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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李偉文和太太張麗屏，把彼

此的經歷收錄在同一本書內，除了

是想豐富書本的內容外，更重要的

是我們深信，我倆的人生不能缺少

對方。我們雖然是兩個人，但卻擁

有同一個生命。

李偉文、張麗屏的生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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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太與家人攝於內地
75 年沙河

太太與家人攝於內地
77 年從化

背景

我和太太在認識前，大家各自

生活在兩個不同的世界裏。

我在 1940 年在香港出生。家

中共有 9 兄弟姊妹，我排行第四。

我自小在香港的「番書院」受教育，

讀設計。家人都信奉基督教。唯有

我從小已經對佛教思想產生濃厚的

興趣，更深信佛教的緣份、因果之

說。

我的太太在 1927 年出生於廣

州市，生於一個大家族。因當時仍

是封建社會，女子三步不出閨門，

父親雖然是富有地主，但沒有正式

入學。在家中接受女子無才便是德

的培育。好景不常，在文革期間，

她的家被抄了，家人被放逐。在她

哥哥「走得一個得一個」的鼓勵

下，她隻身逃到香港，投靠在港的

親戚。為了生活，她除了偷呃拐

騙，甚麼工作都願

意做，完全放下了

大家閨秀的身段。

最後入職一間美術

公司，成為我的下

屬， 大 家 一 起 共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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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從一開

始就很合拍。大

家都醉心設計，

可 算 是 志 同 道

合。我在公司負

責廣告設計，而

她負責「行街」，

接洽生意。除了

在工作上一內一

外互相配合外，

我們在其他話題

上也有很好的交流，大家的看法一

致，沒有因不同的文化背景及年齡

差距而產生隔膜，我們都認為彼此

能夠相識是一個緣份。

太太與家人攝於內地

80 年

創業篇 

太太認真的工作態度和待人以

誠的性格，得到很多客戶的欣賞，

客戶也很滿意我的設計工作。曾有

大洋行老闆表示支持我們創業，就

連領取牌照的費用也願意先給我們

支付；在這情況下，我們認為可

以嘗試，於是便一起拼搏。時為

1964 年。我們的生意主要是設計

鐘錶的櫥窗、燈箱廣告或大百貨公

司的櫃位擺設。生意從小開始，後

來就是連大公司也找我們，生意甚

致擴展到澳門。

這段時間，我們可以用「搏

盡」來形容。工作一個接一個，一

切以工作先行，沒有甚麼所謂假

期，簡直是到了一個忘我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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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怕辛苦，繼續以女主外接生

意、男主內創作設計的方式營運，

一起雄心萬丈地往前衝。

衝呀衝，終於成功了！公司壯

大了，伙記人數不斷增加，生意是

「不憂做」。不愁財帛，金錢滾滾

而來，真是一帆風順。當時我 30

多歲，太太是 50 多。既慮積了財

富，就開始置業，也展開我倆的婚

姻生活。

90 年小天地

72 年上水坑頭

73 年林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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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篇

我倆的感情是從工作上的志趣

相投、生活上的互相扶持、困難中

互相鼓勵、人生及宗教理念彼此認

同中，一點點累積下來的。                  

那個年代，我們的年齡差距應

是一個障礙。但實際上我們並沒有

遇上任何阻力。

我倆的家人

也慢慢地、漸漸

地確定了我們是

一對。這期間，

我 多 次 陪 同 太

太回鄉，探望並

協助他的家人，彼此建立了信任。

我太太也經常接觸我的家人，他們

也抱開放的態度，沒一點質疑。我

媽也與她相處融洽，她是被受肯定

的。直到現在，兩家人與我們的關

係依然非常良好。

至於我倆，我們相信大家是因

為宿緣深厚才得以相識。所以我們

都很珍惜，努力維持這段善緣，要

繼續走下去，累積更厚的緣份。

與我的家人聯誼聚會

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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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敗篇

我們的風光的時間歷時約 20

載，就是在我 30 多至 50 多歲的

時段。

我和太太都是實事實幹的老實

人，靠努力、實力白手興家，一向

待人以誠，一路以來都埋首工作。

所以當伙記熟識了營運的方法，並

把客人偷偷過戶，我仍然沒有警

覺，只是更努力地開拓客源，希望

維持生意額。我倆也不太懂人事管

理，也沒有以當時普遍的做法，以

回佣增加伙記的收入。再者，當年

的社會也著實起了變化，外資公司

紛紛成立。客戶多為外籍人士，接

洽工作以英語為主，太太因不懂英

語，我便要兼負接洽生意的工作，

過往分工的模式不能續用。在關鍵

的時刻，我竟接受舊伙記的建議，

變賣產業，把資金投放到他的公

司，最後卻被他全吞併了。那時我

們真的是一無所有；沒錢、沒事業、

沒朋友、沒青春、就只剩下我和她，

和最令我們感恩的宗教信仰。

這是我們最低沉的時間。為

何沒有防人之心？為甚麼不懂珍惜

努力得來的成功？我們後悔沒有儲

蓄，把金錢全花在大玩具上：買樓、

換車、玩攝影、扮靚、買衫、養寵

物等等。

但我倆仍是有福的。失敗來臨

前，上天已為我倆安排了後盾，足

夠讓我們走往後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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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

生意失敗前，太太的健康已響

起警號。82 年，她開始出現腸胃

的問題，健康欠佳使她非常困擾。

在一個創價學會的會友建議下，她

每天以梵音誠心地誦唸《喃嘸妙法

蓮華經》來轉換身體的生命力。果

然，此經文的力量助她走出病關。

這病業帶出了她和我的佛緣，我們

認識並加入了創價

學會，開始了信仰

的生活。

宗教帶給她新

的生命力及智慧，

也慢慢改變了我們

一些過往的想法及

生活方式。

說也奇怪，在我們只知大吃大

喝，追求享樂時，心中容不下宗教。

但在我們的資產續漸減少時，我們

的心思便開始被信仰吸引。就在我

們第 11 隻狗老死後，太太生活的

全部，就是宗教信仰。這就像一個

分水嶺：令我們的生活從物質走向

心靈的追求。

在經歷生意失敗的低潮時，

我們沒有互相指責，只知要共負責

任，互相扶持，積極結聚善緣。

我們得到很多會友的關懷、鼓

勵及開解，幫助我們在短時間內明

白這次的遭遇是我們的宿命。我們

的信仰教導我們要心存希望，無論

有甚麼問題也都可以解決，只要不

輸在困難前，我們總可以跨越。經書、佛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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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

們很快便能放

下我們過往所

執著的「倉之

財」，決志要

爭取自己往後

的幸福，只輸生意，決不輸掉自己

下半生的幸福。要放下才能有新的

得著，我們準備從新再開始。

於是我放下設計及老闆的身

份，運用我的另一專長謀生：做

旅遊車司機。為節省開支，太太回

鄉投親，我在港租屋過著儉樸的生

活，只間中回鄉探望太太。我勤奮

地工作，也不計較額外的付出，同

樣地拼搏。到轉做廠巴司機時，老

闆欣賞我的工作態度，邀我入股廠

巴，但我婉拒了，我仍然選擇了簡

簡單單地生活。

太太回鄉時已 70 多歲。雖然

得到親人的照顧，但她嚐盡「一地

夫妻兩地眠」之苦，很是寂寞。更

甚者，她與信仰的連繫一下子消失

了，她不知道生活是為了甚麼，感

覺是在浪費時間，她感到自己是逃

避追尋幸福，她極渴望再投入宗教

生活，轉換自己的生命力。一年後，

她回到香港，全身投入會務。我倆

清茶淡飯地在公居生活，而我也在

那公司服務到退休。退休後，也和

太太一樣，服務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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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運

若問我現在有遺憾、欠缺嗎？

我們想不到有。在服務學會的過程

中，我們享受到助人自助的快樂，

也同時為自己積聚福運去走未來的

路。我們的心是富有的！經歷了高

低起跌，我倆可以肯定的告訴你們

「心之財勝倉之財」的道理。更何

況，學會的活動很多元化，我和太

太又再合作無間，一同創作及製作

各種道具，再圓設計夢，真是滿足。

若問我牽掛嗎？我說沒有。我

們無兒無女，我已 70 多，太太剛

好 90，還有何掛慮？
陳列花藍製作

88 年學會活動

見証

2010 學會活動

2012 年攝於學會工作室

2013 學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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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我有想過生死問題嗎？是有

的，我倆也曾談過誰先走。但緣份

要完就完，一切自有安排，我們不

會自尋煩惱，但我們仍會努力屯積

福運，為今生來世增添幸福，作生

生世世的功德。

家族四代同堂

2013 學會活動

義工心聲

訪談的最後一個問題是：「你

們最欣賞對方的是甚麼？」

張太搶先說：「他包容、認真、

不拖泥帶水。」張先生聽後點頭淺

笑。

張生緊接著說：「她爽快、率

直、靚！」張太嬌羞地回應：「都

幾十歲人了，還講這些，肉麻死

了！」

兩個一起生活超過半世紀的夫

婦這樣說：「我們從沒有過激情。」

細水長流式的感情不止維繫今

生，而是生生世世。他們相信了、

示範了、並努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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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迪人生的

大道理，他們不

說，是做、是全

面地實踐在生活

上。 張 太 以 90

之齡，內心仍是

充 滿 活 力、 積

極、活潑。我不

得不反思自己是否未老先衰呢？

面對餘下的時光，他倆從內到

外都散發著從容、平靜和安穩的氣

息。謝謝他們實實在在地告訴了我：

「只要信、便能得到。」

慶幸我沒有錯過了這活動，也

多謝舉辦這活動的人。

感恩！

義工：麥桂卿（社區義工）

與義工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