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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谢

国家福利理事会衷心感谢义工以及志愿福利团体的支持， 
使《乐龄之旅》得以发行。  
 

义工
以下义工分别来自 Beyond60，Face UP，共和理工学院，
工艺教育东区学院和新忆工程。

Alex Deng, Asyraf B Mohammad J Muhammad, Cheong Jun 
Hong, Chew Kung Pheng Benedict, Christine Tan Yu Jia, Eleanor 
Yap, Hayley Tay, Helen Yeo, Ibrahim B Rosnan Muhammad, 
Janice Soo, Jillisa Kok, June Tay, Koo Pei Hiang Emily, Lee Lay 
Ying, Leong Yee Ting, Lim Bao Long, Lim Soo Lan, Lily Bok, Lily 
Wong, Max Ang, Melissa Chua, Muhammad, Haikal B Riduan, 
Natasha Ferdinands, Pek Yan Lin Audrey, Phua Shiyong, Shirley 
Tan, Terrence Goh, Toh Ying Qi, Yeo Hong Eng.

志愿福利团体
Care Corner Social Day Care for the Elderly, CARElderly 
Seniors Activity Centre, GoodLife!, Life Point, Marine Parade 
Foo Hai Elderly Lodge, NTUC Health SilverACE SAC@Telok 
Blangah Rise, Pacific Activity Centres Pte Ltd, Sarah Seniors 
Activity Centre, NTUC Health SilverACE SAC@Redhill, 
Tembusu Seniors Activity Centre, Thye Hua Kwan Seniors 
Activity Centre@ MacPherson, Y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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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乐龄之旅：回顾过去，活在当下，展望未来》是一本故事
集，讲述来自新加坡各行各业的乐龄人士的人生经历。每位
乐龄人士的故事都是独特的，在丰富了读者对新加坡发展
史的认知之余，也让读者从不同角度感受乐龄人士的心路历
程。这些体验，相信能使读者更了解乐龄人士如何培养出坚
强和刚毅的性格。

在认识乐龄人士以及倾听他们分享人生经历的过程中，义工
和乐龄人士仿佛一同回到了过去。乐龄人士与义工分享了一
些共同的人生观念，他们都重视亲情和友情，也积极努力地
追求个人爱好。有一些乐龄人士坚持不断学习，另一些
则秉承着“施比受更有福”的精神，活跃于志愿活动，激
励自己和他人追求充实的人生。本故事集汇聚了大量的珍贵
人生经验，国家福利理事会真诚地希望能通过故事内容，
鼓励读者在回顾过去美好记忆的当儿，也能珍惜眼前拥有
的宝贵时光，放眼展望未来。

本故事集是国家福利理事会在 2014 年国际乐龄日所举办的一 
项活动。这项活动向乐龄人士表达敬意之余，也感谢他们对
社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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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三代的母爱

Lee Hua Yong 和丈夫在二
次世界大战后开始做生意。
他们从中国进口家居用品，
如桌布、床单等，然后卖给
百货商店和外国人。随着
战后外国人大量涌入新加

坡，这门生意变得很有赚
头，可谓机不可失。现已  
86 岁的 Hua Yong 有四个子 
女。她回忆说，外出推销货
品前，她会把货物放进汽
车里，然后驾着车在三巴

Lee Hua Yong (右起) 和女儿及外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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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女婿在一起意外中去世后，她和丈夫便协助 

   三女儿照顾她的两个孩子。她一直负责接送 

   两个外孙上下课，直到他们长大。”

Lee Hua Yong, 86

旺一带挨家挨户地售卖，
把货物卖给居住在殖民世
代住宅里的外国人。他们
生意做得很好，五十多年
来一直生意兴隆。不过，
在孩子们长大出国以及外
国客户纷纷回国后，Hua 
Yong 和丈夫把在三巴旺的店 
铺关了，生意也跟着结束
了。Hua Yong 是一个热爱家 
庭，宠爱孩子的母亲。她
说，三女婿在一起意外中去
世后，她和丈夫便协助三女
儿照顾她的两个孩子。Hua 
Yong 一直负责接送两个外孙
上下课，直到他们长大后分
别去了英国和瑞典。

多年以后，Hua Yong 和外孙 
们的亲密感情并没有随着时
间的流逝而被淡忘。他们常
常打电话给他们思念的外
婆，也会轮流回新加坡探望

她。Hua Yong 现在有五个孙
子，也感谢老天让她有福气
拥有四个曾孙。

“我感谢上帝，我的孙子们
都很爱我。我感到很满足，
因为这样的孙子已经很少见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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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承诺

旧时，相亲是很常见的。当
年 Ling Kum Pheng 的母亲在 
新加坡当妈姐时，便要求他
从香港到新加坡来工作。现
已 89 岁的 Kum Pheng 在四 
个孩子中排行老幺。他说： 

“ 起 初 我 并 不 想 过 来 工
作。”不过，他还是遵从母
亲的意愿来到新加坡的一家
甘蔗厂工作。Kum Pheng 那
时 23 岁，年轻帅气，深受老 
板青睐，也受女性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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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人，不会违背母亲的 

   意愿。我觉得和那女孩结婚是我的责任。”

Kum Pheng 坦言：“我并不 
想那么早结婚。”不过，母
亲的想法不同。她和一位来
自广东的妇女说好了，要 
把她 20 岁的女儿许配给他。 
“我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人，
不会违背母亲的意愿。我觉
得和那女孩结婚是我的责
任。”所以，即使未来岳 
母在婚礼前不幸去世，他依
然觉得应该与那位女孩结
婚。

当时 Kum Pheng 每个月的收
入是 60 块。他曾希望妻子能 
找 到 一 个 比 他 更 好 、 更 
能赚钱的丈夫，但是妻子 
坚持说喜欢他，无论如何都
要跟他在一起。结婚后，他
们的日子渐渐改善，老板 
把 Kum Pheng 的工资涨到了
每月 160 块。五年后，Kum  
Pheng 也升职做了主管。
 

现在的 Kum Pheng 已经是八
个孩子的父亲了。他说结婚
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想过
要离婚。“有孩子了，哪还
能离。”他表示，婚姻是需
要用心经营的。尽管两个孩
子去世了，Kum Pheng 对身
旁还有七个孙子和两个曾孙
陪伴感到安慰。

Ling Kum Pheng,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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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板桥医院的旧照。
照片：新加坡通讯及艺术部照片集、新加坡国家档案馆提供

邻里情

Sukina Binte Kitto 长相雍容
而且善谈，看上去比实际年
龄年轻。她在十个兄弟姐妹
中排行老大，所以得留在家
中帮助母亲操持家务和照顾
弟弟妹妹们，没有机会上学
读书。 

“我们的甘榜在惹兰板桥，
旁边便是旧板桥医院。那时
我常常和邻居家的小伙伴们
骑车、打羽毛球、玩跑注式
棒球。那时居住在甘榜的人
都是朋友，不会欺负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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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很满足。虽然过去的日子很难，但我 

   的孩子们都很爱我、很关心我。这对我来说 

   是最重要的，我没什么好遗憾的。”

Sukina Binte Kitto, 65

当你需要帮助时，你可以到
邻居家请人帮忙。”那时电
子产品很少见，所以每天下
午，邻居们会聚集在她家前
面的空地上聊天玩耍。虽然
联络起来不方便，但是没有
了通讯电子产品的干扰，邻
居们反而有更多时间聚在一
起，增进感情。 

邻居间多年来培养出的感情
是牢固的，Sukina 至今依然 
和甘榜朋友保持联络。电话
普及后，她常常打电话和老
邻居们聊天、吃饭、参加彼
此孩子们的婚礼等。

作为单亲妈妈，Sukina 的生 
活格言是“无论生活有多
难，都必须坚强活下去。”
孩子们小的时候，她母兼父
职，每天打两份工，努力维
持生活。“我现在很满足。
虽然过去的日子很难，但我

的孩子们都很爱我、很关心
我。这对我来说是最重要
的，我没什么好遗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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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y Sim 述说着她对年轻一 
代的感想时指出：“我觉得
这一代人的父母亲应该更有
耐心，要心平气和地和孩子
们沟通。”她的父亲管教子
女很严厉，有一次他发现
儿子学会抽烟，拿起槌子
就往他的手打下去。Quay 
Sim 说：“我常常看到这样
的事情。孩子毕竟是孩子，
我们需要更有耐心和爱心
地去对待孩子们而不是吓唬 
他们。”

孩子是上天赐的礼物

“那里的修女很严厉！如果
你上课捣乱，不能正确拼写
单词或者是没做功课，她们
都会用戒尺打你的手心或者
屁股！”Fong Quay Sim 生动
地回忆着她在教会女子学校
读书时的经历。19 岁那年， 
她前往英国读书，一读就是  
7 年半，之后她决定回新加坡 
工作。

Quay Sim 比较迟婚，34 岁
时通过相亲，认识了丈夫。
但是，这段婚姻成了她一生
的遗憾，婚后不久便波折不
断。Quay Sim 现已 70 多岁
了，对她来说，这段坎坷的
婚姻中最大的安慰是她的儿
子。他让 Quay Sim 感到骄傲
也无须让她操心：“他是个
好孩子。他现在在香港是一
名兽医，成绩卓越。” Fong Quay Sim,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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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她而言，这段坎坷的婚姻中最大的安慰是 

   的儿子。他让她感到骄傲也无须让她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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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家糊口的艰辛

81 岁的 Tan Bak Lan 见惯了
世事沧桑。小时候，第二次
世界大战爆发，生活动荡不
安，给她的童年留下了恐惧
和不安的印记。她和家人整

天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看
到窗外有日本士兵就赶快躲
藏起来。这样担心受怕的日
子也导致 Bak Lan 没机会上
学。 

旧时的孩子们非常节俭。即使鞋子破了旧了，只要能穿就继续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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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回忆道：“我们的房租每
月大概 3 块钱……那时屋子
里没有电，这 3 块钱是付水
费的。但是即使付了水费，
也不是每次拧开水龙头就有
水！”

1950 年，20 岁的 Bak Lan 
结婚了。当时，她仍然想上
学。然而，有八个子女需要
照顾，她只能把精力放在抚
养孩子上，把自己的愿望放
一边。

如今的生活费用高昂，Bak 
Lan 估计，若想和当年一样
抚养八个孩子，肯定不容
易。过去，她丈夫做汽车修
理工，每个月的薪水是 100 
元。她每天只需要 1 到 2 块
钱就可以在菜市场买到菜，
给家人准备三餐。 Bak Lan 
说，孩子们是很容易满足
的。即使鞋子破了旧了，只
要能穿就继续穿着。

“然而，有八个子女需要照顾，她只能把精力 

   放在抚养孩子上，把自己的愿望放一边。”

Tan Bak Lan, 81

Bak Lan 喜欢和周围的人沟 
通交谈。每天含饴弄孙的
她，对生活感到很满足。她
说，很庆幸自己会讲英语，
和孙子们沟通起来没有障
碍，和其他家人也能自在地
以中、英文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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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家庭尽心尽力

Lim Lik Lik 家虽在印度尼西 
亚峇淡岛莫罗村，工作却在 
新加坡。所以，每二十五天
她就要坐一个小时的船回莫
罗村看望家人。她母亲在她
仅 13 岁时就去世了，留下她 
和五个弟妹照顾祖母。

Lik Lik 没有机会上学，但是
她抓住每一个机会主动吸取
更多的知识。她通过看电视
节目和听歌学会了华语读
写。在旧时代，电视机是上
层社会家庭才能拥有的奢侈
品，所以，尽管不能选择所

一幢典型的村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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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亲是很关心自己的孩子……所以父母打来的   

   电话，一定要接听。不要让他们为你担心。”

Lim Lik Lik, 65 

收看的电视节目，她还是会
定期到邻居家看电视，边看
边学习。 

Lik Lik 是七个孩子的母亲。
她丈夫去世得早，她只能独
自努力工作来养家糊口。她
的孩子们都很孝顺，从不晚
归。在印尼工作时，她早上
四点就起床，为咖啡店开门
做准备。现在，她的孩子
们有的在印尼工作，有的在
国外工作。因为工作忙碌，
一家人主要通过电话保持联
系，一年也只能聚一次。

她希望她的孩子们能牢记
父母的话和关怀。曾经有
个孙子出门，直到凌晨才回
到家，期间没有接听父母
的电话，让他们万分焦虑。 
“父母亲是很关心自己的
孩子……所以父母打来的 
电话，一定要接听。不要让
他们为你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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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围困难

派报人骑脚踏车派报曾经是寻常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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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w Ah Chin 今年 72 岁了。 
她 29 岁时为了与丈夫结婚， 
从马来西亚来到新加坡。她
的丈夫是散工，有时会做派
报员或是咖啡店助手等。婚
后，Ah Chin 做了家庭主妇， 
全心全意把两个女儿抚养长
大。 

虽然女儿们年幼时，家里的
生活比较艰难，Ah Chin 和她 
丈夫还是挺了下去。他们咬
紧牙根供两个女儿读完了
中学，小女儿甚至大学毕
业。Ah Chin 在 54 岁时成为
新加坡永久居民，这时才有
机会和丈夫一起工作。 

丈夫去世后，Ah Chin 就一直
和小女儿住。两个女儿懂事
孝顺，常给她零用钱花，让
她感到很欣慰。Ah Chin 也喜 

Hew Ah Chin, 72

“虽然女儿们年幼时，家里的生活比较艰难， 

   她和丈夫还是挺了下去。”

欢去乐龄活动中心，在那里
她可以和其他年长者一起玩
游戏，聊天或帮忙中心做些
简单的差事，生活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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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中的坚持

Salmiah Binte Sidin 结婚时 
仅 19 岁。那时全家人生活艰 
难，她年纪轻轻就被迫与 
父亲分离。她回忆道，直到
一年后，她才从母亲口中得
知父亲已在一次车祸中去 
世了。

虽然家境不理想，Salmiah 
和丈夫还是把五个孩子抚养
长大。她说，这要归功于她
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她和
丈夫深信，既然他们把孩子
们带到这个世界，他们就有
责任把他们抚养长大。正是
这信念让他们能够克服各种
困难。不幸的是，Salmiah 
的丈夫于 15 年前去世了。过 
了一段日子，Salmiah 也再婚 
了。婚后，她继续在医院做
清洁工，直到一年半前因膝
盖开始疼痛她才辞职。

尽管经历各种挫折，Salmiah 
坚韧不拔的精神使她能够勇
敢、积极地面对生活。如
今，Salmiah 已经 62 岁，
孩子们都长大了，而其中三
个也开始工作。看着他们 
能自力更生，Salmiah 引以为 
傲。闲暇时，Salmiah 尝试多 
做运动，也会去乐龄中心参
加休闲活动，结交朋友。

Salmiah Binte Sidin,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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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和丈夫深信，既然他们把孩子们带到 

   这个世界，他们就有责任把他们抚养长大。 

   正是这信念让他们能够克服各种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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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岁时她开始在 

  恭锡街一家餐馆 

   做服务生……

  虽然自己没有机 

  会上学，她却坚 

 持弟弟们都读完 

   书。” 

呈现出晚期店屋建筑风格的恭锡街店屋。
照片：新加坡旅游促进局照片集，国家档案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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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牺牲

71 岁的 Pang Sow Lui 在十 
姐弟中排行最大。身为长
女，她需要帮助以卖水果为
生的父亲推摊车售卖水果，
还要协助母亲照顾全家，因
此没有机会上学念书。 

15 岁时她开始在恭锡街一家
餐馆做服务生。但由于老板
拖欠她三个月的薪水，Sow 
Lui 不久后便辞职，改去牛车 
水一带的家庭餐馆打工。当
时，她每天的工作时间很
长，月薪是 70、80 元。她也 
在柔佛新山做过 2、3 年的服 
务生。 

30 岁那年，Sow Lui 嫁给了比
她年长 15 岁的丈夫。婚后，

她打过各种零工，其中一份
是银行清洁工。通过银行朋
友的介绍，Sow Lui 成为家庭 
帮佣，一做就是 22 年。那时 
她每月能赚 500 元。

让 Sow Lui 感到骄傲的是，
虽然自己没上过学，她却坚
持弟弟们都读完书。她说，
当时便是她带着弟弟们去位
于珍珠山的学校登记注册上
学的。弟弟们有些完成了高
中课程，有些则读完了剑桥
高级课程。现在 Sow Lui 虽
独居，但是每逢过年，她都
聚集兄弟姐妹的家庭到最小
的弟弟家团聚。

Pang Sow Lui,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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妯娌之间的和谐

就像大多数同辈一样，Koh 
Ban Choo 出生于新加坡一个 
大家庭里。她有八个兄弟 
姐妹 一一 两个姐姐，三个哥
哥，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
她的父亲是一名罗厘司机，

一家人住在红山一带的亚答
屋内。她回忆说，因为家里
人多，除了些豆芽、豆干、
长豆或蒸鱼，妈妈每天午餐
得煮一大锅粥而晚餐得煮一
大锅饭。

乡下一间有木板墙壁和亚答屋顶的华人甘榜屋。 
照片：国家档案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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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夫家是养鸡、鸭和猪的，因此 

   家务都由妯娌姑嫂们分着做。”

Koh Ban Choo, 75

Ban Choo 15 岁时开始在一
间饼干工厂做包装工，23 岁
时与一位书店职员结婚。婚
后，她搬进了丈夫家，跟妯
娌姑嫂们一起生活。她的丈
夫家的大亚答屋也在红山，
共有五个房间。

因为习惯了大家庭生活， 
Ban Choo 很快就融入新环
境，和妯娌姑嫂们相处得愉
快和谐。由于丈夫家是养
鸡、鸭和猪的，因此家务都
由妯娌姑嫂们分着做。有的
负责做饭，有的负责洗衣，
有些则负责打扫房间，其他
的负责饲养禽畜。Ban Choo 
负责在早上泡咖啡和打扫房
间。她对这样的生活和工作
安排感到很满意，对妯娌姑
嫂们也无任何抱怨。

政府开始发展红山后，Ban 
Choo 一家便在红山一带租了 
一间房子住。75 的她和 86 
岁的丈夫一起生活，他们有 
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孩
子 们 都 已 各 自 成 家 。 儿
女 们 常 常 都 会 带 着 孙 子
回 来 看 望 父 母 和 带 他 们 
外出用餐。Ban Choo 很珍惜 
一家团聚的时刻，看到孙子
时更令她乐开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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笼布。“这种工作对四肢是
很好的锻炼！”不过，两年
后她决定不做纺织，而是去
做妈姐。

爱家与顾家

Chan Ngot You 做了一辈子
的家庭主妇，养大了四个子
女。这位 78 岁的老奶奶现在 
有四个孙子。她回忆说，她
是在 18 岁时开始学习纺织纱 

Ngot You (前排右二) 三代同堂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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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只承担了照顾孩子们的责任，还负责给 

   丈夫和在丈夫修理厂工作的工人们做午餐。”

做妈姐时，她有一位不寻常 
的同事，这位同事便是她的 
家婆。她和家婆同为一个雇 
主打工，但负责的家务不 
同。她的家婆负责做饭， 
Ngot You 则负责洗刷、烫衣 
服和打扫。Ngot You 说:“我 
们相处得很好，从未吵过
架。”怀上第一胎后，Ngot 
You 辞去了妈姐的工作，转
而成为一个全职家庭主妇。

Ngot You 不只承担了照顾孩 
子们的责任，还负责给丈夫
和在丈夫修理厂工作的工人
们准备午餐。她自豪地说: 
“我的孩子们都很乖，自
出生后就很好带。”小女
儿开始念中学后，在家感觉 
“无所事事”的 Ngot You 便

Chan Ngot You, 78

决定出来社会工作。1964 年
到 1968 年期间，她便在阿裕 
尼的一间钢厂工作。后来工
厂搬了，Ngot You 也辞去工
作，专心照顾孩子和料理家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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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上天的眷顾

Doola Sakina Esmail 于 43 年 
前从印度孟买来到新加坡
后，便一直居住在马林百
列。Sakina 和丈夫刚搬进住 
宅时，是“整栋大楼里唯

一的住户”。当回忆起这段
往事时，她脸上就洋溢着自
豪。关于这个地区的历史和
发展，Sakina 总有说不完的
趣事。

马林百列区的第一座点式楼组屋在 1973 年于马林台竣工。
照片：马林百列民众联络所照片集，国家档案馆提供



29乐龄之旅             家庭至上

“在盛行相亲的年代，特别是在她的文化传统里， 

   能找到一个‘好男人’算是幸运了。”

Doola Sakina Esmail, 72

83 岁的 Sakina 仍精力旺盛。 
她年轻时做过各种工作也 
参加过不同类型的活动。 
Sakina 喜欢尝试新事物也热 
爱烹饪，在转行做裁缝师前
曾经营饮食生意。不幸的
是，丈夫一次重病后再也无
法下床行走。为了全职照顾
丈夫，Sakina 只好结束经营
了 25 年的生意。少了生计
后，钱很快就成了生活上的
大问题，再加上照顾丈夫所
需付出的体力和精力，这些
对 Sakina 来说，是很严峻的
考验。

尽管困难重重，Sakina 从不
怨天尤人，她选择以一种感
恩和乐观的态度面对人生。
每当提到她的丈夫，她的眼
里总闪烁着幸福和爱意。当
被问及维系幸福婚姻的秘诀

时，Sakina 笑说，在盛行相
亲的年代，特别是在她的文
化传统里，能找到一个“好
男人”算是幸运了。

照顾丈夫虽占去了 Sakina 每 
天大部分的时间，但她还
是会抽空到马林百列乐龄
活动中心做义工。访问期
间，Sakina 自豪地展示新学 
做的气球造型，她自信地表
示丈夫肯定会喜欢她的作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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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安逸的生活

Tan Chor Yee 二战前出生在 
新加坡一户富裕的潮州家
庭。她的父亲是一名海产批
发商，在旧时位于新加坡河
畔的爱伦波市场（也称新市
场或新巴刹）经营海产批
发生意。因为家庭环境优

越，Chor Yee 有机会上幼儿 
园，接着到一间华校上小
学，不过四年后就辍学。她
父亲的生意很好，她也喜欢
在她家附近的克拉码头品尝
各种美食，如肉骨茶、牛丸
面和咖喱饭等。

位于新加坡河畔爱伦波街的爱伦波市场，也叫新巴刹(Sin Pasat)。
照片：国家档案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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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Chor Yee 的人生在她
结婚后开始有了变化。20 岁
的 Chor Yee 爱上了一个“帅 
哥”并嫁给了他。婚后，她
搬去和丈夫同住。无奈，
丈夫在婚后性情大变，常
常殴打她。被粗暴对待十年
后，Chor Yee 在 30 岁时再
也忍无可忍，毅然带着三个
孩子离开丈夫，过新生活。 

Chor Yee 和孩子们住在一间 
一房式的组屋。由于大儿
子和女儿患有语言和听力 
障碍，Chor Yee 为了养家糊 
口，学会煮饭烧菜，甚至当
起了熟食小贩，售卖炒米
粉、绿豆汤、虾面和叻沙。
每当她外出摆摊做买卖时，
就得请邻居帮忙照顾孩子。
后来因为她年纪渐大，难以
继续经营摊位，于是决定放
弃小贩生意，改当别人的主 Tan Chor Yee, 74

“她出生在富裕家庭，从不需要做家务，但为了 

   维持家人的生计，她后来也学会了烹饪做饭。”

厨。Chor Yee 后来还当过酒
店的客房服务员和办公室清
洁工。

Chor Yee 的大儿子和小女儿
都已成家，现在她和 52 岁的 
大女儿同住。每当回忆往
事，Chor Yee 总是为自己的 
坚韧和毅力感到自豪。她出
生在富裕家庭，从不需要 
做家务，但为了维持家人 
的生计，她后来也学会了 
烹饪做饭。孩子对她的爱，
是 Chor Yee 快乐的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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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雨绸缪

Samaah Rawee 生于 1950 
年，有五个兄弟姐妹。她的
工作是提供账目管理服务，
负责的项目涉及不同国家，
如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内部审
计。因为工作期限经常很
赶，为了按时完成工作，她
时常工作到深夜。

尽 管 工 作 时 间 长 且 没 规
律，Samaah 还是收养了六个 
孩子，其中有姐姐去世后留
下的两个儿子，和弟媳癌逝
后，留下的五个月大外甥
女。Samaah 之所以会收养那 
么多孩子，是希望晚年若孤
独一人的话，她至少有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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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薪水时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不要挥霍，   

   要把钱储蓄起来。”

Samaah Rawee, 65

孩子相伴。 

Samaah 的哥哥姐姐各自成家 
后，她就成了家里的主要经
济支柱。她性格坚强，相信
自己能够撑起全家，担当一
家人的开销。为了让孩子们
学习自力更生和培养他们的
责任心， Samaah 只在他们 
急需零用钱时才给他们，而
不是固定每个星期都给他们
零用钱。她给他们的忠告
是：“拿到薪水时要做的第
一件事是不要挥霍，要把钱
储蓄起来。”为树立好榜
样，Samaah 以身作则，十年 
前退休后，至今仍靠自己的
积蓄过着舒适的生活，不求
于人。

如今，Samaah 的孩子们都年 
过30，各自结婚成家了。 
他们都受过高等教育，在

各 自 就 职 的 公 司 担 任 高
级 职 务 ， 过 着 舒 适 的 生
活。Samaah 并没有依靠孩子 
给的钱过日子，而是坚持独
立生活。她认为老年人应该
尽早为自己的乐龄生活做准
备，未雨绸缪，不宜过分依
赖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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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hu Meow Keng 8 岁时离开 
中国潮州老家，坐船来到新
加坡。来到新加坡后，她和
家人住在牛车水，在居士林 
庙附近的一间小学读书。在
那里她遇过红头巾，她们也
是来新加坡寻求更稳定的生
活。Meow Keng 因此留下了
很好的印象。

爱的奉献

两年后，Meow Keng 搬迁到
女皇镇，住进了一幢高 14 楼 
的政府组屋里。那时这幢大
楼号称是新加坡最高的大
楼。她们一家以每月 40 元租 
下了一个政府组屋单位，比
今天的两房式组屋狭小一
些。因为家境不富裕，她没
能完成学业。读完三年级

1960 年代红头巾在建筑工地工作。
照片：新加坡信息与艺术部照片集，国家档案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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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生活不易，但是因为她早年的付出， 

   弟妹们得以完成学业。”

Khu Meow Keng, 68

后，Meow Keng 便退学了。
因为那时机器昂贵，Meow 
Keng 在家帮助母亲做手工鱼 
丸卖给学校餐厅，补贴家
用。

结婚后，Meow Keng 到了丈 
夫的面条制作工厂，负责工
人们的膳食。不幸的是，丈
夫的弟弟过世后，家庭纠
纷和矛盾日益激烈，导致 
Meow Keng 和丈夫最终失去
了工厂的股份。Meow Keng 
因为缺少文凭，很难找到固
定收入的工作。

虽然生活不易，但是因为 
Meow Keng 早年的付出，
弟妹们得以完成学业。弟妹
们如今仍和 Meow Keng 保
持联络。见证了新加坡过去
几十年的发展历程，Meow 
Keng 表示，人们的生活也随
着新加坡的进步，变得舒适
多了。



乐事
    点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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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人的故事

“我也是一个人生活。我明白独居会多孤独，

   多无聊。所以我希望和其他乐龄人士聊天，

   让他们开心。我有很多故事要分享！”

Ah Chye 收藏的小人像中可以看到各行各业，例如警察和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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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得逼真，活灵活现，
要有自己的故事！”77 岁的  
Ng Ah Chye 指着他收藏的 12  
吋小人像和模型飞机说道，
每一个模型都是他花心血组
装和装饰的。他根据人像在
现实生活中的角色，给每一
个小人像都编了一个故事，
有马来西亚警察、新加坡陆
军士兵和辜加警员(辜加警
员来自尼泊尔，训练有素， 
是新加坡警察部队中的特种
兵)。 

每一个人像，都有以自己为主 
角的精彩故事。Ah Chye 喜
欢请朋友过来看他的收藏， 
听他开心地讲这些人像的故
事。他兴致勃勃地讲着每一
个小人像的故事，包括他是
怎么从本地或海外店铺中买
到他们穿的衣服和使用的 
兵器。 

Ah Chye 的视力渐渐衰退，
组装新人像也越来越困难
了。尽管如此，他坚持读报
纸、与朋友聚会，把每天安
排得满满的。从他对分享故
事时所表现出来的热忱， 
能感受到 Ah Chye 希望能
让这个世界更美好的憧憬。 
Ah Chye 一直在找做义工的
机会。他希望能去探望那些
独居的乐龄人士，与他们分
享他的故事。“我也是一个
人生活。我明白独居会多
孤独，多无聊。所以我希望
和其他乐龄人士聊天，让他
们开心。我有很多故事要分
享！”

Ng Ah Chye,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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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求知欲的棋手

John Low Fook Meng 虽去过
很多地方且尝遍各地美食，
粤式点心仍然是他的最爱。
这位 73 岁的乐龄人士，生气 
勃勃，他最喜欢去的国家 
包括中国、台湾、香港、 

日本、法国和英国。John 在 
62 岁退休前在贸工部负责与
统计相关的工作。他周游许
多国家，但非因工作所需，
而是因为三个女儿经常提议
并策划全家出国旅行。

John（左）在同一位乐龄人士下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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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旅行，因为家人平时很忙碌，只有 

   一起旅行我们才有时间陪伴彼此。”

“我喜欢旅行，因为家人
平时很忙碌，只有一起旅
行我们才有时间陪伴彼此。
同时，我也想到处看看各
国的生活方式，尝试各类食
物。”旅行之余，John 坚持 
过着简朴的生活。他不只求
知欲强，好奇心也很重，所
以很容易就和孙子打成一
片。爷孙们经常一起玩富创
意的玩具，如乐高，从中考
验耐性，激发想像力和满足
好奇心。 

其实，对 John 来说，培养耐 
心并不困难！John 年轻时就 
喜欢下棋，对下棋的爱好
保持至今。如今，他仍常
约小学玩伴下棋，如果他们 
没空，John 就会上互联网下
棋。下棋不仅能让他的大脑

保持活跃，还能让他和朋友
们聚在一起，共同回忆小学
时期的美好时光。对 John 而 
言，人生中最重要的是“你
身边的人”。

Low Fook Meng, John,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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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爱唱歌，享受爱好 

Lee Cheng Tet 51 岁时发现 
自己爱唱歌。从那以后，这 
位风度翩翩、富有魅力的
歌手就没有停止歌唱。发
掘他这份爱好的是Cheng 
Tet 的太太，1998 年的某一
天，在太太的鼓励下，夫妻
俩首次合唱，Cheng Tet 很 
享受过程，从此对歌唱“一
发不可收拾”。Cheng Tet  回 

忆说：“以前我不知道自己
会唱歌，只是在一旁欣赏太
太唱歌。”那次合唱后，这
对夫妻对唱歌的热情激励了
他们在各类活动和场合，如
乐龄中心、慈善项目、路演
和社区活动上登台表演，他
们时而独唱时而合唱，乐 
在其中。多才多艺的 Cheng 
Tet也精通不同语言的歌曲！ 

Cheng Tet 克服了舞台恐惧症，如今可以自信地在舞台上表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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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 Cheng Tet, 68

“我的忠告就是相信自己的能力，享受 

   自己的爱好！”

除了表演，Cheng Tet 也主
动担任邻里乐龄活动中心的财
政管理员，一做就是 15 年。 
十余年来，Cheng Tet 对歌
唱的热忱未减。他表示：“
我喜欢唱歌，因为唱歌能
强健我的肺而对我的横膈
膜有很大的帮助。它也让
我更有自信，在抒发情绪
的同时也能促进了人与人
之间的联系，加强社区凝 
聚力。” 

然而，Cheng Tet 的精彩演
出并不是与生俱来的。首 
先，他必须克服怯场的心理
障碍，在登台唱歌时不会因
为过度紧张而对舞台产生恐
惧。因为热爱唱歌，他努力
克服恐惧，经过一段时间
后，终领略出了一些小窍
门。他的小窍门包括放慢呼
吸让肺部和横膈膜放松、
做一些简单的热身动作、 
发出“哈哈哈”声打通气
道和唱歌前喝一些温开水 

润喉。他也学会在演唱时得 
“眺望远方”，避免被观众
注视的眼光影响。不过，他
强调，没有什么比练习更重
要，只有不断的练习才能够
轻松地掌握音准、发音和音
调。

Cheng Tet 希望自己的经历
能鼓励其他乐龄人士追寻 
并享受自己的爱好。他说： 
“刚开始，我因为有舞台
恐惧症，不相信自己能上台
唱歌。但是后来我克服了恐
惧，现在可以自信地登台
表演了。所以我的忠告就是
相信自己的能力，享受自己
的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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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花草，乐休闲

“我喜欢种花种草，这让我轻松愉快。每当 

   我看到我种的花绽放时，我就非常兴奋！”

早期住在甘榜时，Ah Sai 就培养出园艺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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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宁愿不结婚也不要娶一
个我不爱的人。”当被问及
他的爱情观时，Chong Ah Sai  
就是如此回答的。热衷园艺
的 Ah Sai 今年 73 岁了，
他负责管理着麦波申乐龄活
动中心外的一个小花园，最
喜欢的花是玫瑰。早期住在 
甘榜时，Ah Sai 常帮母亲种 
菜 ， 因 此 渐 渐 喜 欢 上 园
艺。“我喜欢种花种草，这
让我感到轻松愉快。每当我
看到我种的花绽开时，我就
非常兴奋！”

Ah Sai 每天都要花几个小时 
照料花草。其他时间，他
会读报纸，听音乐或者看
电影。看报纸能让他了解时
事，增广见闻（他最喜欢的
题材包括政治、历史和社会
问题），而听音乐可以让他
放轻松。他说：“我什么类

型的音乐都听 一一 流行歌曲 
管弦乐和闽南语歌谣都听。
有嗜好很重要，它有助于避
免患上心脏病！”

他喜欢的影视节目也很广 
泛，从华文综艺节目《最 
强大脑》到好莱坞巨片片 
《特洛伊》到动画片《料理
鼠王》，他都感兴趣。但，
仍有一部电影 Ah Sai 一直想
看。“我还没看过《铁打尼
号》！我还在等我的朋友借
我影碟。”

Chong Ah Sai, 73



活到老，
      学到老

照片：刘先生一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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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球侠

同事们都亲切地称 Ek Thong
为“气球侠”，而他也已经
成为本地慈善活动中熟悉的
身影。Teo Ek Thong 今年 50 
多岁，自从八年前开始学气
球造型艺术后，每次献艺都
广受群众欢迎。

Ek Thong 双手捧着完成一半 
的艾尔莎（电影《冰雪奇
缘》中的冰雪女王），笑
说，当初他是因为不想排队
买气球给自己的两个孩子才
决定学气球造型艺术的。现
在他的两个孩子都长大了，

Ek Thong 的气球造型杰作——电影《冰雪奇缘》
中的艾尔莎女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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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Ek Thong 已成为炙手
可热的人！他有一份全职工
作，但是每个月还是抽出至
少三个周末在慈善活动、志
愿活动、集会上帮忙，偶尔
也会在婚礼上看到他。在谈
到他的气球造型和独特的设
计时，他骄傲地说：“如果
我要做一件事，就一定会把
它做到最好。”

“如果我要做一件事，就一定会把它做到最好。”

但是 Ek Thong 仍然继续学 
习新的气球造型艺术。“气 
球造型太有趣了！这是一
门艺术。”他兴奋地说。 
Ek Thong 最大的推动力和鼓 
励，是来自孩子们从他手中
接过他辛苦做出的气球造型
时，脸上所洋溢出的笑容。

正是这股热忱激励 Ek Thong 
把气球造型艺术提高到专
业水平。在同事们的鼓励
下，Ek Thong 从小做起；在 
2006 年公司举办的一个慈善
活动上，他自告奋勇摆了个
气球摊位。成功引起同事们
的兴趣后，他在公司的消闲
俱乐部开办气球造型班。因
为热爱这种艺术形式，他成
了气球造型的培训师，现在
于多间居民委员会和民众俱
乐部开办课程。2011 年人民
协会组织了一个气球造型兴
趣小组，他自然也加入了，
并且开办了在榜鹅民众俱乐
部和武吉知马民众俱乐部的
气球兴趣小组。

Teo Ek Thong,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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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梦

“人要有勇气追梦，她明年还预备 

   修读零售管理文凭课程。”

从店铺的布置装潢装饰到卖货收钱柜台服务，Jenny 都有兴趣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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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nny Tan Soon Noy, 64

“ 我 已 经 3 0年 没 有 读 书
了！”Jenny Tan Soo Noy 今 
年64岁。这两年来，她一
直在上零售管理课程。她
说：“要管理得好是很难
的。”曾在国立教育学院
担任行政辅助员的她在退休
后，找了一份兼职零售工
作，一方面是打发时间，另
一面则是为了照顾生病的父
亲。在国立教育学院工作 
40 年的经验激发了 Jenny 对 
学习的兴趣，但是直到退休
后，她才有更多的时间报 
读自己喜欢的课程。

Jenny 一直都在寻找机会扩大 
自己在零售业方面的知识。
从店铺的布置装潢到柜台服
务，她都有兴趣。经公司推
荐，好学的 Jenny 修完了一
个七个月的管理监督课程，
学会了零售管理这一门“软
技能”。她说：“我很喜欢
这项课程，我从中学会了怎
样解决问题，怎样更好地与
顾客和同事沟通交流。这很

有趣。”她现在每周工作四
到五天，经常和较年轻的同
事相处。大家感情融洽，所
以之间的年龄差距也缩小
了。“他们都是很好的人。
他们总是邀请我跟他们一起
聚会。”她腼腆地笑着说。

在工作之余，Jenny 在民众联 
络所学习手工艺，例如钩针
编织、缝纫和纸张艺术。她
很喜欢读书，特别是英语书
籍。她生活在一个讲华语的
家庭中，希望读英语书能提
高自己的英语水平。Jenny 
说，人要有勇气追梦，因此
她明年还预备修读零售管理
文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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烘焙迷

Dolly Cheong 今年 57 岁，
已经在为退休后的生活做
规划。她希望退休后仍然保
持活跃，把时间用在自己喜
欢做的事情上，如做兼职工
作、参加志愿活动、读书和
烘焙食物等。这位烘焙迷
说她愿意花更多时间烘焙食
物，而且期待退休后修读全
日制烘焙课程。

在朋友家举办的一次开斋
节庆祝活动点燃了她的烘
焙热情。“我去她家参加开
斋节庆祝。她做了些小饼干
招待我们。那些小饼干真
是好吃极了！所以我就问了
她饼干的食谱，回去自己尝
试做。”从那时起，这位三
个孩子的母亲就开始向朋友
们学习不同的烘焙秘法，然
后在家里试着做。她尝试了
很多回，终于成功烘焙出完
美点心了！目前她喜欢的烘
焙食物包括月饼和饼干。她
还迫不及待地想尝试做各种 
蛋糕。

Dolly 在电子通信业做了 30
年，目前是一名销售助理。
这份她称之为“第一份也希
望是最后一份的工作”做起
来并不容易。尽管热爱自己
的工作，但是也承认这份工
作是很有挑战性的。“这份
工作节奏越来越快，压力也
越来越大，还要跟得上新科
技，非常有挑战。”不过，
对 Dolly 来说任何事情都不
会太难，因为她愿意学习新
事物。

Dolly Cheong,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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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以后想花更多时间烘焙食物，而且 

   期盼着退休后修读全日制烘焙课程。”

月饼是 Dolly 这位烘焙迷的最爱，她准备退休后修读全日制烘焙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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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志的人生

“她总是努力提高自己，所以最后又回到学校学习。”

退休后，Peggy 重新入学，开始学习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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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ggy Wong Yoke Sim 个性 
勤奋努力，热爱学习。这
也是她生活的写照。小时
候，她曾居住在武吉士和牛
车水一带的店屋。小学毕业
后，Peggy 便退学。在和做
小贩的丈夫育有三个孩子
后，她仍继续工作。她总是
努力提升自己，所以最后回
到学校继续学习。直到今
日，现已退休的 Peggy 还在
学习日语。

目前，62 的她生活在一个幸 
福家庭里，有四个孙子，他
们之间没有语言障碍，可以
很流畅地沟通交流。可是，
她的孙子女们始终更习惯
说英语，而不是华语。作 
为广东人的后代，Peggy 仍
和晚辈们用方言沟通。当

问到她是否介意孙子们讲英 
语多过讲母语方言，她随和
地表示：“如果他们明白就
会学。否则就不会。”

看到她的儿孙们生活愉快， 
Peggy 也很开心。她鼓励年
轻人努力学习，也希望看到
更多的年轻人能像她的儿孙
们那样享受人生。 

Wong Yoke Sim, Peggy,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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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情

葫芦丝，也称葫芦萧，是一种来自中国的吹管乐器。吹奏葫芦丝时要竖着握住。 
它有三根竹管，连着一个空腔葫芦。

“学习不受年龄限制，学无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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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岁的 Chia Shih Thow 是 
一名葫芦丝吹奏者，他说： 
“学习不受年龄限制，学无
止境。”葫芦丝是一种中
国乐器，也称葫芦箫。Shih 
Thow 已经达到了六级水平， 
他下决心继续练习，争取达
到更高的水平认证。

由于 Shih Thow 选择的乐器 
比较特别，他常被邀请在民
众联络所举办的活动上吹奏
葫芦丝。他说这是一种“很
好的历练”。这位有音乐天
赋的乐龄人士参加了马林
百列民众俱乐部葫芦丝兴趣
小组，有时也教其他乐龄人
士如何吹奏葫芦丝。除了吹
奏葫芦丝，Shih Thow 也参
加了另一个音乐小组 一一 民
众联络所客家歌咏组。在那
里，他交到了更多的朋友，
扩大了生活圈子。

除了爱好音乐，Shih Thow 还 
是乐龄活动中心的活跃分
子。在乐龄中心，他安排游
戏让乐龄人士参与，并负责
与乐龄人士分享重要的天下
事。Shih Thow 定期参加志愿 
活动，也经常拜访独居的乐
龄人士和他们交朋友。

Chia Shih Thow,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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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身学习

对于旧加冷路的老住户来
说，Phua Kok How 这个名字
并不陌生。他在那里有一间
面包房，专做各式各类糕饼
和面包。他最喜欢的是应节
食品，如农历新年的年货之
一黄梨挞和中秋节必吃的月
饼。

不过，长年累月的长时间劳
作令 Kok How 的身子渐渐无
法负荷。最终，只好结束经
营了 30 年的生意。但任何事 
情都有好的一面，结束生意
后，73 岁的 Kok How 现在
有更多时间做其他自己喜欢
的事。 

Kok How 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面包师傅，以前在旧加冷路经营一间面包店，售卖各种
糕饼和面包。
照片：刘先生一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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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ua Kok How, 73

“我年轻时从未学过汉语拼音。现在我能 

   学多少就学多少！”

于是，Kok How 抓住这个机 
会进修和学习，报读了不少
课程，包括汉语拼音班。他
说，除了在学习中找到乐趣
外，报读课程也是为了弥
补过去遗失的时间，“我
年轻的时候没学过汉语拼
音。现在能学多少就学多
少！”Kok How 也是一名活
跃的义工，定期会拜访社区
里的乐龄人士，关注他们的
健康情况，比如量血压和胆
固醇。

有空的时候，Kok How 会和 
小学时的好友们一起去唱 
卡拉 OK。这是他最喜欢的休 
闲活动。“老年人应该常用
脑，这很重要，唱歌需要不
断练习，所以我就强迫自己
背歌词！”



施比受 
     更有福

照片：刘先生一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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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激的价值

Thanaletchimi d/o Saminathan, 
也称 Letchimi，今年 58 岁，
在麦波申一家乐龄活动中心
做了 7 年义工。比起时下许
多年轻人， Letchimi 的语言
能力算很强。她通晓多种语
言，包括马来语、华语，甚
至福建话！除了为乐龄人士
提供翻译之外，Letchimi 还
与中心的管理人员密切配合

完成各种日常工作，也常在
中心打扫厕所和拖地板。她
承认，偶尔会对邻居失去耐
性。“我看到中心的工作人
员都在尽力为每个人提供最
佳服务，但有些人却显得满
不在乎或不领情，这让我很
难接受，很替工作人员感不
值。”

Letchimi 说得一口流利的马来语、华语和福建话。因为精通多语，她常主动为其他
乐龄人士做翻译。



63乐龄之旅             施比受更有福

“心怀感激是她非常珍视的价值观， 

   也是她经常向孙子们灌输的价值观。”

心怀感激是她非常珍视的价
值观，也是她经常向孙子们
灌输的价值观。”她认为孙
子们都“被惯坏了，不懂礼
貌”。Letchimi 现以有七个孙
子。她希望通过教导宗教信
仰的教义，孙子们会懂得感
激所拥有的，并愿意帮助面
临困境的人。她就是这样带
大两个儿子的。

虽大部份的时间都给了家
庭和乐龄中心， Letchimi 
还是会抽空和朋友们一起 
唱卡拉 OK 或跳舞。说到跳
舞，Letchimi 难掩兴奋。她
说：“我会跳华族、马来族
和印度族舞蹈！但是印度族
舞难一些，因为动作更激烈
也更加累人。”

Thanaletchimi d/o Saminathan,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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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言语所能形容

“我觉得学习其他语言很重要，它们让我有 

   机会了解不同种族的文化。学习他们的语 

   言能消除语言障碍，方便和他们沟通。”

Poh Hua 常常帮忙向乐龄人士们“播报”新闻，也会给他们看相关报道和彩页剪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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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Chia Poh Hua 而言，她不
可能永远依靠两个孩子。她
认为需要有自己的爱好和个
人空间。这位 64 岁的乐龄
人士不只做兼职书记，还是
一位活跃的义工。

每隔一周的星期一，Poh Hua 
就会化身“新闻主播”，在
收集相关报道和彩页剪报
后，便会提供给乐龄人士阅
读翻看。她在马林百列区定
期拜访一些乐龄人士，了解
他们的生活情况，与他们聊
天。

“看着别人高兴，自己自然
也会高兴”是 Poh Hua 的座 
右铭。她说：“有时我们跟
人打招呼，对方刚开始时可
能反应冷淡。但是只要持之
以恒，久而久之，他们也 
会渐渐被热情感染，回应 
我们。” 

Poh Hua 很健谈，不管邻居
来自什么种族，她都能跟他
们闲话家常。为了能跟马来
族邻居交流，Poh Hua 学习
马来语。她也会教他们一些
简单的中文词汇。她认为，
这才是真正地接受新加坡的
多元文化，“我觉得这很重
要，它让我有机会了解不同
种族的文化。学习他们的语
言能消除语言障碍，方便和
他们沟通。”

Chia Poh Hua,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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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活动的引领者

Ramlah 在乐龄活动中心带领乐龄人士参与运动节目。

“我喜欢的志愿活动包括击鼓、美术和 

   教朋友们做简单的肢体锻炼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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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mlah Binte Atan 分享道： 
“我喜欢的志愿活动包括击
鼓、美术和教朋友们做简单
的肢体锻炼运动。”每逢星
期二和四，她会在麦波申乐
龄活动中心带领乐龄人士参
与这些节目。此外，67 岁的
Ramlah 也自豪地叙述一幅和
其他乐龄义工一同绘制的美
术图画。她说，目前活跃的
人生与她十年的小贩生活息
息相关。

Ramlah 曾在樟宜路经营熟食
摊位，售卖本地美食，如印
度炒面、米暹和黄姜饭等。
几年前在儿子的劝说下，
她卖了摊位。“我儿子不愿
意看到我这么大年纪还辛
苦工作。”尽管没了摊位， 
但 Ramlah 的厨艺还是很受
欢迎，她仍然会接到许多 

订单。Ramlah 的订单来自朋
友、旧客户和活动中心在特
殊节日时的要求。Ramlah 有
三个孩子和六个孙子。当他
们来探望她时，她就会亲自
下厨做饭给他们吃，陪他们
玩，享受天伦之乐。

Ramlah Binte Atan,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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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爱的力量

Rajeswary d/o Velayutham，  
55 岁，育有两个孩子，也是 
光明综合医院人人熟知的义
工。她喜欢把欢乐带给人
们，特别是孩子们。“孩子
们都喜欢气球”，所以她最
近从同事那里学会做气球造
型。她希望能有更多机会在
志愿活动上运用新学的技
能。 

因为她很善解人意，别人经
常找她倾诉心事。“我简直
可以当心理辅导师！我和大
多数人相处得很好，所以他
们总是在有困扰的时候来找
我。”当她两个孩子在工作
上或待人处事方面需要指 
导时，Rajes 很自然地成为他 
们的“求助热线”。Rajes 很 
珍惜与子女的亲密关系，她
说：“从小到大，他们有什
么心事都会找我。”Rajes 
25 岁的儿子和 24 岁的女儿
刚从大学毕业。

孩子们大学毕业后，闲空时
间多了，Rajes 报名参加社区 
俱乐部举办的舞蹈课和运动
课，例如瑜伽和宝莱坞舞
蹈，她还报读了新技能资格
课程，希望提升自己，让自
己掌握的技能能够符合不断
变化的市场需求。目前，她
在寻找有关看护老人的课
程，希望能更好地照护年迈
的母亲。

Rajeswary d/o Velayutham,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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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光明综合医院人人熟知的义工。她喜 

   欢把欢乐带给人们，特别是孩子们。”

Rajes 从同事那里学会做气球造型，希望能在志愿活动上做给孩子们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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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知相伴

Bey Ah Moy 希望通过参加志 
愿活动达到两个目标：与 
人亲近和回馈社会。这便是
她喜欢参加志愿活动的原
因，除了能帮助乐龄人士，
如协助他们搭巴士外，同时
也能更了解他们。频繁的 
志愿活动需要健康的体魄，
因此 Ah Moy 会按时做有 
氧健身操锻炼身体。73 岁的 
Ah Moy 分享：“出身汗感觉
很好。”秉承这种回馈社会
的精神，Ah Moy 坚持参与志
愿活动已整 8 年！

此外，Ah Moy 每周会为住家
附近的乐龄活动中心准备几
道美味佳肴，如炒米粉、九
层糕等。对于喜欢与人相处
的 Ah Moy 来说，食物有一
股把大家聚在一起的力量。

她特别喜欢与年轻人分享食
物。“我很感激年轻人来看
望我们这些乐龄人士。能有
人跟我们聊天是一种享受，
我们很珍惜。” 

Beh Ah Moy,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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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希望通过参加志愿活动达到 

   两个目标：与人亲近和回馈社会。”

Ah Moy (前) 中秋节时帮助另外一位乐龄人士准备灯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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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相助的精神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 
Mugiah Binte Karjo 的丈夫
在英国军队中服役，抵抗日
本军的侵略。然而，婚后一
个月，他就在沙巴殉职。当
问到对他的逝去有任何感想
时，她回答说：“孤独 。”

丈夫去世后，她孤独地生 
活着，直到后来领养了一个  
5 岁的马来男孩，并独自把他
抚养成人。第一次当母亲，
还是单亲妈妈，她摸索着如
何照顾孩子之余还要养家糊
口。尽管独自把孩子抚养成
人有诸多困难，但是 Mugiah 
靠着坚强的意志和决心，
克服了各种苦难，养大了
儿子。她的儿子现在是清洁
主管，与母亲的感情非常亲
近。 

Mugiah 今年 81 岁，目前独
居，最忠实的伙伴是她的宠
物猫。她希望余下的日子能 
幸福快乐。尽管 Mugiah 的
双脚行动没有以前自如，五
年前也动了双膝手术，但她
仍很热心帮助他人。她很喜
欢拜访邻居，也常到附近的
熟食中心或市场帮助体弱的
乐龄人士买早餐或蔬果。她
说，她的生活哲学很简单，
那就是每一天都过得快乐、
有意义。

Mugiah Binte Karjo,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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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生活哲学很简单，那就是 

   每一天都过得快乐、有意义。”

Mugiah (中) 和邻居及干女儿的合照。她喜欢拜访邻居，和他们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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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二为一

Tan Alek Ivy, 72 和 Foo Siang Kee James, 75
Ivy 和 James 常带着他们的乌克丽丽乐器参加各种志愿活动。

Tan Alek Ivy，72岁，在陈笃
生医院当实习护士时结识了 
Foo Siang Kee James，75
岁。他们愉快地回忆，当年 
James 的表哥喜欢举办郊游,
为单身的护士们和合适的男
士提供结交的机会。旧时的
警察都穿短裤,而身为警察

的 James 年轻时穿起制服来
非常帅气。James 和 Ivy 结 
为夫妻至今已有数十载，两
人在生活中互相扶持。由于  
James 的听觉有些不灵光， 
Ivy 便充当他的耳朵，是两人
的发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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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希望下一代不仅是建设更富裕的新加坡， 

   还要努力把新加坡打造成更优雅的社会。”

这对夫妇经常主动为蔡厝港
居民委员会举办各种活动。
从他们主办过的各种活动可
看出，这对老夫老妻很有经
验。他们策划过的活动，包
括儿童聚会、趣味慢步，社
区歌唱比赛、公开讲座例如
犯罪预防等。

除志愿活动以外，Ivy 和 James 
也喜欢旅行，每年会出国
三四次。最近他们去了夏
威夷、老挝和马来西亚。

当然，他们也有各自的爱
好。Ivy 喜欢唱歌，跟朋友聚 
会聊天（James 笑说这是“八 
卦时间”）或者和朋友一起
团购打折商品、讨论哪间购
物中心有大减价等。James 
则常与朋友们相聚，大伙儿
喝着咖啡，议论国际时事。
他们很高兴看到如今的新加
坡祥和富裕，希望下一代不
仅是建设更富裕的新加坡，
还要努力把新加坡打造成更
优雅的社会。



惜日 
  惜福

照片：刘先生一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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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岁时，Morris 报名参加公
司的国庆游行队伍，有幸参
与了新加坡 1966 年的首次
国庆游行。他回忆说，当时
他作为队里的擎旗手，高举
队旗，大步操过贵宾席向时
任总理的李光耀和总统尤索
夫·伊萨行礼致敬。多年来， 

国庆游行

今年已 74 岁的 Morris Ng 
Kian Leong 初来新加坡时年
仅 16 岁。来到这里后，他在 
一所私立学校上学，因为对
考取学历没什么兴趣，所以
一开始学习成绩并不好。不
过，他之后有机会到海外求
学，并在 21 岁时找到了第 
一份工作。 

1966 年于政府大厦前大草场举行的首次国庆庆典，一个列队操行通过政府大厦。
照片：新加坡信息与艺术部照片集，国家档案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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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他作为队里的擎旗手，高举队旗， 

   大步操过贵宾席向时任总理的李光耀 

   和总统尤索夫·伊萨行礼致敬。”

Morris Ng Kian Leong, 74

这一直是他一生中最自豪的
时刻之一。

五年后， Morris 辞职到一家 
服装公司工作，服装公司的
工作很不错。直到退休年
龄， Morris 已经是位经验丰
富的旅行家。他为了设立分
公司和招聘人才，走遍了亚
洲各国。

Morris 看尽各国风光后，现
在喜欢待在新加坡。他虽年
过70，却精神饱满，喜欢健
走，每两个月沿着南部山脊
做一次远足。每次远足都要
步行上下花柏山，对任何一
个人而言都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Morris 生活积极，有着 
广泛的兴趣和爱好，喜欢定
期参加志愿活动。他学会击
鼓后，便在国家图书馆举办
的演出中表演击鼓，充分展
现自己对生活的热情。此
外，他也计划学习乌克丽
丽。 

当问到他对未来有什么期盼
时，他脸上绽开了笑容。 
“ 参 加 新 加 坡 建 国 五 十 
周年庆典！”Morris 自豪地
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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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帮的“嬉皮士”朋友

自 1975 年结婚后，Yap Choo  
Hock 就一直居住在直落布兰 
雅，他说，“我刚搬去住
时，那里有很多私会党和 
帮派，每个月都会发生殴斗
事件。”不过，今年已 68岁 
的 Choo Hock 那时并没有感

到害怕。“我认识他们其中
一些人，所以我劝他们，即
使和住在一个社区的人意见
分歧，也不要打架。况且，
打架又能带来什么好处呢？
但是他们还是争吵不休，继
续打架。” 

这是 60 年代，新加坡各地理发店常见的海报，反映了当时引领潮流的“嬉皮” 
发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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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他们其中一些人，所以我劝他们，即使和 

   住在一个社区的人意见分歧，也不要打架。况且， 

   打架又能带来什么好处呢？！”

Choo Hock 相信打架没好
处，因此在劝阻之余，也帮
忙当中一些人找工作，希望
他们不要再惹事。身处在这
样的环境中，他却从来没有
想到过要加入黑帮：“当时
我 20 岁，不抽烟不喝酒，
对参加黑帮没兴趣。”Choo 
Hock 笑着说，有趣的是，一 
些黑帮分子把他看成是同
类，因为他“留着长头发，
看上去像个嬉皮士”。其中
有一个黑帮份子对他特别
友好，常找他聊天。直到今
天，两人还保持联系。

这段和黑帮一起生活的特殊
经历让 Choo Hock 反思如
何教导孩子。“我对孩子们
要求很严格，不许他们放学
后乱逛，要求他们放学后就
回家学习。如果他们在外面
玩，我一定会陪着他们。
我不允许他们和其他孩子交
往，因为他们其中有些人有
不良习惯。”

Choo Hock 还说，那个社区
当时不只是黑帮多，而且还
有马来甘榜，一个蔬菜种植
园，一家名叫 Shamrock 的
酒店。这家酒店后来改建成
一幢共管公寓。“这里变了
很多。”已有三个孩子的他
表示，很高兴这里的餐馆多
了，出外用餐时的选择也比
以前更多了。“如果搬走的
话，我会很想念这里的。”

Yap Choo Hock,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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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时候受过黑帮的欺
负。我讨厌这种团体，所以
加入了警察部队，”74 岁的 
Gregory Lee解释，“我每天
都卷入他们的打斗，有时候
得独自对付七个黑帮份子。
为了维护正义，我只好变得
更强悍。”Gregory Lee 在 
18岁时加入警察部队成为一
名侦探。之后他被召进了防
暴队，一年后调到了刑事侦
查局。“这份工作很危险。
有时候暴徒会拿着刀子或者
枪对着你，但是我不怕，我
的日常训练要求我要勇敢面
对不同状况。”他在警察部
队待了六七年，月薪仅  219 
元。因为薪水太低，他过后
辞职了。
 
Gregory 的前妻来自马来西
亚。两人初次见面时，她身
边没有家人。直到结婚后，
他才发现她已经有了两个孩
子。尽管如此，他还是决定
收养年纪较小、当时仅 3 岁

好人，好报

的孩子。 12 年后，Gregory 
和妻子离婚，但他仍承诺会
负责照顾孩子。现在，他已
经是八个孙子的祖父了。
 
Gregory 的想法一向与众不
同，这点也反映在他定期捐
血的行为上。尽管父母迷信
捐血会害人丢命，Gregory 
还是坚持捐血，从 18 岁第
一次捐血到现在已经 100 多
次了。“那时，医院需要大
量的血救人，我想帮助他
们。做好事，必有好报。”

Gregory Lee Mui Puang,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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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父母亲迷信说捐献血会害人丢命，  

   他还是坚持捐鲜血，从 18 岁第一次 

   捐血到现在已经 100 多次了。”

1986 年，一位年轻人响应了捐血活动的号召。
照片：新加坡信息与艺术部照片集，国家档案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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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戒学校里的捣蛋鬼

今年已 86 岁的 Gn Luck Joo 
10 岁时来到新加坡，也曾在 
一所小学担任华文教师。在
日军占领新加坡期间，她被
迫学习日语，几乎没接触过
英文，限制了她之后的事业
发展。二战结束后，她到一
所师范学院进修，1950 年毕 
业后成为一名老师，在 33 岁 
时便停止教书。

身为老师，Luck Joo 记得很
多有关学生的趣事，特别是
对学校里的捣蛋鬼记忆尤其
深刻。她说，旧时，老师们
的社会地位很高，可以用教
鞭责罚学生。记得有一次，
一位英语老师用胶带把一位
女学生的嘴巴黏住，结果女
学生的父母向校长投诉。这
名女学生调皮且不尊重老

Luck Joo (前排左五) 与同学、同事于 50 年代的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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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时，老师们的社会地位很高， 

   可以用教鞭责罚学生。”

师，因此被 Luck Joo 用教鞭
责罚。这件事之后，女学生
终于改过自新。 

Luck Joo 说，还有一起事件 
涉及一个黑帮成员的儿子。 
这名学生因在测验时讲话
被 Luck Joo 责备，但他不但 
不知悔改，还破口大骂顶 
撞 Luck Joo。校方于是要求
和家长见面。让 Luck Joo 意
外的是，这名学生的父亲很
支持教学工作，得知事情的
来龙去脉后，给了儿子一记
耳光，惩罚他不遵守老师的
规定。那男生很震惊，泪眼
汪汪地向老师道歉。

如今，这位有四个孩子的母
亲虽与女儿相邻，但较喜欢
独立生活。她喜欢在乐龄活
动中心和其他乐龄人士聊
天，分享故事和经验。Luck 
Joo 喜爱书法和绘画，但因年 
龄的缘故，视力渐渐衰退，
不能再继续自己的爱好。虽

然如此，Luck Joo 总是积极
面对人生，能参加乐龄中心
的活动已很满足。

Gn Luck Joo,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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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让人思考

Raymond Cheong 小时候曾
在勿洛男校和海格男校念
书，现在回忆起来，童年满
满都是关于学校的记忆。他
说，海格男校有很好的英语

环境，所以自己从小就掌握
了英文，上学时，他凭借自
己的记忆能力和反复的听写
练习来牢记每个单词。

一名马来小贩在甘榜售卖糕饼。
照片：国家档案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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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被问及喜欢工作还是退休生活时， 

   他选择工作。”

Raymond Cheong

相比从前，现在得担心的事
很多。Raymond 一家住在原 
加东 奥南路附近的甘榜，因
为种植了一些蔬果，所以能
自给自足。那时人们几乎从
没听说过电话和电话费，唯
一要担心的账单仅是水电费
而已。在 Raymond 的回忆
中，流动熟食摊贩们常常骑
着脚踏车到甘榜四处售卖食
物，来来回回，非常有趣。
正因为在家门口就能买到食
物，Raymond 及其家人极少
需要长途跋涉去购买食物。

Raymond 的第一份工作是在 
加油站，随后去了一家建设
私宅的公司做建筑工人。
凭着毅力和努力，他很快
就学会了如何操作公司的
履带拖拉机和推土机。熟
能生巧，操作这些机械后
来也让他非常有满足感。 
之后，Raymond 应他亲戚的

推荐来到一间供应工程设备
的公司上班，一做 40 年，到 
了 62 岁才退休。 

Raymond 如今的退休生活很 
丰富多彩，除了参加教堂弥 
撒，与朋友聚会，也会听
听“猫王”（Elvis Presley）
的经典老歌。当被问及喜 
欢工作还是退休生活时， 
Raymond 选择工作。他解 
释道：“工作让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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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事邻居一家亲

Samah Binte Ali 在惹兰巴葛
附近的一个马来甘榜长大，
她的父亲是一名司机，母亲
是家庭主妇，而她是家里唯
一的孩子，因此，她与邻居
们的感情很要好。“在甘榜
的日子很快乐，完全不需要
锁门。邻居之间的关系很
好，如同家人。”三餐也很
简单，通常就是饭配三芭辣
椒。类似电视这样的电器在

当时非常罕见，她说，“甘
榜人通常是聚集到拥有电视
机的邻居家看电视。看电视
在当时是一种特别招待，如
同请客。” 

如果能选择，Samah 希望继 
续在甘榜生活。“以前在甘
榜，大家都相互认识。现
在，很多人都不认识自己的
左邻右舍。跟其他人一样，

60 年代，同区的住户们都会相聚俱乐部中心看电视。 
照片：新加坡信息与艺术部照片集，国家档案馆提供



89乐龄之旅             惜日惜福

“跟其他人一样，我也仅认识住对面的邻居而已， 

   真怀念以前住甘榜时的大家庭生活。”

我也仅认识住对面门的邻居
而已。很怀念以前住甘榜时
的生活，大家就像是个大家
庭。”

Samah 从师范学校（即现在 
的国立教育学院）毕业后的
第一份工作，是在嘉诺撒仁
爱会小学教马来语。马来语
在当时是必修课。直到今
日，即使是在乐龄活动中心
与朋友聊天，Samah 也会深
思熟虑，花点时间想清楚问
题，才用流利的英语有条不
紊地回答。 

Samah 很珍惜并享受她和老 
同事们之间三十年的感情。
她开朗地笑说：“开斋节的
时候，他们都会到我家来，
因为都想尝尝我家的蔬菜 
咖喱和米糕 (Lontong)。每逢
华人新年，我也会去他们家
拜年。虽然嘉诺撒仁爱会小

学是一间天主教会开办的学
校，但是在那里教书我并没
觉得不自在。同事们都对我
很亲切。我们就像一家人，
相亲相爱。” 

Samah Binte Ali,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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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礼待人

虽然年轻时的记忆开始褪
去，75岁的 Mok Miow Kian 
仍记得一位从事汽车修理工
的邻居。在 Miow Kian 的印
象中，这个邻居总是到处惹
麻烦，常常卷入华人和马来
人之间的纠纷和争斗当中。
尽管粗枝大叶，Miow Kian 表 
示，这名邻居总是很有礼貌
地对待同事和朋友。

Miow Kian 的父亲从事贸易， 
但生意不是很好。从小看惯
父亲经营生意的难处，大半
辈子都从事文职的 Miow Kian 
很庆幸能替一个善解人意的
老板打工。 

因为早年的经历，Miow Kian 
认为用正确的态度对待周围
的人是非常重要的。她喜欢
和朋友一起参加基层组织所
举办的各种活动，每当看到
年轻人参与，她总是非常高

兴。她强调，这表示年轻人
愿意参与课业外的活动，并
努力将这些课堂外的事务做
好。 

当被问及对年轻人有任何 
忠告时，Miow Kian 笑着说： 
“重要的是要对人友善，以
礼待人，关心他人。”

Mok Miow Kian,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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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是对人友善，以礼待人，关心他人。”

Miow Kian 很庆幸能替一个善解人意的老板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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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Chain Sun 因此没有报读 
中学念书。

Chain Sun 曾在不同的工厂
打过工。她的第一份工作是
在菜市的罗莱工厂工作，负
责组装电子产品。三年后，
她辞职去文庆路的淑女发 

Soon Chain Sun 和她的三
个兄弟姐妹曾居住在后港罗
弄阿苏的甘榜。后港当时是
中国海南移民来到新加坡后
最先选择定居的地方。她曾
在公立华民学校念完小学，
但由于家境困苦，父亲决定
让她停学，出外工作补贴家

简朴的生活

80 年代的露天电影院，每张戏票票价 5 毛钱。
照片：新加坡信息与艺术部照片集，国家档案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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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过艰苦生活的人，都会珍惜每一分钱。  
     她直到今天依然过着简朴的生活。”

Soon Chain Sun, 64

饰厂上班。那时她仅 18 岁，
每天要从上午八点工作到下
午五点，当工厂需要赶订单
时，她还要继续加班到晚
上九点。她当时的薪水是每 
小时 6 块钱，再加上加班费 
每小时 3 块钱，每个月能赚 
1000 块，这在当时是一笔不
小的数目。

离开发饰厂后，她来到加冷
大牌 69 号对面的牛仔裤缝纫 
厂做工，这里的薪水不如上
一份的工作丰厚。每缝 12 条 
牛仔裤赚 1 块钱，一天下来 
仅是 10 块钱。即便如此， 
Chain Sun 说，因为当时的生 
活费用比现在低很多，所以
这份薪水还是能勉强应付生
活开销。她回想，当时豆 
芽仅卖 5 分钱，三片咸鱼是 
1 角钱，猪排骨是 5 角钱，而
一碗粿条才 3 角钱。休闲娱
乐方面，花费 5 角钱可以去
如切的露天电影院看一场黑
白电影。如果去后港的冷气

仙宫戏院则是 1 块钱。经历 
过艰苦生活的人，都会珍惜
用努力工作得来的每一分
钱，Chain Sun 直到今天依
然过着简朴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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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年代包装分销木炭的木炭搬运工。
照片：国家档案馆提供

工作与健康

Toh Khai Tuan 生于 1927 年， 
见证了早期新加坡及之后各
个重要发展阶段。他在 10 岁 
时便从中国广东来到新加坡
工作。 

Khai Tuan 记得最初几年是在
杨厝港的一家农场工作，因
为没有“接受过教育”，只
能种植蔬菜和饲养家禽。日
军投降后，18 岁的他曾上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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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新加坡生活工作了一辈子， 

   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身体健康。”

Toh Khai Tuan, 88

短期的免费华文补习班。尽
管时间短，他在补习班学到
的在往后的日子非常受用。

24 岁时，Khai Tuan 离开农 
场，成为了一名木炭搬运
工 ， 经 常 需 要 背 负 至 少  
100 公斤的木炭。现在的他
驼背且骨节僵硬，这都是长
年累月的辛苦劳作在他身上
留下的痕迹。Khai Tuan 最后
改行成为罗厘司机，一直到 
1997 年才退休。 

1967 年， Khai Tuan 和妻子 
搬进了中巴鲁的第一代组
屋。当被问及与太太认识的
过程时，他腼腆地笑说是通
过相亲，那个年代，“大家
都不敢自由恋爱。”结婚
后，两人生活很幸福，育有
两个子女。Khai Tuan 很庆幸

新加坡属于热带国家，“没
有冬天。”在新加坡生活和
工作了一辈子，他现在最大
的愿望就是身体健康。Khai 
Tuan 一辈子勤劳善良，是时
候享受美好的退休生活和调
养身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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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变和学习能力

10 岁那年，Rosniah Binte 
Abd Halim 跟随父母和同父
异母的姐姐从马来西亚霹雳 
州来到新加坡。他们住在 
沈氏道附近的一个甘榜。 
因为家境贫穷，Rosniah 没
能上学。尽管生活艰苦，但 
是 Rosniah 适应能力强又好 
学，生活很快就有了改善。

她虽然没有接受过正规教 
育，但现在却能用流利的 
英语与人交流。1987 年，她
在位于那森山的世纪公园酒
店做客房服务员，每月薪水
是 450 元，此外还有房客给
的 1、2 块不等的小费。小费
大多来自日本籍和法国籍客
人。为了更称职地接待饭店

1987 年，Rosniah 在位于那森山的世纪公园酒店做客房服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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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店接待的都是外国客人，如日本人和法国人。  

   为了更称职地接待饭店地客人，她只好尽快 

   学好英语。”

Rosniah Binte Abd Halim, 59

地客人，Rosniah 只好尽快学 
好英语。” 

她经历过两次失败的婚姻。
离婚后，两任丈夫都没有提
供任何帮助。当时她的孩子
还小，生活很困苦，为了能
照顾三个孩子，Rosniah 不得 
不常常更换工作。然而，她
积极好学的精神，总能让她
学上新技能，多挣到一些
钱。没上班时，Rosniah 并没
有闲着，而是提供化妆、陪
月、缝制或教人缝制马来套
装和窗帘，及制作婚礼上用
的纸花等服务。她说她的很
多新技能都是从邻居们那里
学到的，他们都很愿意把手
艺传授给她。Rosniah 尝试过 
各种行业，她的努力和勤奋
终于有了回报。80 年代，她
用了 1 万 5 千块在金文泰买
下了一间三房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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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家中长女，她年纪轻轻 

   就开始工作帮补家用。”

80 年代橡胶园中种植的橡胶树，橡胶树上都挂着割胶工们制作、用来收集橡胶的杯子。
照片：国家档案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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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女的责任

Sum Yit Wah 用流利的广东
话讲述自己的故事。她望着
远处，似乎在凝视着自己
的过往。她在新加坡出生长
大，童年时开始在振瑞路割
胶。作为家中长女，她年纪
轻轻就开始工作帮补家用。

Yit Wah 有九个兄弟姐妹，五 
个男孩都上过学，而 Yit Wah  
和另外三个妹妹则没有机
会。这是因为她的父母认
为女孩终究都会嫁去别人 
家，所以让女孩读书“不划
算”。Yit Wah 感叹，女孩子
那时都不能读书是很不公平
的。 

战争爆发后，Yit Wah 和一家 
人离开了村子，搬到了牛车 
水附近居住。这条路现在已
经没有了。她过后转行成为
清洁工，一做便是 21 年，直
到退休。她的泰国雇主对她

很好，直到今天仍对她照顾
有加。Yit Wah 把自己的一
生都奉献给了家庭，现在她 
80 岁了，仍单身，有时需要
金钱援助。尽管每天依然过
得不易，Yit Wah 没有太大
的抱怨，平静地生活。

Sum Yit Wah, 80



100 乐龄之旅              惜日惜福

挨过战争的岁月

Ho Ah Toa 3 岁时，第一次坐 
船远行，当时她和家人从中
国漂洋到了马来亚。船到了
目的地后，Ah Toa 一家就在 
靠近荷兰路的甘榜安顿下
来。他们一家饲养鸡鸭猪
鱼，供全家人食用。

Ah Toa 的父亲在美芝路开了 
一间杂货店。虽然美芝路警
察局就在杂货店的对面，店
面还是不幸被打抢。她忆述
当时弟弟吓得动也不敢动。
劫匪们抢了东西就跑，杂货
店遭受重大损失。少女时期
的 Ah Toa 过后也在武吉士街
的夜市帮忙卖杂货，当时的
生意很好。 

Ah Toa 记得战争期间她必须
打扮成男生，留短发，弄脏
脸，扮丑样，避免被日本兵
抓走。日治时期，他们一家
主要靠吃红薯、木薯和咸鱼
过日子。 

战争结束后，人们重新迎来
了和平，Ah Toa 的父母便安 
排她和一位男生结婚。她
去哥烈码头（俗称红灯码
头）与这位男生约会时，因
为她太腼腆羞怯，所以要哥
哥跟去做她的“保镖”。 
Ah Toa 17 岁时便和这位追
求者结婚。现在 Ah Toa 已经 
82 岁了，独自居住在一房式
的组屋，平时常去乐龄活动 
中心。

Ho Ah Toa,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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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结束后…… 她去哥烈码头（俗称红灯码头） 

   与这位男生约会时，因为她太腼腆羞怯，所以 

   要哥哥跟去做她的‘保镖’。”

60 年代的哥烈码头（俗称红灯码头）。
照片 ：新加坡信息与艺术部照片集，国家档案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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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受学生欢迎的老师

Goh Chang Kheng 和她丈
夫都是教师，因为她工作
积极，任劳任怨，努力完成
分配给她的任务，所以得以
住在学校宿舍里。这是一种
极少人能得到的待遇。Goh 
Chang Kheng 一教便是 42 
年。

在学校，Chang Kheng 负责
教免费补习班。她是一名很
受学生欢迎的老师，所以很
多人报读她的班。因为报名
的学生太多，她怕自己应付
不来，以需要收费为借口婉
拒了许多学生。她收下的学
生常常会给她准备小礼物，

1961 年河水山大火现场。
照片：新加坡信息与艺术部照片集，国家档案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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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h Chang Kheng, 88

“她是一名很受学生欢迎的老师，所以很多人报  

   读她的班。因为报名的学生太多，她怕自己应 

   付不来，以需要收费为借口婉拒了许多学生。”

像是饼干、糕点、水果，来
感谢她。

Chang Kheng 今年 88 岁了， 
她认为，现在的生活比以前
好多了。她依然记得河水山
发生的那场大火。她解释，
旧时的街道并不干净，房屋
也很肮脏。当年的食物也很
简单，只有在华人新年、中
秋节或拜祭时才有机会吃到
丰盛的大餐。虽然如今物价
上涨，尤其是食物，Chang 
Kheng 并不在意。

Chang Kheng 只有一个已婚 
的女儿，与她的感情非常
亲。她的丈夫虽然去世了，
但是女儿会给她零用钱并常
常探望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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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得起，放得下

“没有必要揪住不放，那样只会伤害你爱的人。”

捉小鱼，然后把它们放进玻璃杯里当宠物。这可是 50 年代孩子们最喜欢的活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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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利用每一天，不要想 
太多。”这是来自 Hou Wah 
Cheng 的忠告。这位 77 岁的 
乐龄人士曾经在工厂和酒
店 工 作 ， 她 的 经 历 教 会
她如何与人和谐相处。她
曾有一位关系不错可是脾
气不太好的同事。一次，
她和这位同事激烈争吵起
来。她感到很沮丧，但是
当同事前来道歉时，Wah 
Cheng 只是简单地回答说： 
“我早就忘了。”她解释： 
“没必要揪住不放。那样只
会伤害你爱的人。”

“过好每一天”是 Wah Cheng 
至今仍然身体力行的格言。
她现在每天很忙碌，参加志
愿活动，锻炼身体，约朋友
到牛车水和明古连街等地方

去购物，聚在一起谈往事。
她讲述了关于童年的一些回
忆。“下雨天，我们会去捉
小鱼，然后把它们放进玻璃
杯里当宠物养着。但是最后
母亲总是会把它们扔掉。我
们还会爬树!”

Hou Wah Cheng,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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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头手的骄傲

Goh Ah Lek 出生在新加坡，
童年在武吉知马一带的一间
亚答屋里度过。他很喜欢打
篮球，常常和三个兄弟一起
打球。他们的父亲则是忙着
经营自己的生意，把糕点面
包发送给摊贩们。

Ah Lek 在一间华文小学读完 
小学，但是没有继续读中
学，而是开始工作。他在一 
间咖啡店里做“咖啡仔”，
把咖啡端给食客们。因为
热爱这份工作，他很努力，
接连在几个咖啡店里工作。 
不久， Ah Lek 很快就升到了
咖啡头手的位置。他还学会
了手工炒咖啡豆，现在还时
常回味着咖啡店里飘着的浓
浓咖啡香。 

30 年前，政府决定重新开发 
武吉知马地区，这位如今已 
75 岁的乐龄和母亲及舅舅随
即搬到了一间一房式组屋居
住。他一直居住在那里，直
到母亲和舅舅去世。他现在
和一位朋友在红山租了一间
组屋。三年前，他由于眼睛
患病，把工作辞了。然而，
每当说起自己曾亲手泡成的
香浓咖啡时，他都不由地感
到自豪。 

Goh Ah Lek,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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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学会了炒咖啡豆，现在还时常 

   回味着咖啡店里飘着的浓浓咖啡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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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志者，事竟成

“安顿下来后，她打听到广东同乡会馆为孩子们 

   办有夜晚学习班，就到广东同乡会上课。”

60 年代芽笼的街边小贩和小商家。
照片: 国家档案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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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ng Poh Sim 来自中国广
州，9 岁时父亲去世后，便跟 
着母亲来到了新加坡，希望
做生意的叔叔能给予帮助。
他们来到新加坡时，第二次
世界大战已接近尾声。 

Poh Sim 和母亲几次辗转，最
终在芽笼的一个甘榜住了下
来。安顿好后，Poh Sim 打 
听到广东同乡会馆为孩子们
办有夜晚学习班，就到广东
同乡会上课。来读书的孩子
们都会得到一笔小小的学 
习津贴，每人 1 元钱。正是 
通过这种“补习”，Poh Sim 
学会了汉语。 

12 岁的时候，Poh Sim 开始
在芽笼一个路边摊位卖饮品
和糕点。这份工作的时间很
长，每天从早上八点工作到
傍晚五点。但是她还是坚持

下来。饮品和糕点虽然每个
只卖几分钱，Poh Sim 每天
仍可以赚到 2、3 元钱，足够 
支付她的日常开销。尽管生
活环境艰苦，Poh Sim 相信
有志者事竟成。正是这种信
念让她能度过重重难关。

Thong Poh Sim,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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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开眼界的经历
以下是我们的义工分享，在收集故事的过程中，与乐龄人士

们交谈后的感言：

“这些故事如同一片透视镜。通过这片镜子，我和同辈们能
够更好地理解我们的长辈当年是如何生活的，更深切地明白
对很多人来说，奋斗构成了他们生命的重大部分。与乐龄人
士和建国一代的访谈让我对过去有了新的认知，这种认知又
给予了我新的力量和动力为更美好的明天奋斗。乐龄人士的
人生故事不仅仅是对往事的回忆，它们都富含人生智慧，对
我们裨益良多。”

Lim Bao Long, 19  

“这些故事深深地吸引了我，每一则故事都让我看到新加坡
过往的一个风貌，最为重要的是让我明白了我的长辈们是怎
样生活的。乐龄人士讲述的故事丰富了我们对新加坡历史的
认识。他们把我和我的新加坡根拉得更近，连接得更牢了。
我能更好地理解新加坡的成长过程。”

Hayley Tay,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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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采访的大多数乐龄人士都只能说方言，如果没有人把他
们的故事记下来，就没有人能了解他们的过去。我很高兴能
参加这次的活动，这样年轻一代就可以阅读到历史书上没有
记录的人生故事。”

Lily Bok, 56 

“我们的谈话和采访凸显了我们想和年轻人共享的价值观：
坚持、谦卑、忠诚、孝心和诚信。乐龄人士经历了政治和社
会动荡，也经历了艰难的生活环境。他们都很坚强。在聆听
及记录他们讲述新加坡的成长历史的过程中，我知道我达到
了我的目的。如果年轻一代的人不知道乐龄的人生经历，那
将是一大遗憾。”

Helen Yeo,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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