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会无期》是一出超乎常理让
人深受启发，观后又让人深思的舞台
剧。      
　　一直以为死亡离我们很遥远，遥
远到可以忽视它的存在，遥远到一度
以为我们永远都会活在这个世界。直
到有一天突如其来的事件，让我们不
得不面对这不得不说的再见和离别。
　　戏中的张乐（黄家强饰）在报社
给别人写讣告，最后发现自己胰脏癌
末期，由儿子张倪俊（谭志华饰）为
在世的自己举办了一场葬礼，由此葬
礼贯穿人生课题——死亡、遗憾、不
舍、隐瞒、亲子关系，并用黑色幽默
的手法表现得淋漓尽致，也凸显出
“人生的意义？是吃得饱，睡得了，
死得好。”
  随着剧情发展延伸到了亲子课题。

倪俊对老爸说：“从小到大我什么都听你的，人生
是这样，梦想也是这样？现在就连我想要追求自己
的幸福，也是这样吗？”孩子从小到大都在为别人
而活，活着活着就把自己活丢了。

孩子是在过谁的人生？
　　张乐面对自己的葬礼，内心更加能体会到生命
到了终点，盘点人生，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他对
儿子说：“倪俊，对不起。我对你太苛刻，你以后
不必理我，大胆去追求你的梦想吧！”最重要是为
自己而活，开心最重要。
　　值得让我们深思的是：当父母无法完成自己梦想
的时候，是否一直想让孩子完成并活出父母心里想要
的样子呢？孩子是在过谁的人生？我们难道不该尊重
与信任孩子，让他成为自己生命之船的船长？
　　在这疫情肆虐期间出品佳作实属不易，从排练
到上演的过程因人数限制，人员管控、保护好自
己，每一项都显得非常重要，同时也是一种考验。
“海燕等人”剧团、演员们及导演不畏艰难，彰显
了合作精神的重要，并且发挥到了极致。
　　疫情之下我们更加了解了世事无常，世界充满了
不确定性，让我们加以思考的是“明天和意外哪一个会
先来呢？”让我们无惧死亡，学会释怀与和解。
　　《后会无期》的确引发人们思索几个课题。
“在我们内心深处，人们知道的所有生命都是相互
关联的。出生和死亡，皆是一个整体的一部分”。
我们更需要放下的是自己的怨恨，主动与亲人和
解，宽恕彼此。

把自己活成一束光
　　所有的人即使他与你的关系再亲近，也不会陪你
到终老，有些事情如果你当时不去做，也许就会成为你
生命中的遗憾，即使再有机会，也无法弥补。不要留有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
　　每个人活在这世上皆有影响力，或大或小，大
到影响世界，小则影响我们身边的人。我们平日的
所作所为都会影响别人。把自己活成一束光，照亮
自己，温暖别人。敬畏生命，感恩生活，是我们一
辈子的必修课。宽恕别人等于放过自己，别让愤怒
和怨恨影响自己一生，这样便会活出喜乐！
　　愿我们珍惜彼此，活在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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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盼有台
‘万能’机器人

·耿常青

愿大家也能像我的
好友一样，活出最
善良的自己，不被
现实打败。虽说好
人难当，但人终归
得当个好人。

好人难当

　　翻看手机，看到疫情发生前拍下
的旅游照片，叫人怀念。尤其是上
面这张照片，我记得那是一座“彩虹
屋”，墙上写着“先苦后甜”的字
句，鼓励大家别怕吃苦，要努力奋
斗，幸福就在眼前。       ·苏佳凤

先苦后甜 幸福在眼前
快照说

　　我喜欢科技玩意，如果能
拥有一台“万能”机器人，希
望它能有以下特点，那我就能
高枕无忧了。
　　（一）随传随到
　　我有任务指派给它时，只
要轻声叫一下暗号，它就能瞬
间出现。如果不需要它时，它
便自动隐身起来。
　　（二）独一无二
　　这是我专用的机器人，除
了我预先设定的操作者（我妻
子与父母），其他人一概不能
使唤它。如果有可疑人物出
现，它会哔哔作响，让我有所
警惕。

　　（三）无需保修
　　它的“寿命”长，功能永
远不会失效，无需花钱送去保
修。
　　（四）忠心尽责
　　它懂得解读我的意思，不
会摆乌龙。交给它的任务，一
定会办得妥妥当当，不会搞
砸。
　　（五）价格合理
　　我不要求它价格低廉，但
至少要合理，那我才负担得
起。
　　谁能发明这样的机器人，
我一定会很感激他！

——高辉利

之‘我的理想机器人’

　　最近我又有一位好友三更半夜跑来向我倾诉。我
这朋友和我一样，是大家公认的开心果，他总是把别
人放在第一位，他的人生哲学是“宁可牺牲自己，也
不想亏待他人”。在我眼里，他就是一根燃烧自己的
蜡烛，总是在最黑暗的时刻，点亮他人前方的道路。
我心想，这样一个开心果会有什么烦恼呢？
　　我静静地听他把心中的委屈娓娓道来。原来他觉
得在工作和生活中受到了很多委屈。身为老板的他一
向来都非常宽待员工，总觉得大家都是出来打工养家
糊口，何必处处为难人，所以他对员工的要求不高，
怕给他们太大压力。他说自己是过来人，一路从低爬
起，也算是苦过来的，不希望这些孩子们上班时有不
必要的压力，也希望当个有亲和力的老板。

问题浮出水面
　　乍听之下，没什么问题，我也不明白这朋友苦恼
着什么。但他说，把员工当朋友后，久而久之问题就
浮出水面了。这些员工开始得寸进尺，变本加厉，要
求更多的福利，上班不认真，迟到早退的同时又要求
加薪，还把责任推卸到了他身上。让他发怒的最后一
根稻草是当他好声好气地解释立场后，却被投诉，变
成了“不讲道理”的恶人。
　　我相信像我好友这样的老板，应该是凤毛麟角
了。在职场上，往往有人扮黑脸、有人扮白脸，这样
才能维持一家公司的良好生态与运作。如果只有黑脸
老板，人人叫苦，天天上班心惊胆跳；但如果只有白
脸角色的老板，员工就会骑到他头上。

　　好友感叹像他这样心肠软的人，是否不适合当老
板？我只能叹一口气说“好人难当”。我认为人之
初、性本善，人往往都希望对他人仁慈，可是出来社
会打拼后，现实往往会狠狠地赏我们一巴掌。经历多
次的背叛、尔虞我诈、失去信任与失望后，我们也许
会领悟到，有时候对别人仁慈，就等于对自己残忍！
　　刚踏入社会工作的你，是否也觉得这现实社会教
会了我们，很多人都是自私地为自己的利益而打拼，
公司不是慈善机构，我们仿佛生活在一个“狗咬狗”
的世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这话听起来也许觉得
太极端，我相信做人做事还是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我们不要为了自己的利益故意去亏待他人，但也要学
会保护自己。

谁说善良的人不能当老板？
　　的确，这社会就犹如一个大染缸，近朱者赤，近
墨者黑，但我们也许能够选择听从自己最纯白的内
心，选择出污泥而不染。要做到这一点的确不容易，
我们要抗拒种种的诱惑，看开很多事，才能到达这境
界。
　　谁说心地善良的人不能当老板？谁说老板就一定
是要盛气凌人？我觉得我的好友还是一个很好的老
板，只不过需要学会柔中带刚，并且不忘初心，听从
自己的声音，才能做个让人尊敬爱戴的领袖。
　　愿大家也能像我的好友一样，活出最善良的自
己，不被现实打败。虽说好人难当，但人终归得当个
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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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升学。这些年来，他在建筑和房
地产领域拼出一番成绩，还考获新加
坡工程技术学院的毕业文凭，后来通
过远程学习考获美国大学的工程管理
理学硕士学位。
　　不过在他心中，一直没放下对
华文的热诚。一直到2012年退休
后，他终于有时间再提起笔，继
续追逐年少时的梦。
　　张维昌在2017年报读汉语
言文学系，同年7月开始上课，
去年10月正式完成课程，等了
一年才举行毕业典礼。对他来
说，接近三年半的上课时光既
充实又欢乐，最难的两个挑战
就是“简体字”和“电脑”。
　　“因为我以前是学繁体字
的，如今都得改成简体字，而
且我也不会电脑，我的儿子和
女儿都来教我如何使用电脑写
作业。”
　 　 经 过 一 番 学 习 后 ， 张 维
昌如今已习惯使用平板电脑写
作，而且写得一手流利的简体
字，他鼓励其他乐龄人士在退
休后，也要勇敢接受挑战，继
续学习新事物。

68岁报读新跃大学
72岁戴四方帽圆梦

当年为养家放弃深造

涂健强　报道
thorkk@sph.com.sg

　　当年为养家被逼放弃到南洋大
学继续深造，在建筑和房地产领域
打拼一生的前建筑公司老板，虽迈
入古稀之年仍学无止境，还重拾对
华文写作的热诚，四年前报读新跃
社科大学中文系，如今戴上四方帽
完成梦想。
　　本月7日在新跃社科大学举行
的毕业典礼上，当72岁的张维昌上
台领取学士文凭时，礼堂内掌声如
雷。他是该大学本届年纪最大的毕
业生，凭着好学不倦的精神，赢得
众人的尊重。
　　张维昌接受本报访问时说，他
是在2016年底从报纸上看到新跃社
科大学的汉语言文学系公开招生，
对象是21岁以上的社会人士，当时
看到后心里就蠢蠢欲动。
　　他说：“文凭对我来说不是最重
要的，因为我已经退休了，我是觉得自
己的华文文学水平不够好，所以想要
报读，又担心不能完成课程。”
　　从小接受华文教育的张维昌很喜
欢文学和写作，然而在六十年代，他
读完高中后便得赚钱帮补家用，无法

6年投稿300篇
年底计划出2书
　　为“练笔”积极写作，过去六年投
稿近300篇文章，他也计划在今年底出
版两本书。
　　张维昌说，退休后重新写作，文笔
难免有些生疏，他想到一个方法提升自
己的文笔，那就是踊跃写作投稿。
　　“我从2015年底开始投稿，投到
《联合早报》交流站的就有上百篇，加
上在《联合晚报》、《新明日报》和其
他刊物与平台发表的，大大小小都投稿
了两三百篇文章。”
　　另外，他也打算在年底出版另外两
本书籍。“一本是我的回忆录，一本是
集合我过去曾发表的文章。”
　　他指这两本书都是非卖品，只会送
给身边的家人和亲友，希望日后子孙可
通过这两本书了解他。

张维昌在毕
业典礼当天与
妻子和儿子合
照。（受访者
提供）

　　为鼓励班上的同学写作投
稿，七旬阿公创立《日新跃艺》
刊物。
　　张维昌是班上20位学生中年纪
最大，其他同学主要是三四十岁，他

顺理成章成为班
上的大哥，也当
上了班长。

　　为了
推动班上
的写作风
气，他在
2 0 1 8 年
创办一本
刊物，鼓
励同学们

踊跃投稿，以便留下作品给自己
的子孙看。
　　《日新跃艺》是一本上百页
的半年刊，今年底将出版第六
期，起初每期印刷约100本，如
今已增至约200本。
　　他说，一开始是鼓励同学和
亲人投稿，如今他也托相熟老师
在中小学邀学生们投稿，学生的
文章若被采用，他会在出版后亲
自把刊物送到学校。
　　至于出版费用，除了一些同学
和朋友会象征式资助，其余主要是
他自掏腰包垫底。“虽然得动用自
己退休的‘老本’，但为了推动本
地华文发展，义不容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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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昌创立的《日
新跃艺》半年刊，今
年底将推出第六期。
（受访者提供）

王凯义　报道
ongky@sph.com.sg
陈渊庄　摄影
　　新加坡民防部队人员
未来在执行任务时，可通
过一种外穿式“软骨”装
备，来降低肌肉损伤的概
率，从而提高整体效率。
　　民防人员参与的任务
往往需要大量的体力与耐
力 ， 像 是 扛 起 重 型 医 疗
物 品 、 进 行 心 肺 复 苏 术
（CPR）、从倒塌的建筑
或狭窄的空间救出伤亡者
等。长此以往，对他们的
身体，尤其是下背部可能
造成严重的损伤。
　　为舒缓民防人员长时间
累积的疲劳，以及减少重复
性压力造成的伤害，民防部
队与内政科技局联合研发了
一种外穿式“软骨”（soft 
exoskeleton）装备。
　　通过穿戴这款装备，
民防人员在执行任务时可
以获得更好的支撑，并且
确保在执行任务时能维持
正确的姿势。这不仅能舒
缓他们身体所须承受的压
力，也能降低拉伤肌肉的
可能性，从而提高执行任
务的能力。
　　在昨天于武吉巴督消防
局举行的媒体预览活动上，
负责研发这套装备的内政科
技局高级科学家梁献方（29
岁）说：“由于外穿‘软骨’
装备利用的是穿戴者本身的
动能（kinetic energy）来发
挥功效，同时也具备能量回
收系统，因此不需要电源，
所需的维修成本也不高。”
　　这款外穿“软骨”装
备重量仅为2.8公斤，可以
凭借穿戴者的自然行动而
产生辅助力。装备主要由
胸垫和智能接合处组成，
前者可以为胸部提供支撑
并减缓该部位所承受的压
力，后者则可减轻穿戴者
下背部的劳损。

民防员外穿‘软骨’
防背劳损肌肉拉伤

　　今年6月到10月初，外穿“软骨”装备在受
控环境中进行试验，以确保在紧急行动中的适用
性。由于经常须要执行消耗大量体力的任务，来
自紧急医疗处与灾难拯救队的人员是该试验的研
究对象。
　　民防部队紧急医疗处二级上士杨杰铭（26
岁）受访时说：“在紧急抢救行动中，我们须进
行六轮，即12分钟心肺复苏术。12分钟听起来
未必很长，但长期重复CPR动作会导致我们的下
背部有一定的损伤。有了外穿‘软骨’装备，我
们的下背部得到支撑，能更有效地执行任务。”
　　根据记者亲身穿戴的体验，这套装备穿脱都
很方便，所需时间不到30秒。穿戴时可以对尺
寸进行调整，以适合不同体型的人。另外，记者
尝试在穿上“软骨”后蹲下举起重物，发现它能
够帮助身体维持一个比较标准的下蹲姿势，从而
防止肌肉拉伤。
　　内政科技局与民防部队将持续合作，从明年
1月起，在特定的消防局让民防人员在实际操作
中穿戴装备进行测试，以进一步确定它的可行
性。

未来执行任务时

紧急医疗处与灾难拯救队
其人员是试验研究对象

穿上“软骨”装备
后，民防灾难拯救
队人员在举起电锯
等重型设备时，能
确保 姿势的准确
性，同时减低下背
部损伤的概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