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pril 20 2021 Tuesday    Page7Chinese  Commercial  News大眾論壇

t一
二○二一年四月二十日（星期二） 商報

阿占 豆豆

香港的公屋
在 大 陸 解 放 期 間 逃 難

到港的，除小部分的國民黨
官員及資本家外，大多是身
無分文的老百姓，他們來到
香港之後，只能在同樣是逃
難來港的鄉親聚居地落腳棲
身，在那裡的貧民區搭建簡

陋的木屋作為安身之處。當年港九一些地
區都有僭建木屋，如調景嶺、鑽石山，蓮
花山，筲箕灣，柴灣等地區，錯落無序的
木屋倚山勢搭建，密密麻麻蔚為大觀，都
是簡陋搭建的鐵皮木屋，居住及衛生環境
非常差，活動空間十分狹迫，可以稱為當
年香港的貧民窟。記得當時有一些攝影愛
好者，經常把這些木屋作為主題，視為奇
觀，用鏡頭刻畫了香港的另一面，這些如
今都成了歷史往跡的紀錄。

一九五三年，人煙稠密的九龍石硤
尾木屋區發生一場大火，火勢十分猛烈，
密度緊貼的木屋延燒非常迅猛，一發不可
收拾，大火燒了六個小時才受到控制，最
後燒燬了二千五百多間木屋，造成三人死
亡，五十多人受傷，五萬八千多名貧民無
家可歸。

這場火災，促使香港政府正視及著手
解決低層的民生居住問題，並且決定立即
進行興建徒置區，安置災民，這個決策，
也拉開了香港大建公屋的帷幕。災後第二
年，石硤尾徙置區在聯合國的資助下迅速
建成，災民們得以從災前簡陋的鐵皮木
屋，搬進新建的鋼筋混凝土結構的新居，
總算有了個較為可觀的蝸居之所了。

隨後政府除了大建徒置區之外，並
開始建造廉租屋，以低廉的租金，給予合
格申請者入住。較之徒置區，廉租屋的居
住面積相對寬敞，也擁有各自獨立的廚房
及廁所，環境大為改善，申請入住的市民
十分踴躍，要排隊輪候好幾年才能得償所

願。一九五八年政府更在北角巴士總站及
渡輪碼頭原填海地皮興建北角廉租屋村，
因為面臨海景，加上樓宇建築新穎，周圍
環境優美，室內面積寬敞，屋村中且有休
閒遊玩的空間，被譽為當時的高級廉租
屋，小時候每經過這一帶，心中說不出有
多羨慕，也曾與小朋友到屋村裡玩耍，流
連而忘返！

可惜這個廉租屋村卻在香港回歸後
的二零零二年全數遭到拆卸，特區政府把
這些地皮收回後高價出售與私人地產商發
展，如今已經蓋起了高層的商住大廈，而
不是重新規劃改建，以原來的用途為市民
提供廉價住房，當年港英政府引以為傲的
民生臉子工程，特區政府竟然不屑一顧，
可見特區政府的施政表現為何會出現民心
流失的情況。後來我回港每經過這一帶，
都會引起不少懷念，更感到特區政府對社
會資源的分配忽略了平衡與穩定的重要
性，這一點，實在該向港英政府學習它的
一套治港方略。

在香港，居住是民生最大的議題，是
每個香港人最關心的問題。

反看港英政府當年匆促興建的徒置區
大廈，在七十年代中期拆卸重建，因為當
時的樓宇設計沒有私用的廚房及廁所，造
成一些衛生及安全的問題，為了加以完善
解決，於是全部翻建，每戶皆按一般獨立
單位所需的生活設施來建構，這些即是後
來的公屋，更且環境與公共設施亦大為改
善，在當時七十年代的四百多萬人口中，
有五十多萬人住進了公屋，對這些低層的
普羅大眾來說，幫助他們實現居者有其屋
的夢想，就是政府最大的德政！

（回首歲月之五 ）
 更正：上文內容提到港島電車路由柴

灣至屈地街，應該是由筲箕灣至屈地街才
對，特此更正，並致歉意！——阿占

結緣「007」
一看到「007」，我們

的腦子裡就湧現出風靡全球
的一系列諜戰電影，它更是
主人公James Bond的代號，
可以說，「007」系列影片
陪著幾代人長大。在去年12
月，有一天剛好與乾兒子出

去工地，路上看到網友春雨發的一個報名
「007，不出局」的鏈接，春雨是一個未曾
見過面的網友，心理咨詢師，在我朋友弘姐
開的普禾書吧群裡加的。我手賤又好奇，就
點進去。才發現這是一個寫作的公眾號，要
加入必須交學費與押金，它規定每個參加的
人每週必須交一篇作業，不然就會出局，如
果你交作業了，每週網站就會把你交的押金
返回。而且，它鼓勵大家至少7天寫一篇，
連續寫7年，一起結伴去南極。

回眸從小到大一路走來，我很隨性，從
來就是一個非常沒有恆心的人。去年8月，
突然罹患面癱，雖然遇良醫，得到救治，但
是，心理的壓力讓病情不見好轉，反而越來
越嚴重。有一天，與菲律濱慈濟分會負責文
宣的師姐在電話交談，說到慈濟在疫情期間
的活動幾乎都沒有在華文媒體刊登出來，我
脫口而出，誇下海口，說要寫稿。

話既出口，才發現自己不知要怎麼寫？
以前除了偶爾在報上寫幾個有固定的格式的
社團迎來送往的新聞外，就是在微信朋友圈
發一些感想而已。

這時看到「007」，我就像抓到一根
「救命稻草」一般，於是我報名參加了。我
參加「007」的原因就是想藉由「007」一周
一篇的作業，給自己一點壓力，把正能量傳
播出去，同時也希望能學到一些寫作技巧，
提高自己的寫作能力。

沒想到我的第一篇作業上交出去後，

就有戰友點評我的文章是散文詩，殊不知，
我最喜歡的是席慕蓉的散文。那天，真的給
我打了一針強心劑。當我寫出一篇《聽，他
們的心聲》的文章時，有戰友問我是不是記
者？我回答不是，心裡也是好高興，原來我
還可以寫出記者一樣的文章。一晃225班100
天了，這100天的日子，我的作業幾乎都在
菲律濱華文報紙刊出，受菲律濱《商報》邀
請，我現在已經在這家百年老報擁有了自己
的專欄——「天雅微妮」，一周一次，同
時也投稿菲律濱《新潮文藝社》，文章被
採納。雖然菲律濱的華文報紙沒有稿費，
但是，我把007的作業變成了鉛字呈現給讀
者，何樂而不為？

因為疫情的關係，百業俱損，導致心理
壓力沉重，免疫力下降，病魔找上門，病來
了，憂鬱也來了。我想著應該去找心理醫生
了，沒想到，邂逅007，愛上樂寫作，不知
不覺寫作療愈了我。

在007寫作群裡，我們都稱一起學習的
同學為「戰友」，我的戰友們來自各行各
業，三教九流，年齡從六、七十歲的退休人
士到剛剛上小學一年級的萌娃，每個月還有
人報名當點評官，點評你的作業，幫助你成
長。有很多的戰友甚至寫作日更，雖然我
的時間嚴重不夠用,我從沒點評過戰友的文
章，也很少有時間與戰友們互動，卻被邀請
作為我們007——225班開班一百天的分享嘉
賓。

邂逅007，結緣007，學在007，寫在
007，與這些大多年齡都比我小很多的人在
一起學習，用一句網絡語言來說，彷如「打
雞血」一般，你沒有理由懈怠，為了「不出
局」，說不定「就出彩」呢！

（ 寫 在 0 0 7 群 組 2 2 5 班 成 班 百 日 ）
4/15/2021

醺人

 （一）多變
冩《軲轆 • 佈題 • 禪

意》時，醺老兒提到有一位
老天真的吟友，最愛胡鬧，
跟大夥兒酬唱，落名時專門
變戲法搗鬼，就像在對對子
一樣。比方說，奉和弄潮
兒兄時，他就自稱「玩火

佬」；步韻悟真兄他是「悟假」；酬吟逸峰
兄他又變成「勞麓」••••。這篇拙作已
刊出多日，前天才收到另一位文友詢問。奇
怪的是，他對這麼有趣的老天真本人，竟沒
有一絲一毫的好奇心。他所以來訊，只因為
他覺得老兒抄錄「悟假」的軲轆詩，果然像
推介一樣『很有禪意』，他要求老兒再介
紹一點這傢伙的作品，好讓他多『開開眼
界』••••。

醺老兒疏懶成性，自己舊稿都收存不
全，上哪兒找『禪意』去？！這位文友要
『開開眼界』，豈不是想要老兒的小命？
尤其是這老天真雖然花巧變幻多端，令人
莫測詭異，做事卻沒有恆性。他在酬唱圈子
裡，只稍為搞一陣子就銷聲匿跡，可能跑到
澳洲跟袋鼠比跳高去了。不過，文友的運氣
總算很不錯，醺老兒恰巧能夠很快就找出
「悟假」的另一闕詞作，而且『禪意』可能
還更濃（因為老兒比上次看，更加似懂非
懂！）：

《滿江紅 • 玄之幻》/ 悟假
～步薩都剌原韻～

假作真時，真與假、比肩生息。
無可道、並非無道，道源夙昔。
幻象通玄諸葛算，玄機蘊幻軒轅識。
君王笨、羨太監多才，龍廷急！

庸俗夢，人自織。千載後，何留蹟？
棄邪思穢念，善修今日。
悟透瑤池觀極樂，攀登化境同歡泣。
塵世上、只是暑祈風，寒韜碧。

（二）刁鑽

很快找到「禪意」，因為醺老兒記得
有一回佈題出社課：以薩都剌《金陵懷古》
九韻「息、昔、識、急、織、蹟、日、泣、
碧」漫步（韻可易位，但須全用）填《滿江
紅》。

主題自擬。當時悟真兄好像在閉關坐
孤禪，老天真大概想逗他出手，曾冒充師弟
交過課。

循著這一點點記憶，打開電腦，花了
不少時間，果然在《南瀛網頁》「社課」分
類欄中找到。

「 悟 假 」 這 老 小 子 以 《 玄 之 幻 》 為
題，連九韻都懶得去重新整理，就步原韻填
完應景了。以後如果碰巧再看到這類作品，
還會陸續推介，一切看機緣了。

除了《滿江紅 • 玄之幻》，又另外找
到幾篇別的，可說是槓上開花了。

說到頑皮刁鑽，老頑童絕不在老天真
之下。且看同一期社課他交的功課：

《滿江紅 • 九一八》/ 老頑童
～返步薩都剌～

長白資豐，黑水岸、高粱帳碧。
誰料想、引來强盜，實堪哀泣。
樂土於斯多禍害，同胞自此無寧日。
九一八、惡獸犯神州，遺凶蹟。

軍國寇，奸計織。張鬼爪，何其急！
「共榮」當幌子，世人皆識。
跪叩賊心藏五內，投降野性萌如昔。
須核彈、將四島轟沉，方停息！

你步薩都剌原韻，我就返步，等於也
返步了你這「悟假」。主題可以自擬，我就
用拿手的《九一八》譴責侏儒劇寇，相信比
你啥撈什子《玄之幻》容易看懂！不過，如
果說到「一炁化三清」的本事，老天真就稍
為高出一籌了，因為他還有下一招。

（三）端雅

儒醫逸峰兄謙恭君子，文采斐然。如
果說老天真多變，老頑童刁鑽，那麼，說
逸峰兄端雅是最貼切的了。同一期，他本著
一貫仰慕故國的熱衷丹誠，填出《鼎盛中
華》：

《滿江紅 • 鼎盛中華》/ 逸峰

華夏文明，仁誠敬、無分今昔。
觀現世、霸權當道，富尊貧泣。
列國縱橫留穢憶，睦鄰親惠從新織。
該清醒、機遇不留停，時光急。

民為貴，箴鑒蹟。強國夢，靈心識。
盼常安久治，太平聲息。
漢裔一心忠耿志，和風四季康寧日。
拭目待、鼎盛我中華，凌霄碧。
老天真見獵心喜，來個原題返步（示

老頑童他也會返步），這回他卻是「勞
麓」：

返步奉和
逸峰詞長《滿江紅 • 鼎盛中華》/ 

 勞麓

漢武唐宗，風光事、青簡凝碧。
元可汗、幾回西進，纛飛遮日。
手握史冊頻仰止，心儀往聖難平息。
誰敢說、樹不朽功勳，無人識？！

逢動盪，多偉蹟。生治世，休忙急。
國防空陸海，縱橫交織。
仗炮掃瞄倭寇顫，警頑巡戍奸邪泣。
君不見、京奧會金牌，今超昔！
模仿逸峰兄的懇摯愛國情懷，這傢伙

倒有幾分相似。不過逸峰兄的雍容風度和浩
然大氣，這「勞麓」是無論如何不能一下子
學會學全的！正是：

逸峰端雅真君子
勞麓傚顰假正經

 《多變 • 刁鑽 • 端雅》
范啟華

邵建寅教授的中正心、教育情
——追憶中正學院「最高榮譽——金鐸獎」獲得者邵建寅教授

在 廈 門 大 學 求 學 時 ，
邵建寅先生就開始了他的教
育生涯——先後在福建省長
汀縣樂育小學、廈門鼓浪嶼
懷仁女校等擔任過教師。從
廈門大學畢業，邵建寅先生
先到新加坡中正中學任教一

年，後又回到廈門大學及國立第一僑民師範
學校任教。1949離開廈門南渡菲律濱後，邵
先生又先後在馬尼拉培元中學、靈惠中學和
中正中學等華校執教七年。1989年，已在商
界取得驕人業績的邵先生應中正學院董事會
力邀，毅然擱下龐大的商務接任中正學院院
長至1994年。

2006年邵建寅先生以八旬高齡被推選為
菲律濱中正學院董事長。2008年至2020任菲
律濱中正學院名譽董事長及福建師範大學常
務董事。

2020年3月邵建寅教授被菲律濱中正學
院聘為永久榮譽董事長。邵先生一生與教育
事業不離不棄，結下了不解之緣，可以說，
教育事業是邵先生最鍾愛的事業，也是他此
生為之付出最多、未來留予世人最燦爛的寶
貴財富。

在 與 菲 律 濱 華 文 教 育 結 緣 的 七 十 年
中，邵建寅先生歷經華文教育鼎盛時期、菲
化時期和菲化後華文教育的轉型及改革探索
時期，集華校教師、主任、校長、董事長、
校聯指導員（諮詢委員）等多重角色於一
身，對華文教育始終情有獨鐘，堪稱菲律
濱華文教育泰斗，在推動菲律濱華文教育發
展、促進東南亞華文教育界的交流與合作，
加強菲律濱華文教育與祖籍國的往來交流等
方面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做出了突出的
貢獻：

他在菲律濱華文教育遭受教育菲化嚴
重衝擊後，率先提出了華文教育的大方向是
要栽培具有華人氣質的菲律濱公民的培養目
標，為教育菲化後菲律濱華文教育的轉型發
展指明了正確的前進方向，是菲律濱華文教
育的引路人；

他在擔任中正學院院長任內，創造了
中正學院生數超過7000人的最高紀錄，迄今
菲華教育界無人超越，並於1992年榮膺菲律
濱首屆「宿務引叔無名氏——優秀華校校長
獎」殊榮；

執掌中正學院期間，1993年邵院長參與
發起籌備成立了菲律濱華文學校聯合會，並
長期擔任菲華校聯指導員、諮詢委員，為凝
心聚力推動菲律濱華文教育轉型發展發揮了
重要的作用，並於2013年獲菲律濱華文學校
聯合會頒發的「華文教育終身成就獎」最高
榮譽；

擔任中正學院院長，邵院長是位名副
其實的義務校長，1994年卸任中正學院院長
時，他將分文未取的五年院長薪酬及榮獲第
一屆宿務無名氏優秀校長獎金，以母校中正
學院的名義全部捐獻支持華文教育事業，上

善若水，令人敬仰；
邵建寅先生始終牽掛著母校中正學院

的擴校大計，2010年，由母校故名譽董事長
黃呈輝大使捐獻十一點四公頃土地建設的母
校南富美新校區開始募集建校資金時，他是
最早回應的大額認捐者之一，愛校之情感人
肺腑；

為回饋祖籍國的母校，及造福桑梓，
邵建寅先生已累計斥資超過1000萬人民幣，
先後在廈門大學捐建「亦玄館」（廈門大學
薩本棟微納米技術研究中心）、「懷賢樓」
校友之家（廈門大學校友總會辦事處），並
發起成立廈門大學「薩本棟教育科研基金
會」、山東大學機械工程學院「長汀獎學
金」，還在福建師範大學捐獻「又玄圖書
館」（福建師範大學旗山校區圖書館）和
「覺廬羽毛球館」等，為促進祖籍國教育
事業發展再立新功，並於2009年榮獲廈門市
人民政府授予的「廈門榮譽市民」稱號，又
於2010年獲得福建省人民政府頒發的「友誼
獎」，以表彰他為家鄉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
所作出的傑出貢獻。

2019年10月15日，菲律濱中正學院在紀
念創校八十周年「正友之夜」晚會上，向邵
建寅教授頒授最高榮譽——「金鐸獎」牌
匾。該牌匾正中為「華教泰斗、中正之光」
八個大字，其上方寫道：邵建寅教授學貫中
西，與菲律濱華文教育結緣七十載，高屋建
瓴，率先為菲化後華文教育指明發展方向。
集本校教師-校長-董事長於一身，無薪任職
奉獻，並創下本校生數最高紀錄，為教育樂
捐助學，功勳值楷，譽隆望重，謹於本校
八十周年之際，特頒予最高榮譽——「金鐸
獎」。

2007年8月我來菲探親時，邵教授和師
母特意設宴款待。席间邵教授表達了欲捐建
福建師範大學旗山校區圖書館的想法，並
說：「福建師大百歲了，圖書館是大學最重
要的學習場所，屬於稀缺資源，（如果捐獻
成功）我們就賺大了」還說：「彥珍對捐福
建師大圖書館也很支持。」坐在一邊的師母
接著道：「邵先生最愛讀書，捐圖書館是他
的心願，我堅決支持！」而今邵教授和師母
在廈門大學捐建的亦玄館，在福建師範大學
捐建的又玄圖書館、覺廬羽毛球館等，早已
成為這兩所福建百年學府的學子們實現人生
夢想的重要學習場所，他們傾心支持教育的
功績和英名亦將被兩校師生、校友永銘於
心！

（後記：邵建寅教授是菲律濱中正學
院歷史上第二位獲永久榮譽董事長殊榮的董
事長，也是中正學院歷史上獲得最高榮譽獎
的第一人。2021年4月5日，邵教授蒙主寵
召，返回天國。4月8日與邵老相敬如賓65
載的邵夫人林彥珍老師亦緊隨而歸，與邵教
授於天國相聚。悲痛之中謹將2019年邵教
授榮獲「金鐸獎」時的小文修訂重刊，以紀
念我最敬愛的邵教授和師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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