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 沒 有 想
過，很想離開
當下的困局，
卻 又 飛 不 起

來？心言（化名）處於人生樽頸位，
工作、家庭、愛情均停滯不前。她已
習慣生活在這困局中，想要向前行，
卻又怕太多的「不確定」。

探內心世界 重心靈反思
一次偶然機會，她認識到「藝術探

索」活動。它以一種非語言表達方式
探索內心世界，不 重作品成果，最
重要是心靈反思。而藝術作品往往能
真實地反映創作者感受及經歷。

隨心搓陶泥 造人形公仔
於是心言參與「藝術探索」活動，

雖然她對「藝術」一竅不通，卻希望
通過活動，為生命尋求改變。隨 輕
快的音樂節奏，心言閉上眼睛，讓身
心放鬆。其中一項活動，大會要求參
加者手持陶泥陶造一個形象。之後心
言安靜下來，慢慢用手接觸這團陶
泥。心言沒有特定想法，自然地慢慢
搓出一個「人形公仔」，細心為這

「人形公仔」加上花邊長裙，還加上
一對羽毛翅膀。

心言看 該「人形公仔」，禁不住
想：要是能像這小天使般飛出去，看
看世界有多大，那該多好！當心言小
心翼翼地拿 那準備展翅的小天使
時，卻不慎失手。小天使五官變得一
塌糊塗，翅膀也折斷了。

不慎毀作品 怒氣化動力
心言頓時感到一股怒氣冒升，因為

自己的不慎，摧毀了這作品。另一方面，她又感
到這情況實在太像她現在的矛盾─未曾展翅飛
翔，卻跌至頭破血流。想到自己根本無力打破當
下的困局，她差點對 作品哭起來⋯⋯

但她不容許自己這樣軟弱，立刻深呼吸一口
氣，決定重新再造。雖然僅僅是一個小手工製
作，但心言在過程中發現了自己的獨特之處──
在困境中，振作得很快。她平時即使遇上困難，
總會好好面對負面情緒，不輕易言敗。她告訴自
己：「要把小天使做得比之前的更漂亮。」心言
用另一段時間，把小天使五官弄得更精緻，把翅
膀做得更大。她希望這樣做，讓小天使可以飛得
更遠。為免重蹈覆轍，今次她摺了一個堅固的紙
盒，掃上蔚藍色天空，再用棉花做了很多白雲，
讓小天使能飛，甚至飛上高空。至於白雲則正可
保護小天使。

在「藝術探索」過程中，心言所做的小天使現
已準備起飛。但心言的現實生活，真的會有所不
同嗎？（下回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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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題為編者所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打從中學時
代起，李慧心一直深信自己具備戲劇天分，但
預科時報考香港演藝學院，卻遇上「滑鐵盧」。
她無奈之下唯有升讀大學，由2002年開始捱到
畢業，即急不及待再報考演藝，決心獻出5年青
春，完成文憑及學士課程，終在導演系以一級
榮譽畢業。她現時順利成為舞台劇導演、戲劇
導師，在舞台上發光發熱，昨日獲頒尤德獎學
金，將到英國布魯內爾大學攻讀「當代表演製
作碩士」，繼續在戲劇路前進。

預科曾失手 校方不取錄
尤德爵士紀念獎學金昨日舉行頒獎禮，其中一

名獎學金得主李慧心，讀書之路並不平坦。她雖
然中學時代已有明確升學目標，預科時決心報考
演藝唸戲劇，「以為自己很有天分，怎知失手
了，學校不取錄！」

在沒有太多選擇之下，她入讀香港浸會大學傳
理學院，主修數碼圖像。她自問沒有設計天分，
故「1/3大學生活都放在業餘劇團表演中。」她
畢業後反覆問自己想做甚麼，答案仍是戲劇。

從文憑讀起 獲一級榮譽
她再報考演藝，最終成功入讀喜歡的科目。雖

然要花5年時間從文憑讀起，但她不以為苦，更
因表現優異，曾獲「張國榮紀念獎學金」，並以
一級榮譽畢業，先後執導多套舞台劇，包括著名
的《死佬日記》。

回望自己特別漫長的讀書生涯，李慧心認
為，自己沒有浪費光陰，「以前在浸大有讀市
場推廣、設計等課程，有助我開展戲劇事業，
例如宣傳個人畢業作品、設計場刊等等。」她
希望將來留學歸來，於戲劇界作出更大貢獻。

輕度聽障生 用功獲殊榮
另一名獎學金得主勞恩慈，自小已有輕度聽

障，小四時更因受情緒困擾，一夜之間幾乎聽力
盡失，「右耳已完全失去聽覺，左耳則要佩戴助
聽器。」

當時她的成績一落千丈，默書次次0分，以絕
望形容當時情況，幸有母親和其他身邊人支持。
媽媽曾問她，是否需要轉去特殊學校或國際學
校，「但媽媽強調，轉校等同逃避！」母親一席
話，激勵她迎難而上。為了趕上進度，她連小息
也用來溫習。完成預科後，她考上浸大英國語言
文學系。

憑 是次獎學金，她將到牛津大學攻讀英文
碩士，期望畢業後成為公務員，為香港出謀獻
策。

理科優異生 擬赴美升學
至於聖保羅男女中學中六生盧安迪，曾代表香

港多次出戰世界物理學比賽，獲獎無數。他中五
時一篇數學論文，更獲國際數學期刊刊登。他理
科頭腦發達，故計劃文憑試後升讀美國普林斯頓
大學，主修數學或科學。

加入浸大已有25年的黃志漢，日前獲校方頒發
長期服務獎。當提到學業經歷，他直言「我

不是一個聰明人，小學被評為多言好動，6年讀了4
間學校。小學會考中，成績大概是最底層的二成！」
升中勉強入讀私校，中一時更因被老師冤枉作弊，
他一氣之下，不再上學，毅然踏足社會工作，一晃
便是3年。

超齡讀中二 發奮成博士
對於輟學期間的工作，黃志漢形容「都是搬搬抬

抬，也試過去影樓做攝影」。經歷社會的洗刷，他
「突然有一天醒覺」，明白知識的重要，以超齡身份
入讀中二。黃志漢坦言，當時曾感到很自卑，但

「幸好當時長得比較Baby face（孩子臉）」，讓他能重
新出發。當時因為一篇作文，讓黃志漢「第一次」
嚐到被老師稱讚的滋味，從此激發他「唔衰得」的

決心，發奮圖強讀書。其後他輾轉於香港、加拿大
升學及教學，今日已成為擁博士學歷的院長。

求學踏過荊棘 推自資副學士
他成為在香港推動自資副學士「先行者」，或多或

少與求學路踏過的滿途荊棘有關，於是銳意為未能
在考試中脫穎而出的學生另謀平坦的道路。黃志漢
指，多年來他所重視的，並非學生能有多大成就，
而是見到曾經迷途的邊緣學生蛻變。

學生遭開除 給鼓勵關心
從事教育工作至今，黃志漢最難忘的，是曾有學

生被學院開除後，把手機號碼交給那學生，並答應
如對方日後有困難，可與他聯絡，「雖然他最後唸
書不成，也談不上成功，但起碼人開朗多了。有時
候師長的鼓勵和關心，會對學生有很大影響」。

大學畢業讀演藝 戲劇迷續追夢

黃志漢輟學3年超齡返校園 盼給後輩「醒覺」機會
院長關愛「次等生」
曾是「墊底」過來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自資專上院校
發展迅速，為回應新學制及社會升學需要，浸會
大學持續教育學院將於新學年加推2個2年制學位課
程，供副學位畢業生銜接。而學院有關銜接課程
將增至10個，亦令「2+2」（2年副學士+2年銜接學
位）模式更見成熟。而學院正計劃明年推出專供
文憑試達「3322」級學生修讀的「一條龍」4年制
自資學士課程，減少學生對銜接的憂慮。連同只
要求文憑試5科2級「2+2」模式，屆時學院將行

「雙軌制」，吸納未能入讀資助學位課程的不同成績
考生。

夥傳理社科院增辦課程
浸大持續教育學院院長黃志漢指，今年9月學院

將分別與本部傳理學院及社會科學院合作，新增2
年制新媒體及影視創意寫作，以及社會政策學士

（榮譽）課程，兩者現已進入審批階段，以為副學
士畢業生開拓更多出路。

另學院打算以現有2年制銜接學位課程作藍本，
於2013/14學年推出4年制自資學士，讓學生入學時
便可大致確定自己可獲得由浸大頒授的學士學
位，減少不必要的升學憂慮。

黃志漢表示，有關課程將取錄考獲「3322」的學
生，並會在當中設立一些門檻，如GPA要達2.5才
可順利升班，實際情況有待商議。至於4年制與

「2+2」課程學額比例，則仍未有定案。
副學士發展多年，黃志漢認為，現時學生出路

已大有改善，但質素及認受性問題仍未完全解
決。他認為政府在政策推動上過於急進，導致質
素參差。而有院校帶起賣廣告風氣，也令社會對
業界印象變得商業化。另個別議員在未清楚副學
士來龍去脈前已肆意批評，無理質疑其學歷比學
位低及未獲專業認證，也有一定責任，「說明是

『副』學位，多需要2年銜接，當然不能以學位水平
看待！」

他也不認同自資院校辦副學位「賺錢論」，「我
們石門校園國際學院，曾有數年每年蝕4,000萬元，都有人問
我是不是要倒閉了。到近年賬面好像收支平衡了，但其實還
有沉重還款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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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勞雅文）香
港理工大學最近獲大鴻輝慈善基金
捐款1千萬元，支持「理大—梁顯
利流動結合保健中心」未來3年營運
開支。中心由一輛全新貨車改裝而
成，配備多項先進儀器，更會落區
為有需要長者提供免費身體檢查服
務。中心成立至今，已走訪本港多
個地區，為接近3,000名長者提供服
務，總使用人次超過2.7萬人。

「理大—梁顯利流動結合保健中
心」2007年成立，除了提供專業服
務外，亦是一個跨學科研究及教學
平台，一方面讓不同醫療社科專業
人員協作進行社區健康發展研究，
另一方面為理大醫療及社會科學院
學生提供實習機會，讓他們獲得臨
床經驗。

陳章明梁紹鴻等齊主禮

捐款儀式上月22日舉行，由安老
事務委員會主席陳章明、大鴻輝慈
善基金創辦人梁紹鴻、理大校長唐
偉章及護理學院主任彭美慈主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嶺南大
學中文系及傳訊及公共事務處，本月24日

（周六）舉行「2012年度駐校作家公開講
座」。校方邀請台灣作家劉克襄以「最近的
台灣鐵道旅行」為題分享，歡迎公眾人士
參加，費用全免。

活動本月24日下午3時至4時半，假座

油麻地眾坊街3號駿發花園影院大樓一樓
舉行。講者劉克襄是台灣台中縣人，本
名劉資愧，從事自然觀察、歷史旅行與
舊路探勘10餘年。他曾出版詩、散文、
長篇小說、繪本、攝影等作品。講座以
普通話進行，若有疑問可致電2616 8856
查詢。

演藝開放日派新課程資料

嶺大月底辦台作家講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香港演
藝學院昨日舉行開放日，灣仔本部及位於
薄扶林的伯大尼古蹟校園，均安排不同表
演節目，包括舞蹈、戲劇、音樂、粵劇、
電影放映、圖書館導賞團、舞台效果製作
及示範等等。

另校方昨日發放最新課程資料，包括3年
制及新4年制學位課程。而全日制學士學位
及碩士課程截止報名日期為3月16日（周

五）。演藝發言人表示，今年校方增加50個
至70個學額。而為配合學制改革需要，學
院2012年起停辦戲劇學院、電影電視學院
及舞台及製作藝術學院文憑課程；舞蹈與
音樂文憑課程則繼續舉辦。

校方又指新4年制課程將提供更多溝通技
巧及語言訓練，提升學生市場競爭力，讓
他們除了掌握藝術技巧外，更可勝任藝術
行政、管理等工作。

理大流動保健中心獲捐千萬

浸
會

加
推
2
年
制
學
位
銜
接
課
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學生聰明乖巧，一般會得到老師歡心，但對浸會大學

持續教育學院（SCE）院長黃志漢來說，對於不聰明甚至成績「次等」的學生，教起來更

覺歡喜。他解釋稱「因為我也不聰明」，其實這或與他曲折的求學路有關──小學考試

「墊底」，中一後輟學3年，於社會「搬搬抬抬」，超齡後才重回校園，一步一步咬緊牙關走

過去，最終成為擁博士學歷的大學院長。種種經歷讓他更明瞭學子心聲。他12年前率先於

香港引入自資副學士，為在傳統教育制度失意的年輕人，提供一個「醒覺」的機會。

■唐偉章（右）代表理大接受梁紹

鴻（左）捐款支票，感謝該基金對

理大的支持。 理大供圖

■3位得獎者均認同，失敗是一顆種子，將來要結出

成功之花，勉勵香港學生努力。左起：李慧心、盧安

迪及勞恩慈。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景熙 攝

■因為以往曲折的求學路，讓黃志漢更明白學子

心聲，銳意為學生開拓升學路。

香港文匯報記者歐陽文倩 攝

■今年「在職人士自我增值獎」，其中4位得獎者來自僱員再培

訓局。左起：周祥明、譚文、陳永棠及阮氏香。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景熙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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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尤德爵士紀念基金有
為在職人士設立「在職人士自我增值獎」，嘉許他們在
職進修的努力，今年其中4位得獎者均來自僱員再培訓
局。

越南女子苦讀中文見功
阮氏香10年前結婚，從越南隨丈夫來港，曾感到異

鄉生活難以適應。她不諳中文，難以就業，於是發奮
用越南拼音讀中文，「一有時間就讀，奶奶又會像教
小朋友般，教我每件物品的中文名稱。」她花了6
年，既報讀再培訓局課程，又到夜校上學，最終中文
獲承認有中五程度，現已成為一名合資格保健員，照
顧長者。

出走少女學製咖啡成才
周祥明也有自己與別不同的進修故事。她今年26

歲，10年前離家出走，一次在咖啡店打工令她愛上咖
啡，找到人生目標。她開始報讀咖啡調製員課程1個
月。完成課程後她用1個月備戰全港大賽，最後勇奪冠
軍。她未來希望成為專業咖啡師。

S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