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滋病患者不是只能够生活在绝望、

等死当中，他们还是可以在生活中看到曙光，

追求幸福。"

从2006年起，心向太阳剧坊便关注爱滋病课题，

先后制作了以爱滋病为题材的舞台剧

《爱之路》和《陪你走过》。

《爱永续》为《爱之路》舞台剧的延续篇，

故事取材自爱滋病患者邹旭云

(Michael Chow)的人生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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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向太阳剧坊在5月份举办爱滋教育S
；L�、导活动吋，对公众做了以j:爱滋病

问卷调査。心向太阳剧坊创办人、制作人

及导演沈国明表示，大部分公众对于爱滋

病患结婚课题存有好奇，以及不甚理解，

而该剧坊会在6月份上演4场舞台剧《爱永

续》，希望通过舞台剧传达"爱滋病患也

可以拥有幸福"的讯息，唤醒公众对爱滋

病带原者的关怀与了解。

从2()0�年起，心向人阳剧坊便关注g

滋病课题，先后制作/以爱滋病为题材的

舞台剧《爱之路》和《陪你走过》。《爱

永续》为《爱之路》舞台剧的延续篇，

故事取材内爱滋病患者邹旭石(Michael

Chow)的人生故事。

结婚、与另一半偕老，最平凡不过的愿

望，但对愛滋病患者而言，吋能是奢想，

社会把爱滋病患者标签为生人勿近，间

接判了他丨H死刑，忘记他们也如普通人一

样，渴望结婚、寻找人生伴侣。爱滋病患

者也能追求希望人生，也可以得到幸福。

爱能战胜一刼，即使患有绝症，也无阻

求幸福的决心。男主角与育有一女的女主

角，组成幸福家庭。

� 一对夫妻之间的爱情必须经得起许多考

验，在爱滋病病毒入侵时，他们如何面对？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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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永续》故事的士:人公，邹

旭云(Michacl Chow)是.名已

结婚的爱滋病带原者，22年前丨正

实患上爱滋病，多年来积极向公

众传达爱滋病知识。

也是吉隆坡倍心协叻屮心

(Faith Helping Centre )创办

人邰旭云指山，爱滋病患者也渴

迨像普通人一样，过婚姻生活；

当工作累r,有人嘘寒问暖；饿

了，柯碗热汤喝。"爱滋病患者

f是只能够生活在绝望、等死当

屮，他丨n还是可以在生活中看到

曙光，追求幸福。"

记者请他谈谈自己的爱情故

事，他有点晒腆："我们的爱情

故事并不浪漫。"事实上，两人

从邂逅到相爱、结婚，是令人感

动的真实故事。他与太太相识仿

佛宿命，太太的前尤因爱滋病逝

世，带著独生儿了�，悲痛无助，

M1Chael以朋友身分丌解，两人

慢慢由朋友变成情人。他笑说：

爱情来到的时候很奇妙。"

以往的感情创伤和远距离，没能

阻±�爱情悄悄在两人心坎滋长。

相识了七八年，Michael希望

给女友和其儿子一个家。他挣扎

了许久，谘询过医生意见，克服

心理障碍后，提起勇气求婚。过

后，又花了许多时间和心思，破

除朋友家人心中疑惑，终获得支

持，顺利举办婚礼。至今，一家

二 U生活穏定、愉快。

他微笑说，牛活从单身变为人

夫、人父，由一个人变成三个人

过，玷大的不同是每天放工回家

耔住家饭吃。他的家庭生活很简

单，在家和妻儿吃饭，在自己的

小天地看书，太太陪在一旁聊

天，就呈温馨的小幸福。"当

然，我们偶尔也会像一般夫妻有

争吵，何床头打架床尾和咯。"

携手走来，彼此更珍惜对方。

沈国明解释，2006年剧坊以Michael的真实故事为蓝本，演了

《爱之路》舞台剧。M^hael坦然与观众分皁了他中学叛逆、加入

私会党，吸毒、继而感染爱滋病的故2010年，M^hael与认识

/几年的女友终」��结婚，当时他有个心愿，就是把己结婚的心路

历程，通过舞台削¥:现。

这个念头酝酿几年，却因大家事忙，一直没有成型,，今年农W新

年，国明'彳剧坊团贷去⋯化扣】家拜年，见到他消瘦f许多，得知

他冈为C型肝炎必需接殳治疗。Michael重提起延续《爱之路》，

办第二部舞台剧的心愿，大家当下决定⋯定要实现《爱之路》完结

篇，而这就是《爱永续》的诞生。

普遍上，社会公众依然对爱滋病存有误解，对爱滋病患者带有歧

视和道德审判。M1Chael和心向欠阳剧坊希望透过个人真实个案令

人改观，接受、关怀及包容爱滋病患者，以及鼓勋爱滋病带原者央

敢生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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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情获得亲S祝福^
幸福并不是必然。Michael在述说自己恋爱、结婚过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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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调平静、温和，记者想像当中内心各种挣扎是不为外人理解的。

_^般人听见一名爱滋病带原者要结

婚，一定不免反应：为何要拖累人

呢？取chael坦承也曾有过这个想法，

似经医生解释，明内到爱滋病带原者只

要做好安全措施，是完全可以有正常婚

姻生活。

与女友达成共识后，他先与孩子沟

通，坩白本身是爱滋病带原者，也告

诉他生父去世的真相。跟孩子表白后，

他带著孩+和女友到前夫墓碑前，承诺

会尽力给两人最好的生活。"我希望给

她一个家，她巳失去了丈夫，我要给她

补偿，当一个好丈夫，给她最美好的幸

福。"这番真情告白，说得平静，但深

深撼动了旁听的丨己者。

,

另一个挑战是与&父建立起关系，

花了一段时间终获认可，除了精诚所

至，金石为7T,思想开放的岳母也功不

可没，太太的姐姐和妲夫也非常支持。

"亲友都可以接受我们。"亲人的接

受，就是最大祝福，让他们更有勇气牵

手走下去。

接下来筹备婚礼，劳心劳力，他甘之

若贻，因为"我要给太太最庄严、隆重

的婚礼。"他请牧师在酒店主持结

婚仪式，马来西亚传染病权威医生j
Dr.Chris Lee受邀当嘉宾，马来西1

�爱滋病协会前任主席拿汀巴杜卡

玛丽娜马哈迪当见证人。

影艺人。

承诺陪伴一世人
带著所有人祝福的婚姻，

虽不像竜活屮工+与公主般

永远快乐地生活，但在柴宋

油盐生活里，却品尝出踏实

的卓福。他非常欣慰，儿子

与他感情很好，关系如同朋

友。"找不要求向己做最成

功的爸笆，我要做孩了最好

的朋友，在他成长过枵中，

教会他保护自己。"对于婚

姻，他表示己还江学习经

菅。"当初下定决心，娶她

成为W—半时，就承诺要尽

能力给她最好的。'' "我希

望当我老/，拿著拐杖，有

她在身旁边。"听似平凡的

期许，重量却足非一般人能

承担。

对抗绝症的生存法，是坦

然带病卞活，不过度担优未

来。然向，今年扨当她告诉

太太自己必需接受C型肝炎

太太还是担心得

流泪了。 "我告诉太太，

我不会丢下她，我会继续奋

斗。"他微笑道："我要打

破大马爱滋病带原者存活纪

录！ "

肀福的确并非必然，而要

白己主动争取Michael?;

被命运击倒，勇敢追求幸福

的故事感动了我，也-定会

感动你。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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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ih《爱之路》呈现，讲述一名青年

男子经过吸毒、入狱、戒毒、恋爱，而

在他戒毐成功并要进-步出国深造时，

顿时发现S己乂爱滋病带原者，从开始

无法接受的恐惧、爱情无法被接受，封

闭，到在亲人、朋友的协助下，终感受

人间有爱而男敢站起来，最终设立爱滋

收容所，决心改变一般人对爱滋病的歧

视和协助愛滋病患者乐观地面对生活。

本剧为《爱之路》和《陪你走过》

编剧孙天洋又一作品。演员有ayjLme陈

美君、陈微欣、罗敏儿、关栋錮、陈玉

美、何添泉、张沾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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