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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或許他長大後
會把我忘記，但我還是視如親生子女般照顧他
們。」這是「臨時媽媽」、「社區保姆」深明
媽的自白。她早年因腰背受傷，每周要到醫院
接受一次物理治療，無暇照顧當時僅3歲的兒
子深明，幸得到社區保姆照顧近一年。感激之
餘，深明媽投身社區保姆行列，將這份不一樣
的母愛延續下去。5年來，她已幫助了逾40個
有需要的家庭，做了多名小朋友的「臨時媽
媽」。
深明媽將該40多名小朋友視如己出，其中不

少都是1歲以下的嬰兒。她直言，自己雖然在他
們生命中只是小小的過客，對方日後也一定不會
記得她，但每次接他們回家，她總是「當親生仔
女咁錫」。

不計回報視如己出
深明媽憶述，她最深印象是照顧一名4至5個

月大的嬰兒，其母親是一名17歲的單親媽媽：
「阿媽自己都仲係小朋友，點識湊BB？BB嚟到
我度時，身體好虛弱，成日感冒、肚屙。」或許
是因為欠缺照顧，該嬰兒欠缺安全感：「佢一定
要喺你個肚皮上，感受你呼吸起落先瞓得着。睇
到個BB咁，好自然會好想畀多啲愛佢。」

在深明媽悉心照顧逾4個月下，該嬰兒的健康
改善，其後被外婆接走：「到家我都會偶然去
探吓佢（嬰兒）外婆，問吓佢現況。」
深明媽說，當社區保姆最重要有責任心、

愛心和耐心，其親生兒子深明也耳濡
目染，由吃醋轉變成「大哥哥模
式」。但每次社區保姆服務結束，
深明母子一定依依不捨，最近與其
中一個「兒子」偉明（化名）別離
時就相擁而泣：「偉明喊住咁同我
阿囝講：『你就好啦，你媽媽全職
咁照顧你。』我見佢兩個喊，我又
喊。」
深明媽是保良局屬下田家炳關愛

家庭中心「保寶天使」鄰里支援幼
兒照顧計劃的社區保姆，該計劃為
北區提供社區保姆服務，可託管0歲至
9歲兒童。關愛家庭中心主任徐嘉敏介
紹，該計劃至今運作逾10年，服務逾
200個家庭，疫情下社區保姆需求更
大，因為北區有不少跨境家庭，父親或
母親其中一方被迫留在內地，另一方則
在港工作，子女乏人照顧，故對社區保
姆服務需求殷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恆諾）一家團聚

慶祝母親節是為人母親的卑微
願望，但對78

歲的黃婆婆而言卻是遙不可及
。她的丈夫數

年前因為癌症過身，兒女及孫
兒等家人都在

廣州居住和工作，疫情下出入
境均要接受隔

離檢疫令他們一家人超過一年
未能見面。即

使今日是母親節，黃婆婆亦只
能孤單地度

過。為了一家團圓，黃婆婆早
前已完成接種

兩劑新冠疫苗，只待通關就能
起行北上。

香港與廣州的距離不遠，惟這
百多公里的

路程在疫情下變得這麼近、那
麼遠，過去一

年多因為出入境均要接受14
天強制隔離檢

疫，黃婆婆被迫與家人分隔兩
地，「舊年年

初二控關前，好似走難咁返香
港，之後就冇

再見過面。」

母憂花甲兒感冒發燒辛苦

為打發時間，黃婆婆將自己的
行程排得密

密麻麻，與朋友飲茶、唱粵曲
或行山，但仍

無法抵消與家人的相思之苦：
「以前每逢大

時大節都會返內地同家人團聚
，仔女每月亦

會抽一個周末返港陪我。家
肯定會覺得孤

獨，心會悒住悒住，仔女好鍾
意我煮餐飯、

煲湯畀佢哋，好希望可以再一
家人開開心心

坐埋一齊食飯。」

「養兒一百歲，長憂九十九
。」黃婆婆

的三名子女雖然都已經五六十
歲，甚至已

為祖父母，但黃婆婆仍十分擔
心子女在內

地的生活：「有特別嘢佢哋
都唔會話我

知，我會擔心佢哋，感冒發燒
都會睇好醫

生先同我講話已經好返，唔會
病緊同我講

好辛苦。」

女憂耄耋母頭暈身㷫跣倒

身在內地的黃婆婆女兒人同此
心，每日一

早起床上班前都會打電話給媽
媽，如果黃婆

婆稍為遲聽電話就會大鑼大鼓
地經黃婆婆身

邊的朋友尋人。黃婆婆的女兒
接受香港文匯

報視像訪問時表示：「好擔心
佢一個人生

活，用電話視像功能同真係見
到面相差好

遠，有咩頭暈身㷫佢可能會瞞
住我，萬一佢

喺廚房或洗手間跌倒，連平安
鐘都撳唔到點

算？」
黃婆婆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期

間，特意與

孫女視像對話。兩嫲孫談及逾
一年未能見面

時，黃婆婆一度感觸落淚，躲
到廚房抹乾眼

淚。
他們一家人談及母親節願望時

不約而同地

表示，自己已接種兩劑新冠肺
炎疫苗，希望

兩地政府可以放寬出入境的檢
疫規定，方便

分隔兩地的家庭團聚。

黃婆婆的孫女說：「雖然嫲嫲
仲好健康，

但始終年紀大都係想見多一面
得一面，以前

母親節會一家人食飯，但自從
疫情爆發，大

時大節或嫲嫲生日都只能我們
喺內地的家人

坐埋一齊，開視像同嫲嫲一齊
食飯，大家都

好心酸！」

獨居婆婆為訪問與孫女視頻 動真情淚灑當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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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營內等兒送美食 忽變出營嚐孫女親製蛋糕

現年78歲的馬太太與81歲丈夫同居於荃威花園R
座一個單位，平靜的退休生活早前起了波瀾：

該屋苑一名菲傭確診變種病毒，政府為徹底阻截傳
播鏈，要求大廈所有居民撤離到檢疫中心隔離21
天。

親睹營內職員辛勞不好受
對是次撤離行動，馬太太希望大家少一點怨言、多
一點諒解。她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特
區政府都係為咗阻止變種病毒在社區傳播。」目睹政
府人員日夜奔波，她反而覺得有點心痛，「既然圍封
屋苑時所有居民的病毒檢測都呈陰性，還要全幢樓宇
的住戶接受21天隔離，是浪費政府的錢，加上我從
（檢疫中心）間房的窗戶往外望，剛好望到分餐的地
方，只見工作人員就是為了我們而要不停辛苦地工
作，令我更不好受。」
特區政府其後從善如流，放寬檢疫安排，令馬太太
能提前在母親節前夕回家進行自我監測，可以自由活
動，但她認為當前抗疫最重要，母親節慶祝節目也從
簡，只求一家平靜度過。

兒子查清營內設備囑添加
馬太太的兩名兒子俱已婚，孻仔育有兩名分別13及
16歲的女兒，住在荃威花園其他座，故平日不時見
面。馬太太說兩名兒子打算送一對波鞋給她，「原本
打算母親節前幾天與長子兩夫婦外出吃飯，母親節當
天則留在家中與孻子一家吃飯，兩名孫女更準備親手
做蛋糕為我慶祝！」

但再貴重的禮物，也不及在今次撤離行動中，兒孫
們表現的真摯關愛。她說，兒子甫知道兩老要被送往
隔離檢疫，即時翻查竹篙灣檢疫中心的設備資料，知
道營中缺乏物資，即馬上致電着兩老帶備被套枕袋，
「結果真的派上用場！我也帶了罐頭、幾個杯麵和電
熱水壺入來，不過原來電熱水壺這裡也有。」
兒子原本還打算今日將馬太太喜愛的食物送到檢疫

中心，再託職員轉交兩老，但馬太太不忍兒子奔波，
「送食物要向中心申請的，我叫他們不用這麼麻煩
了。」

下周打第二針盼出埠旅行
馬太太本身是印尼人，兄弟姊妹等不少親戚也在

印尼。她與丈夫每年總會用一個月時間到東南亞旅
遊和探親，對上一次與印尼家人見面已是2019年12
月的事。為盡快再見家人，馬太太與丈夫4月27日
已接種第一劑復必泰疫苗，並預約5月18日接種第
二劑。
「我長期有『三高』問題，不過新抱是醫生，我接
種前已問過她意見，加上我兩個兒子的家庭也接種
了，他們打完第二針說無事才叫我去打的，我、我丈
夫及一名86歲街坊打咗都無事。」她認為，接種疫苗
是一直以來抵抗疫症的方法，今次「是一定要打
的」，尤其她經常外遊更應接種，可早日享受「旅遊
氣泡」。
疫症強行拉遠了親人之間的距離，但彼此的心也是

連在一起。馬太太今年母親節願望，是希望市民盡快
接種疫苗，驅走疫症，令香港社會早日回復正常。

我們距離新冠肺炎病毒有幾近？所住大廈有菲傭確診變種病

毒被送往檢疫中心隔離的馬太太，經歷這一役方知病毒就在身

邊。但患難中更顯母子情深，已成家立室的兩名兒子甫知道父

母要隔離檢疫後，憂心兩老檢疫生活，連環call他們帶備被套

枕袋、罐頭、杯麵……入營後這些物資果真大派用場，兒孫們

還計劃今日母親節把美食送到檢疫中心，遠程慶祝佳節。正當

一家人擬打消共敘天倫的美夢之際，突然特區政府放寬檢疫規定，馬太太與一眾「疫廈」

居民獲准提前在母親節前夕回家。她嘆謂：「人生遇到一個咁奇怪的疫情，可算是天

意！」病毒變、政策變，不變的是親情，兒孫的一聲「母親節快樂」足以暖在心頭。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親情隔離不了親情隔離不了 天倫樂喜從天降天倫樂喜從天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今天是母親節，對於
天下母親而言，有什麼比浪子回頭更為可貴？自小在
單親家庭中成長的阿民受黑暴分子煽動，參與社會暴
力事件而與母親關係惡化，被定罪後於沙咀懲教所服
刑，一度迷失方向。母親節前夕，他和母親參與了懲
教署與警務處合作的「並肩同行」計劃，以藝術作為
心理治療切入點，引導阿民等在囚青少年醒覺自身問題及探索潛能，並以全新角度感受母親的關愛。
懲教署與警務處合辦的「並肩同行」計劃，透過不同活動向在囚青少年宣揚奉公守法觀念，灌輸正面價值觀，並在母親節前夕舉辦「畫出親恩 並肩同行」親子活動。阿民的母親十分慶幸獲邀出席，並感謝義工不遺餘力，令她與兒子解開心結。

前年關係決裂今天冰釋前嫌
身為單親母親的她含辛茹苦帶大兒子，但過去兩年社會暴力事件令她與兒子關係決裂，兒子更因違法而被判入勞教中心。她直言，今次活動不但令她與兒子冰釋前嫌，更讓她重拾信心，繼續積極配合懲教署的更生工作，幫助兒子重新出發。
阿民就感激懲教人員從旁協助，令一度感到人生灰暗的他看到一線曙光。這次活動令他反思犯罪的沉重代價，並以繪畫方式，深情表達虧欠母親和無法釋懷的感受。
是次活動以心理治療結合藝術創作元素，讓在囚青少年了解自我，並以非言語方式與母親溝通，增進親子關係。他們在臨床心理學家指導下與母親一起在小鞋子上繪畫，以表達情感和思想，打破親子隔膜，並在義工啟導下把心聲填寫在心意卡上，連同小鞋子及康乃馨送給母親，祝願母親節快樂。
懲教署副署長黃國興和警務處副處長（行動）蕭澤頤到場參與及支持是次活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成祖明）駕駛

巴士的不一定是「司機
叔叔」，媽媽

都可以。九巴車長彭雅
怡和九巴車長

訓練導師譚穗雲熱愛駕
駛，小至電單

車和私家車，大至中型
貨車和巴士均

取得駕駛執照，更將興
趣變成職業，

同時兼顧照顧家庭的重
擔。

彭雅怡是一名育有兩名
女兒的單親

母親，從事文職工作2
0年，但一直熱

愛駕駛。在一次參加九
巴開放日後，

她向女兒說出想做車長
的意願，女兒

鼓勵說：「媽咪想試就
試啦。」就這

樣，她由朝九晚五的文
職工作，轉到

任職車長，與女兒的相
處時間反而增

加。
「因為早更車長早上6

時至下午約2

時，放工後有時可在女
兒放學前回到

家，有時更可趕及放學
時間到達校門

接女兒放學，也多了
去公園玩的時

間。」她說。

女兒有次特意乘搭母親
所駕駛的路

線，全程站於駕駛室
附近的輪椅泊

位，彭雅怡笑說：「她
們金睛火眼望

着，好似第一次看到，
原來駕駛巴士

的不一定是司機叔叔，
媽媽都可

以做到。」女兒們落車
時更一直

表現得不捨，一直揮手
說再見。

雖然今日是母親節，但
彭

雅怡仍要上班，她

說：「我放早，會一家
人吃一頓飯慶

祝。女兒都預先畫了一
幅畫，不過是

送予婆婆，（母親節
）對象是（我

的）媽媽。」

女導師樂見女兒懂關心媽媽

譚穗雲是九巴首位女
車長訓練導

師，見證着巴士由「熱
狗」、非冷氣

巴士演變為冷氣車廂，
自己亦由車長

轉任車長訓練導師。由
於子女已經長

大，不會再像以往般到
站頭找她，只

會即興約食飯。

她坦言，以往女兒外出
時她會問：

「稍後去食飯呀？去哪
裏？與誰食？

何時回家？」現在角色
掉轉，當譚穗

雲約朋友食飯時，女兒
會問：「去哪

裏？與誰食？何時回家
？」令她既感

有趣，又覺「激氣」。

譚穗雲說，多年來都在
接近母親節

的日子慶祝，只要一有
假期，子女會

立即打電話相約，他們
會買小禮物，

以及送上心意卡，會提
早一起食一頓

飯慶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恆諾）新冠肺炎疫

情令居家工作變成新常態，上
班族不再一定

「坐定定」在辦公室工作。在
一間國際投資

銀行負責社會公益事務工作的
「香港創業媽

媽」主席梁思敏，想不到就因
禍得福，在家

工作期間增進了自己和2歲半
女兒的相處，

更親眼見證女兒成長的多個「
第一次」。

港人工作繁忙，不少雙職媽媽
每日早出晚

歸，照顧子女的責任都交給
「四大長老」

（祖父母）或工人姐姐，梁思
敏在疫情前亦

不例外。她每日一早帶女兒到
娘家，由媽媽

代為照顧，下班後到娘家食
完飯返回自己

家，女兒已差不多時間上床。

緊迫的生活節奏令梁思敏錯過
女兒不少成

長的時刻，「她6個月大時，
首次食糊仔，

我錯過了。BB第一次食唔同嘢
，佢肯定好雀

躍，我媽媽雖然有拍片，我
哋亦有 Face-

Time，但始終不能親眼見到。
」

不少公司在疫情下安排員工居
家工作，梁

思敏也有更多時間與女兒相處
，更親眼見證

女兒學會行路和第一次上學
等多個重要時

刻，彌補之前的遺憾。

盼更多兼職毋須艱難抉擇

在家工作雖然較自由，但難免
也有尷尬場

面：「有次我有5分鐘發言嘅
會議進行時，

阿女喺隔離房由父親照顧，但
佢不斷喊，又

敲門要入嚟要我抱，佢喺出
面喊咗3分多

鐘，入到嚟我抱住佢用咗分半
鐘哄，其間我

要繼續發言，不能突然熄咪，
嗰5分鐘其他

與會者大部分時間都聽到有小
朋友喊。」

不少雙職媽媽都同樣面對類似
問題，就是

要在家庭及事業之間取捨，「
不少僱主對在

職媽媽的需要缺乏認知，未
能提供適切支

援，母親節願望係香港有更
多日間託兒服

務，以及與外國一樣興起工作
分享，令更多

媽媽以兼職方式繼續追夢，毋
須再在陪伴小

朋友與工作之間作出艱難抉擇
。」

居家工作遇稚女成長N個第一次

「我媽媽 揸九巴」

社區保姆幼人之幼育童半百

港穗這麼近 團聚那麼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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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太太的兒子原本打算今日將母親馬太太的兒子原本打算今日將母親
喜愛的美食送到竹篙灣檢疫中心託職員喜愛的美食送到竹篙灣檢疫中心託職員
轉交父母慶祝母親節轉交父母慶祝母親節。。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 大批工作人員當天進駐荃威花園大批工作人員當天進駐荃威花園
為居民強檢為居民強檢，，之後之後RR座全體居民被座全體居民被
送往隔離營檢疫送往隔離營檢疫。。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 疫情令梁思敏有機會親眼見證疫情令梁思敏有機會親眼見證

女兒成長女兒成長。。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 梁思敏見證女梁思敏見證女

兒第一次自己進兒第一次自己進

食食。。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深明深明（（右二右二））和和「「弟弟弟弟」」心心心心（（左二左二））為深明媽為深明媽（（右右一一））獻上紙花獻上紙花。。左一為徐嘉敏左一為徐嘉敏。。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譚穗雲譚穗雲（（右右））與彭雅與彭雅

怡在工作崗位上怡在工作崗位上。。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譚穗雲手抱孫兒心滿譚穗雲手抱孫兒心滿

意足意足。。 九巴供圖九巴供圖

●●彭雅怡彭雅怡（（右二右二））一家一家

人度過母親節人度過母親節，，外孫女外孫女

為婆婆送上親手繪的
為婆婆送上親手繪的

畫畫。。 九巴供圖九巴供圖

●●阿民及母親互相送上阿民及母親互相送上
心意卡心意卡。。 懲教署供圖懲教署供圖

●● 黃婆婆與孫女通電話時突然感觸落
黃婆婆與孫女通電話時突然感觸落

淚淚，，要到廚房拭淚要到廚房拭淚。。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黃婆婆與孫女視頻傾偈黃婆婆與孫女視頻傾偈。。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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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字第25975 今日出紙2疊6大張 港售10元

2021年5月
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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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9 大致天晴 日間炎熱

氣溫26-32℃ 濕度55-90%

辛丑年三月廿八 初十小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