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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下子女的網課安排令許多家長分身乏
術，一心希望全方位教育一對子女成才的阿靜
和許多家長一樣，要花費更多心思照顧努力適
應新教學形勢的子女。為了做好子女的榜樣，
她還會堅持建立自己學習的小天地，令過去一
年比以往更加辛苦。農曆新年原本是阿靜一家
回家鄉探親放鬆的日子，可今年不能成行，但
積極的生活態度怎會因任何眼前的困難改變？
今年阿靜一家人會爬山慶祝，登高望遠，用開
闊豁達的心境迎接新一年。

回憶疫前生活笑逐顏開
2012年從福建來港照顧家庭的阿靜，在

全心培養子女的同時，亦不甘於只做家庭主
婦，所以同時兼任售貨員、學生和義工，為
的就是擴闊眼界，成為子女更好的榜樣。
阿靜向香港文匯報記者憶述疫情前的生活

時笑逐顏開：早上6點半為家人準備早餐，
7點半送子女到學校後就去兼職，下午兩點
下班後跑去學英語、插花，接完子女再買菜
回家處理家務，「雖然很累但很充實，我很
喜歡香港這種生活節奏。」
去年突如其來的疫情為一切都按下暫停

鍵。不過，現時只能每日留家照顧子女的阿
靜，仍積極地替子女報讀社區中心的線上培
訓班，與子女一起練好英語和寫好繁體字，
不浪費這段慢節奏的時間，為疫後重投工作
做足準備。

疫下新年炮製家鄉小吃
如何慶祝首個在港度過的農曆新年？阿靜

笑言，全家在疫情期間體重不斷上升，所以
丈夫休假時就會全家行山看風景。她說今年
農曆新年會在家炮製福建家鄉小吃：綠豆芽
煎葱餅，與家鄉同是福建的丈夫同慶新春，
然後一起到獅子山消耗熱量。
她還特別希望疫後能再參與義工探訪，到

護老院為長者送暖，原來她時刻惦記身在內
地的長輩，盼透過義務工作融入社區，讓寂
寞的街坊在佳節也不會孤單。

●香港文匯報記者 林浩賢

希望子女和我一起
活到老、學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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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力量」成員星仔（林宇星）
（圓圖）多年來一直協助霞姐一家，大事
小情常常記掛在心。春節前，他主動拎着
賀年禮品、抗疫物資探望霞姐，希望讓這
位年過花甲的老人，今年這個「一個人」
的春節可以暖一點，再暖一點。
雖然平日裏兒孫繞膝，一家人感情甚

好，但過去二十多年來，霞姐每年春節
都雷打不動，和自己年邁的母親一起度
過中國人最重要的傳統節日──農曆新
年，因為母親年事已高，兩個人的慶
祝方式平實簡單，和母親吃一餐團年
飯，帶着母親逛公園，已經是十分開心
的歡度佳節，但去年霞姐年邁的母親離
世，讓這樣的溫馨畫面，成為霞姐心中
的定格。

不添麻煩婉拒親友邀請
農曆新年是許多家庭團圓

的日子，但兒子媳婦早年離
異後，霞姐的孫子孫女約定
農曆年要在媽媽家度過。霞
姐的弟弟和兒子害怕她一個
人難免寂寞，希望邀她一同
慶祝，但霞姐既不想給人添
麻煩，亦希望疫情之下一切
從簡，便一一婉拒。
今年，她要過個「一個

人」的農曆新年。
為了能給霞姐今年這個特

別的年添點彩，星仔在新年

前提着禮物拜訪，而霞姐也在為自己簡
單而不草率的新年作準備。她說，「年
廿八洗邋遢」是過年傳統，還沒到年廿
八，她已經忙着清理自己和兒子的居
所，希望大家都能安心過年。
好強的霞姐為家人忙前忙後，但不願

給人添麻煩，即使多年來腿腳始終不太方
便，也從來都是咬緊牙關，獨自承擔。星
仔細心地看到了她的需要，因為擔心她用
柺杖走路不穩，便趕忙替她找來一部有輪
助行架，讓霞姐倍感溫暖貼心。

星仔出手幫霞姐「減負」
過去一年疫情期間，孫子孫女常要在

家上網課，增添霞姐的照顧壓力。為了
幫霞姐「減負」，星仔還義無反顧地擔
任其孫兒孫女的全科義務補習老師。霞
姐說，在星仔幫助下，孫兒孫女的成績
漸漸進步。她還主動向記者透露，當初
孫兒孫女剛搬到新居時不知如何辦理轉
校手續，亦是星仔幫忙處理，所以她對
星仔十分感激。
生活雖沒有事事順遂，但總有人送來

溫暖，這也讓霞姐對生活更有期盼。近
日醫生告知她的右膝需動手術，雖然有
些害怕，但她希望自己能平安，能看着
孫兒孫女長大成才，她也希
望所有人能平安度過疫
情，每個人都健健康
康。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林浩賢

幸福的味道，是外公為她準備的麥提莎巧克
力，思念的味道，是疫情之下天各一方。農曆新
年是Cathy與最疼愛自己的外公許多美好回憶的
集結點。從小外公照顧自己長大，但早年離家求
學後，陪伴外公最多的時間就是農曆新年，這也
成為她心裏揮之不去的甜蜜回憶。但疫情期間，
外公離世，去年農曆新年的匆匆一見，竟成為她
與外公共處畫面的永恒定格。今年的農曆新年會
成為她緬懷外公的日子，同時她也會記着外公的
教誨，更珍惜和家人在一起的時光。

外公愛家觀念影響至深
Cathy自小在佛山長大，由於父母忙於工作，

於是便把她交由外公照顧。外公性格善良、脾氣
溫和，總是包容、寵愛着頑皮的她。每次到外公
位於農村的住所時，總會收到外公為她準備的麥
提莎巧克力，讓她樂透半天。年幼的她已視外公
為重要的依靠，每當不開心時，她更會跑到外公
家，回到屬於自己的「避風港」。
外公對Cathy影響很深，當中最深刻的是外公
對家的重視。她說，多年前曾有富戶人家要求收
養外公的女兒，一向不動火的外公竟拿着掃帚把
他們趕走，還說自己怎樣窮都不會放棄任何一個
子女。外公的思想影響到Cathy的母親，外公及
母親重視家庭的觀念亦影響到Cathy。
中學時，Cathy遠赴外國讀書，離開家鄉後只

能透過電話與外公聯繫。但每逢農曆新年時，她
一定會乘搭約9小時的機程回到家鄉過節。她
說，春節家中總是好熱鬧，長輩除了會帶小孩到

祖屋放煙花外，還會與小孩打成一片，歡樂情形
每每想起都甜在心頭。

年底離世未見最後一面
可惜近年來外公因病纏身、精神轉差，往年的
節日氣氛經已大減，但誰也沒想到，外公竟在去
年年底離世。當時她立即與兩地有關部門聯絡，
希望能夠酌情處理及作出安排。然而，嚴峻的疫
情使她的計劃一一被拒，最終只能無奈接受。去
年農曆新年的見面亦成為她與外公的訣別。
疫情影響加上外公的離世，令她慢慢明白到生命
中有高有低，而在低處時停下來未必是壞事。她坦
言，疫情至今令她的生活放慢腳步，現在會將重心
放到家庭上，花更多時間陪伴兩名幼子成長。
農曆新年將至，在家人離世及疫情的影響下，
今年的新年會變成他們緬懷外公的日子，但她會
更加珍惜眼前人，傳承外公對家的關愛，用視像
通話與身在內地的家人交流，為他們送上新年祝
福。 ●香港文匯報記者 倪思言

從內地北方的農村，一手一腳努力打拚到港，現在國際幼稚園任
教的唐菊，看待疫情，亦是把它當做一個不足為奇的挑戰。雖然過
去一年經歷減薪，但她仍不浪費丁點光陰，積極學習教學相關的課
程，並在小年當天，收到了香港大學學位教師教育文憑課程的錄取
通知，實現了人生的又一個新目標。今年的農曆新年她不能如往常
一樣和家人團聚，但會和朋友小聚，也會繼續利用這些時光，努力
為自己和家人拚出個更好的未來。

隻身來港做幼師 漸愛上幼教工作
唐菊自小在內地農村長大，家人都是從事農耕工作。童年時的她

不想只靠體力勞動養活自己，於是發奮讀書，在資源短缺的情況
下，期望尋找不一樣的出路。
對她而言，生活絕非一帆風順。內地高考放榜後，她因成績未如

理想，要花多兩年時間從大專升上大學本科。她一直打算到外國進
修，無奈在資金不足的情況下，只好到北京一邊工作、一邊存錢。
後來在機緣巧合下，她獲得香港理工大學的研究生取錄通知，於是
便二話不說，憑着自己久久存來的積蓄及親朋的幫助來到香港，展
開近八年的港漂生活。
「船到橋頭自然直」也許是她應對難關的其中一種態度。她說自

己當時拎着一個行李箱、身上帶着幾千元，就連電話卡都未辦妥便
隻身來到香港。一向用功讀書的她，初時志願要擔任大學的教授，
但誤打誤撞成為了一名幼稚園教師。
以高學歷的背景走進幼稚園，她起初亦有不甘，但後來卻漸漸喜

歡上與小孩相處。「小孩的情緒很簡單，開心就是開心、不快就是
不快，他們勇於表達自己的情緒、展示對他人的關懷，這是成年人
很難做到的事情。」她是小孩的教師，但卻從小孩身上學懂大道
理，點點滴滴激發出她對幼兒教育的熱愛。

疫下減薪留任 再赴大學深造
疫情打擊下，不少幼稚園相繼停辦。唐菊所任教的幼稚園雖然未

至於結業，但校方為了節省開支亦向教師提出了停薪留職、放假減
薪的各類方案。在經濟不景、同事被裁員的情況下，可幸的是她可
以繼續留任，但收入卻受到一定的影響。
然而，她並沒有抱怨任何事，反而表示明白學校有商業的決定，教
師想在逆境下生存的同時，校方亦都一樣。這件事亦讓她明白，要繼

續積極裝備自己，以應對未來更多的挑
戰。於是，她在疫情期間報讀了蒙特梭
利教師證照課，讓自己的技能可進一步
提升，而在未來9月，她亦會開始在香港
大學深造，修讀PGDE（學位教師教育
文憑課程），繼續攀登另一個目標。
離鄉別井多年，想起從前在農村過農

曆新年的日子，她形容是一段段快樂的
時光。她說農村過年的氣氛十分熱鬧，
家家戶戶都會熱情地招待客人，尤其是
小孩會受到特別的照顧。當她長大離家
工作後，農曆新年更是一年中難得回鄉
與家人碰面的機會。可是，這兩年兩地
因疫情而封關，令她不能回鄉過年，大
時大節亦只好靠視像通訊與家人聯繫。
今年的農曆新年快到，她會和朋友小
聚，簡簡單單地度過這熱鬧的節日。

●香港文匯報記者 倪思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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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佳節將至，香港文匯報恭祝廣大讀者身體健康、家庭幸福、工作順
利、萬事勝意。為與讀者一起送鼠迎牛，共慶新春，本報將於2月9日
（年廿八）及2月10日（年廿九）隨報送出兩款揮春，敬請讀者垂注。

機緣巧合下與音樂結緣的本港小提琴家郭子健（Samu-
el），原以為音樂只是謀生工具，想不到卻靠音樂的助力
闖過生死關頭。他想把這份幸運傳遞給更多人，所以開辦
音樂教育中心，但不料碰到疫情，一度虧蝕至今，僅能維
持很少的收入。雖然疫情帶來諸多不便，亦令他在馬上到
來的農曆新年不能再如往常一樣和朋友一起暢快地與音樂
作伴，但他始終相信，疫情總會過去，一定還會重現過往
新年的快樂時光。

患惡疾靠音樂重新出發
Samuel親身感受過音樂的魔力。2015年10月他確診末
期腎衰竭，當時他兩邊腎臟已失去功能，等候換腎期間每
周需洗腎3次，每月花費約1.5萬元。原本以為在病床上搏
鬥一個多月後終於可以喘口氣，豈料他出院後因體力急
降，數個月都無法工作。除了愈病愈窮，Samuel的意志亦
一度消沉。

與Samuel屬同一樂團的成員得悉情況，義無反顧為他舉
辦音樂會，香港業餘管弦樂團當時全數資助音樂會的開
支，並將門票收益全數撥捐Samuel治病。音樂和因音樂而
結識的朋友，救了他一命。
戰勝病魔後，復工是重新回歸正常生活的第一步，「因

為病得太久，（從前的）學生家長都已經換老師了，當時
無收入、食穀種，每日都惆悵如何維持生計。」但好在當
時不同朋友為他介紹學生，甚至安排演出機會，他才能重
新出發。

開辦教育中心突遇疫情
重活一次的人生，Samuel更加珍惜，他喜歡把自己心中
的美好盡快傳遞出去。他盼望能培育更多熱衷音樂的小朋
友，因為他相信音樂能助人宣洩情感，繼而保持開朗，希
望透過開辦教育中心，讓小朋友能與樂器結伴成長，樂觀
面對每個挑戰，於是去年Samuel開辦了教育中心。

可惜教育中心開辦不久就碰上疫情爆發，公司因此一度
虧蝕，但Samuel仍迎難而上，開展線上教學。疫情下，社
會彌漫着壓抑的氣氛，不希望小朋友因此受影響，所以再
艱辛都會好好準備每次課堂，讓學生可以藉音樂宣洩負面
情緒，「雖然收入不多，但能應付舖租已經很開心了。」
經歷過人生起伏的Samuel笑言，會用平常心積極對待疫

情帶來的不便。他早前向在音樂演出中認識的新民黨議員
容海恩（圓圖）反映同業苦況，一同爭取政府向合資格自
僱人士發放資助，「首先要相信有出路，這樣之後就真的
會有出路。」
眼下就到農曆新年，注定這是個特別的疫下新

年。過往新年Samuel都會回公司，因為很多家長
過年都會帶小朋友來找他加堂，同事、家長、學
生一起聽演奏、過新年，好不快活。
Samuel說，暫未知今年農曆新年會回公司還是
留在家，但仍然會惦記過往新年，家長親自為他炮

製的蘿蔔糕，及大家一起演奏的時光，相信那樣的好時光
遲早會再來。 ●香港文匯報記者 林浩賢

生命總有高低起伏，
低潮時不妨停下腳步

留意身邊的事物，希望兩地能盡快
通關，令生活恢復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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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望兩地盡快通
關，讓我可以回鄉

探望親人，希望自己在學習和工作
上的表現能夠無愧於心。

新年 寄語

舊年好友共奏樂 新春祝願樂重臨
疫情盡快過去，令社會回
復輕鬆、開心的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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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匯揮春贈讀者

農曆新年是中國人最重視的傳統節日，以往總是會和家人朋友共

聚，分享一年的酸甜苦辣，一起振奮精神辭舊迎新。今年的農曆新年

注定更不平凡，不僅是因為大家在一年的疫情下經歷了比以往更多

的困難，更是因為大家的堅強樂觀。香港文匯報記者近日採訪了不

同背景的市民，聽他們講自己的故事，回憶疫前的新春佳節，

分享今年的特別過節儀式，訴說他們的願望，暢想脫下口罩

的未來。他們堅信，牛年會在大家的共同努力和積極

的態度下，好事來。

●香港文匯報記者 林浩賢、倪思言

全能主婦 自立婆婆 愛心媽媽 港漂幼師

頑強樂手

●●阿靜希望疫情快些過去阿靜希望疫情快些過去，，讓子讓子
女正常上學女正常上學，，自己也能繼續參與自己也能繼續參與
義工服務義工服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 雖然以往過年阿靜沒有留下太多相片雖然以往過年阿靜沒有留下太多相片，，
但歡度佳節的幸福時光卻歷歷在目但歡度佳節的幸福時光卻歷歷在目。。她計劃她計劃
今年一家人行山賀新春今年一家人行山賀新春。。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年廿八洗邋遢年廿八洗邋遢」，」，霞姐忙於霞姐忙於
清理居所清理居所，，期盼新一年生活更加期盼新一年生活更加
健康如意健康如意。。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暢想脫罩未來 冀盼 轉乾坤

●霞姐（右）往年與母親
逛公園過新年倍感開心。

受訪者供圖

●醉心音樂的Samuel期望度過疫境，日後能培育更多熱衷音樂的學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 Samuel（右）以往過年時都會回公司與朋
友一起合奏慶祝。 受訪者供圖

●●今年春節今年春節CathyCathy和兩個兒子和兩個兒子
會向佛山的家人視訊拜年會向佛山的家人視訊拜年，，傳傳
遞祝福遞祝福。。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 Cathy去年農曆新年與家人的合照，成為她記
憶中幸福的定格。 受訪者供圖

●●唐菊春節會和朋友小聚唐菊春節會和朋友小聚，，也會繼續努力也會繼續努力，，為自己拚出更好的未來為自己拚出更好的未來。。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 唐菊唐菊（（後排中後排中））把往年農曆新把往年農曆新
年與家人的全家福一直帶在身年與家人的全家福一直帶在身
邊邊。。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市民細述今昔故事：每逢佳節訴心願 今春疫境圖自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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