

胎，都是带着⼩鸡鸡的，是阿⽑嫂接的⽣，

顺顺当当，⺟⼦平安，只是孩⼦⼩了点，⽼

⼤四⽄，⽼⼆还少了⼆两。阿奎看着两个⼩

⽣命⼼⾥乐呼呼的，就是孩⼦太⼩，不敢去

碰他。引弟坐在床上，后背垫了⼀床棉被，

房间⾥遮得严严实实的，没有光，没有⻛，

额头上扎了⼀块布条。阿⽑嫂端来⼀碗红糖

苦草汤，让引弟趁热喝了。引弟抱起左边的

⽼⼤喂奶，孩⼦吮吸得还有点⼒道。不⼀会

⼉右边的⽼⼆哭了，她便放下⽼⼤给⽼⼆喂

奶，⼀边还⽤⼀块细软的纱布轻轻地清洗着

⽼⼆脸上的⽑孔。新⽣命的⼒量是奇异⽽⽆

穷的，他可以消除你久压在⼼头的伤痛，哪

怕只是⼀时的；他可以给你以⽣活的勇⽓，

让你再苦再累还得好好地活着；他可以为你

带来⽆穷的乐趣，让你在⼈⽣的苦海⾥还能

找到⼀点快慰。这时的引弟早把怀孕时的艰

难，分娩时的痛苦弃之⼀⼲⼆净，对着两个

⼩⽣命，从眼⾥、脸上、每⼀块肌肤乃⾄深

藏着的内⼼，静静地散发着⺟亲所特有的抚

慰和爱慈；同时也沉浸于唯有⺟亲才能有

的、新⽣命从⾃⼰⾝上降落⽽产⽣的愉悦和

⾃豪之中。这时阿奎的家⾥，所以有的⼀切

都换上了喜悦，⽣活出现从未有过的有滋有

味。都说中国⼈勤劳能⼲，没错，只要看看

阿奎就知道了。他虽然⼀字不识横划，历来

的礼数懂得也不多，也没有太多的结交，但

他爱动脑筋，多难的活⼉，到他⼿⾥，东捉

摸西揣摩，他都能施出个招数来。他⾃持、

⾃制能⼒特强，⽐如他也喝酒，只是⾼兴时

喝上⼀⼩盅，⼀⽄⽩酒可以喝上⼀个⽉；他

也抽烟，只是烦⼼时抽上⼀两⽀，⼀包⾹烟

少说也要抽上⼗来天；他从不坐茶馆，认为

把时间泡在茶馆⾥，⽥⾥⼜⻓不出东西来。

他把⾃⼰弄得很⾟苦，很劳累，每天⻦⼀叫

他就在菜⽥⾥忙⼀阵，然后到⼚⾥拿起锉⼑

在台⻁钳上施招；放⼯回家后他⼜在菜⽥⾥

忙着，⼀直忙到夜幕降临，这到底为了什

么？他没深想过，能脱⼝⽽出的回答是：为

了这个家。那么家⼜是什么呢？阿奎说不出

什么道道来，但察看他已⾛过的⼈⽣历程，

回顾他的⽗辈，考据他的上上辈，甚⾄扩⽽

⼤之翻开⼀部五千年的⽂明史，查看⼀下中

国的平头百姓⼀路⾥是怎么⾛来的，你就会

（三）

双
胞
胎
儿
 子 

稿/胡庸

发现家不仅是⽣命籍以孕育、⽣存的窠巢，

更是⽣命的⽬的与归宿。说得⽩⼀点，就跟

⻦巢、鸡窝、狼⽳、蛇洞⼀样，为⽣命⽽有

家，为家⽽没了⽣命。阿奎⽩天做得再苦再

累，晚上⼀看到两个双胞胎⼉⼦，总是眉开

眼笑的。孩⼦已经⼆个多⽉了，引弟早就下

床做家务了，偶尔也到菜⽥⾥⾛⾛。

⼀天晚饭后因为天⾊还没全⿊，阿奎到菜园

⼦⾥坌地去了，引弟正在厨房⾥洗涮，孩⼦

哭了，她便抹了抹⼿，来到摇篮旁边⻅⽼⼆

哭得满脸通红，⽼⼤倒还安静，便轻轻地

说：“越⼩越会闹，你看⽼⼤不是好好的，你
哭啥呀！”说着便把⽼⼆抱起来，解了⾐襟喂
奶。可是不知为什么孩⼦并不吮吸，引弟把

奶头塞进孩⼦嘴⾥，孩⼦很快⽤⾆头顶了出

来，起初引弟还埋怨孩⼦⽆理取闹，既然不

饿着，闭着眼瞎哭什么？但孩⼦的哭声越来

越凶猛，⼀声声尖尖的、⻓⻓的，引弟有点

紧张了。她不住地哄孩⼦，把奶头轻轻地塞

进孩⼦的嘴⾥，孩⼦还是不吮吸，引弟急

了，赶快从菜⽥⾥找来阿奎，让他去把后宅

的阿⽑嫂请来。阿⽑嫂去年秋季⽣了⼀个⼥

⼉，已经⼀岁多了，还没有断奶。阿奎进⻔

时阿⽑嫂正在给⼥⼉喂奶。听阿奎⼀说她⽴

刻把⼥⼉塞给阿⽑，令阿⽑好好照管着⼥

⼉，⾃⼰整了整⾐衫就去阿奎家了。阿⽑嫂

还没有踏进⻔⼝就听⻅孩⼦刺⼼的啼哭声，

进得房间只⻅引弟满头满脸的汗⽔和泪⽔，

⼀⼿抱着孩⼦，⼀⼿忙着把奶头（续下版）



（接上版）往孩⼦嘴⾥塞还不停

地说：“别哭了，宝⻉，乖乖地吃
奶吧！你别吓唬阿妈了！”阿⽑嫂
没有⾔语，只是从引弟怀⾥把孩

⼦抱了过来，利索地解了⾐襟，

把⾃⼰的奶头往孩⼦嘴⾥塞。孩

⼦依然哭着，张着嘴在奶头上不

住地磨蹭，就是不吮吸，也不让

奶头进⼊嘴⾥。阿⽑嫂好像意会

到了什么，扣上了⾐襟，把孩⼦

抱在⽼油灯下，⽤⼿翻开孩⼦的

嘴唇，只⻅上下⽛床上⻓满了⼀

个⼜⼀个的⼩⽩点，引弟也看到

了，她听⼈家说过这叫“蝄”，吃奶
的孩⼦最容易⽣。阿⽑嫂从引弟

⼿⾥接过⼀根扎鞋底的钢针，便

在孩⼦⽛床上⽤钢针挑破⼀个⼜

⼀个的⽩点，这叫“挑蝄”。阿⽑嫂
告诉引弟孩⼦不吮吸就是这些⽩

点在作怪，把它挑破了，孩⼦准

会吃奶。阿⽑嫂挑破⼀个⽩点，

孩⼦狂哭⼀阵，⾎不住地流着。

阿⽑嫂⻅识多，给她挑蝄的孩⼦

也不少，虽也有命归九泉的——
那是因为孩⼦命薄，就是不挑蝄

也留不住他，阿⽑嫂认为——可
活下来的也不少。

挑蝄这⼀招，阿⽑嫂是从她⺟亲

那⾥学来的，她⺟亲虽只活了五

⼗多岁，早早离开了⼈世，但由

她接⽣的孩⼦是很多很多的，经

她⼿挑蝄的孩⼦也不算少，毕竟

成功的多，失⼿的少。再说她⺟

亲的这⼀招也不是凭空得来的，

⽽是传承着祖祖辈辈的⽼例，例

⽽⽼就因为有⽤，⽆⽤就不会

⽼。阿⽑嫂对挑蝄是很有信⼼

的，尽管她的⼿上已占满了孩⼦

的鲜⾎，但她还是狠着⼼继续⼀

个⽩点⼀个⽩点地挑过去。⼀针

⼀针地扎在孩⼦的⽛床上，孩⼦

已经不是哭了，眼泪也早就流⼲

了，孩⼦使尽了浑⾝⼒量在嚎

叫，叫得上下颌颤抖着。引弟脸

⾊苍⽩，咬紧着⽛关直流泪。阿

⽑嫂每挑⼀个⽩点，孩⼦就流⼀

注鲜⾎，⽽引弟的⼼也就像被深

深地扎了⼀针，慈⺟的泪⽔也就

⼀股脑⼉往外涌，这不是在流

泪，⽽是在流⾎。待阿⽑嫂收

⼿，孩⼦已哭不动了，只是轻轻

地抽噎着，微微地颤动着薄薄的

两⽚嘴唇，下半夜孩⼦总算吮吸

了⼏⼝奶，静静地睡着了。⽼⼤

似乎也感应到了⽼⼆的痛苦，睡

在妈妈的⼀旁不吃奶，也不吱

声，偶尔睁开眼翕动⼀下嘴⻆，

收紧⼀下眉头也就消停了。到了

天亮，⽼⼤哭了。似乎他再也忍

不住了，必须⽤哭声提醒他的妈

妈。引弟⽴刻抱起⽼⼤喂奶，谁

知⽼⼤也在奶头上碰了⼏下不吮

吸，只是哭，引弟顿时被吓呆

了，难道⽼⼤⽛床上也⻓⽩点

了？她扳开两⽚⼩嘴唇，果真是

的，⽼⼤也⻓了满嘴的⽩点。阿

⽑嫂没顾得上吃早饭，就来到引

弟家，于是昨天傍晚的⼀幕⼜重

演了。⽼⼤也在刺⼼的嚎哭声

中，以⾃⼰的鲜⾎换来了安静。

引弟那穿⼼的余痛虽还没有消

沉，但看到⼆个孩⼦还能吮吸⼏

⼝奶了，也就松了⼀⼝⽓。不料

⼏天后两个孩⼦⼜重现了之前的

模样：只是哭，不吮吸。引弟查

看孩⼦的⽛龈，两个孩⼦的⽛龈

都红肿了，再摸额头，都是⼗分

烫⼿。这次阿⽑嫂也束⼿⽆策

了，孩⼦⽛床上不是⻓着⼀个⼀

个的⽩点，⽽是整个⽛龈都在溃

疡，她对着孩⼦眼泪扑簌扑簌地

落下来。两个孩⼦有⽓⽆⼒地哭

着，哭声有点嘶哑，似乎⽣命的

锐⽓顿时消失了。引弟像是看到

了⼀个可怕的恶果。没有哭声，

没有语⾔，惨⽩的脸上挂满了泪

珠，两眼呆呆地直视着孩⼦。幸

亏阿⽑嫂还机灵，⽴刻意识到这

时决不能助⻓伤⼼，便擦了擦眼

泪来到引弟跟前，好⾔相劝，好

语宽慰。但不久这对孪⽣兄弟还

是结束了短暂的⽣命，在引弟怀

⾥莫名其妙地⾛了。憨厚的阿奎

两个多⽉前⼀下⼦多了两个⼉

⼦，现在⼜突然失去了两个⼉

⼦，他还没弄明⽩这是怎么回

事，却已在亲⼿敲钉两只⽊箱，

以便收殓、安葬两个⼩⽣命了。

他⼀脸的愁容，满腔的苦⽔，除

了凝住、憋住，唯有他那⽤榔头

敲钉⽊板的声⾳，才透露出⼀点

深藏着的哀愁和伤痛，他⼀榔头

⼀榔头地敲着，⼜稳，⼜重，⼜

H

中文电话：1300 911 728 微信客服号：happylivingaus

狠，像每⼀下都锤在他的⼼上，

⼼在哭泣，⼼在呼救！他不明⽩

在他⾯前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酸

和苦难？照说凭着他的⼀双巧

⼿，⽇做夜做，⼀家⼦⽣计是不

成问题的，谁知疾病和死亡照样

让他在贫困的道上备受煎熬。阿

奎哪⾥知道其根⼦就在于社会奇

特的不公和那习以为常的千年固

习、应⽤⾃如的种种⽼例。

中国的皇帝和以后的不是皇帝的

皇帝，治⺠的办法除了暴政和专

权以外，就是榨取和愚⺠两招

了。被榨⼲了的⼈连活命都成了

问题，那有⼼思想别的？⾄于愚

⺠这⼀招更是有根有据了，圣⼈

说： “⺠可使由之，不可使知
之。”不知的⺠易使之，站在治⺠
的位置上，还有谁愿意让⺠知

之？所以中国历来⽣活在最底层

的贫苦⼤众都没有“知之”的权利，
都成了亮眼瞎⼦，⼀代代只是承

袭着千年的固习、千奇百怪的⽼

例⼀天天地活着，似乎⽣活本来

就是这样，可是在⼈⽣的⼤舞台

上成了被愚蒙着的最⼤的⼀个群

体。就全国范围来说，这个群体

的⼈并不是⽣存在同⼀层次上

的，⽐如每当⻩河、淮河釀灾

时，⼀批批难⺠来到濒临⻩浦江

的村落、⼩镇，坐在地上⼀⼝⼀

⼝地吞着糠秕，或者⾯前横着⼀

个奄奄⼀息的病孩，苦苦哀求着

要⼝吃的，这时村落⾥的穷⼈，

⼩镇上的平⺠都会送上⼀点吃

的：多可怜，他们简直是在地狱

⾥，⽽这时在难⺠们的眼⾥，这

⾥的⼈简直是在天堂上。然后不

管是 “地狱⾥ ”的，还是 “天堂
上 ”的，他们都是被愚蒙着的⼀
群，都是千年固习的传承者，都

是⽣活在同⼀个⽂化精神⾯上的

不幸者，因此即便拥有相对⽐较

安稳的物质⽣活，因为愚蒙的作

祟也会使之丧失殆尽，最后这“地
狱⾥”的、“天堂上”的，都苦苦挣
扎在⽣存道的最底层，并各⾃⼜

把这苦苦挣扎传承给⼦⼦孙孙

们。阿奎与引弟，阿⽑嫂与她的

丈夫阿⽑就是他们上⼀代的传承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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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从哪⼉来了⼀只很⼩很⼩的

⼩⽼⿏，似乎在我家的某个⻆落

⾥安营扎寨了，于是便时时可⻅

⼩⽼⿏吱溜⼀下从眼前跑过。⼉

⼦眼不快，加上对⽼⿏缺少感性

认识，每次⻅了总是乐颠颠地跑

来告诉我：“妈妈，刚才有⼀个⼩
影⼦跑过去了。”“⼩影⼦”！倒亏
他想得出这样的名词来。

      ⼉⼦的爹有些许洁癖，绝对不
能容忍⼈⿏共居⼀室，他坚持不

懈地实施他周密的捕⿏计划，⼩

⽼⿏终于在⼀个星期天的清晨被

粘⿏胶粘住了。⼩家伙⼏经挣

扎，吱吱地叫了⼏声之后，绝望

⽽⼜⽆助地瞪着⼩圆眼睛不动

了。⼉⼦闻声钻出被窝，蹲在⼩

⽼⿏跟前⾮常仔细地看了半天

（这也是他第⼀次看清⽼⿏的模

样），“妈妈，我觉得⼩⽼⿏很可

爱。”然后就以⼀家之主的⼝吻吩
咐他爹：“爸爸，你去把⼩⽼⿏洗
洗⼲净，再找个笼⼦来，我要把

⼩⽼⿏养起来。”“那怎么⾏？”当
爹的⼀跳三尺⾼。我则在⼀旁加

以循循诱导：“⼩⽼⿏很脏，⽽且
会偷吃东西。”⼩⽼⿏最后当然是
被扔进了垃圾桶。

两个⽉后，是⼉⼦五周岁⽣⽇，

五年来他第⼀次提出要⽣⽇礼物

——⼀只⼩⽼⿏，最后只得在公
园⻔⼝买了⼀只⼩⽩⿏交差。所

幸⼩孩⼦兴趣的变得快，没过多

久就同意我将那只⼩⽩⿏送⼈

了。

仔细想想，与⼩孩相⽐，我们⼤

⼈真的是很残酷，我们将爱⼼⾮

常苛刻地放在⼀个很⼩的范围

⾥，⼀个我们认为值得的范围⾥

诗⼆⾸ 赞澳洲的消防队员
（其⼀）

⼭⽕⽆情⼈有情，众⽣罹难痛⼈⼼。

消防⼈员最伟⼤，舍⽣忘死救⽣灵。

（其⼆）

⻨绿菜⻩草头红，⻘⼭绿⽔夹紫藤。

和⻛送⾹艳阳暖，⽆限春光登⼩亭。

短篇小说连载

12月长者投稿

。反⽽是天真不懂事的孩⼦却能

⽆私地去爱⼀切他以为可爱的。

却不知我的⼉⼦在许多年之后，

经过了岁⽉的磨蚀，是否也会变

得跟我们今天⼀样的冷漠？

谢苍天

苍天怜悯降⽢霖，扑灭⼭⽕救⽣灵。

三呼感恩⾚⼦⼼，乐煞千万澳洲⼈。

诗歌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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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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19年02月01日，星期六
时间：上午11点至晚上11点
地点：Market & Main St & Whitehorse
Rd Box Hill VIC

春节期间将变得更加热闹而激动人心，
将吸引超过8万人前来共同欢度农历新
年。现场将展示多种亚洲美食和传统歌
舞表演，让您沉浸在这个富有多元文化
气息的社区当中。

日期：2019年02月08号，星期六
时间：上午09点到下午04点
地点：Sydney Belmore Park, Haymarket

日期：2019年02月05日，星期三
时间：上午10点至下午2点
地点：1022 Whitehorse Road Box Hill
VIC 3128

快乐生活长者活动中心元宵专场将组织
大家一起包汤圆，欣赏精彩的文艺演
出，包括歌舞表演，互动魔术，游园活
动等，感受国内的节日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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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新年活动预告

墨尔本
Box Hill 春节庙会

悉尼
悉尼农历新年庙会文化节

快乐生活长者活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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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智天地 五个兄弟，住在⼀起。名字不同，⾼矮不⻬。

⼀个⿊孩，从不开⼝。要是开⼝，掉出⾆头。

⽩嫩宝宝，洗澡吹泡。越洗越⼩，再洗没了。

屋⼦⽅⽅，有⻔没窗，屋外热烘，屋⾥结霜。

上不怕⽔，下不怕⽕；家家厨房，都有⼀个。

猜谜语

1.
2.
3.
4.
5.

答案：

猜谜语：1. ⼿指 2. 西⽠⼦ 3. 肥皂 4. 冰箱 5. 锅
填字游戏：1. bank 2. address 3. park 4. doctor 5. hospital 6. airport 7. flower
8. neighbor 9. station 10. travel 11. fireman 12. phone 13. library 14. home 15. school
16. market 17. garden 18. weekend 19. police 20. restaurant

英⽂单词填字游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