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書局推出《香港散文典藏》系列，邀請多位著名本地散文名家，包括

陳之藩、羅孚等，精選他們多篇散文名作，輯錄成書。此系列更請來本地文化

界重量級人物、著名作家劉紹銘教授和陳萬雄博士作顧問，主編則為香港浸會

大學中文系黃子平教授，其選篇嚴謹準繩不在話下，導讀更是水準之作。

《周國平散文集》─ 平淡一生 最大幸福
我甚少

閱讀散文
集，小時

候覺得當中故事實在太短了，內容
又不完整；可是，看了這本書後，
才真正感受到散文集的魅力，每個
故事都是作者的精華，他把日常生
活的感受盡錄下來，雖然是很簡單
的點點滴滴，但看下去會產生共
鳴。當我打開書上第一篇散文時，
就被深深吸引進去，欲罷不得，心
中更出現一把聲音在狂呼好看！

作者的生活方式只有兩個字─
「平淡」，所以過的是百姓人家的平
常生活，最愛的只是在家看看書、
寫寫文，一天就這樣過去。我十分
欣賞這樣的生活方式，寧靜地做自
己喜歡的事，不會打擾到別人，也
不會違背自己的心意，簡單但不失
意義。

作者心中的平淡讓我想起一句
話：「我不想成為英雄，我只想成
為坐在路邊鼓掌的人。」這句話挺
有意思的，其實誰不渴望被讚美，

誰不喜歡掌聲，大家都愛這些，誰
想要當路人甲、乙、丁，誰不想轟
轟烈烈地做一件大事，流芳百世。
但究竟這些是否自己真正喜歡的
呢？有人可能會在追逐掌聲中迷失
自己，找不到原本的堅持，變得沒
有原則，眼中只看見利益，耳中只
聽到別人的讚嘆聲，為追求更多榮
耀，不惜走上一條不歸路，這些人
多的是，我不想變成這樣，所以只
能做茫茫人海中一個普通的
路人甲。其實，怎樣過日子才

是真真正正對得起自己的人生
呢？有人盲目追逐名利，有
人樂於糊糊塗塗地過一生；
我認為，平淡地過一生莫過
於最大的幸福，沒有大悲大
喜、痛徹心扉，做自己愛做的
事情，不計較別人的看法，忠
於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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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稿啟事本報教育版最近新增投稿專欄，廣邀全港中學

生撰寫書評，藉此推動學界閱讀風氣。投稿作品

每篇介乎500字至800字，須為原創，不得一稿

兩投。作品一經刊登，可獲由中華書局贈送50元

書券乙張，以及《香港散文典藏系列》(平裝)一

本，價值88元。投稿者請把書評電郵至wwp.edu@gmail.com。

電郵標題請註明「書評專欄投稿」，並列明學生

姓名、就讀年級、所屬學校、住址、聯絡電話和

電郵，以便編輯跟進。

中華書局總編輯李占領點評：文中流露了
一種豁達知足的思想，淡泊名利、忠於自
己，頗有陶淵明以田園生活為樂的心境。在
崇尚物質的社會，追求樸實無華的生活實不
容易。但誠如同學所言，生命的豐盛不在於
財富。不以擁有多少為幸福的人，才懂得幸
福的真義。

學生：鍾詩慧
學校：梁式芝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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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大新生引導課 學長任「引路人」

「白屋」地供非牟利校競逐 古諮委倡先修葺再「交貨」
變身「古蹟院校」
色戒「秘密居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立法會融合教
育小組委員會昨日舉行會議，就平機會於去年
11月公布「融合教育制度下殘疾學生的平等學
習機會研究」結果進行討論。會上有議員表
示，教師照顧一班有不同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SEN）外，尚要顧及學習差異，非一人之力可
做到。他期望教育局在未有改善融合教育的方
案前，可先增撥資源聘請額外人手，以推行小
組教學。平機會表示，目前接受融合教育的教
師培訓比例偏低，希望加強師訓。教育局副局
長楊潤雄表示，聽取意見後，將再由小組委員
會進行討論。

學習差異大 一人難兼顧

本身正任教於本港一所Band 3中學的立法會
議員梁耀忠表示，他曾指導SEN學生。他指
SEN學生各有不同的情緒和行為問題，加上學
習能力差異大，教師根本難以兼顧。他分享親
身經歷指，曾在中二級代課，一名患活躍症的
學生突然推開桌子，撞跌坐在他前面的學生，
同時坐在一角的學生又亂跑出來，場面混亂。
故梁認為，即使曾接受相關訓練的教師，也難
以一人應對一班SEN學生。

梁耀忠又認為，目前支援不足，資源只能夠
聘請一個照顧全級的教學助理處理行政工作，
而非針對「一班」學生走入課室協助教學。他
期望教育局在暫時未有具體處理融合教育問題
的方案前，應增撥資源讓學校聘請額外人手，
協助教師在班房推行小組教學。他又讚揚局方
就改善前線教師面對SEN學生問題時態度開放。

受訓率偏低 盼加強培訓

平機會去年的報告顯示，目前每間中小學只有約10%
教師曾接受融合教育訓練，較教育局最新數據指該百分
比已提升至20%的數字有出入。平機會政策及研究主管
朱崇文表示，報告是綜合過往兩年數據所得，或已落
伍，故教育局指數據有「時差」可以理解；但認為接受
師訓人數是否足夠應付SEN學生的需要，仍是疑問，期
望教育局加強培訓。他又認為，融合教育小組委員會作
為交流的平台，可讓多方持份者參與其中，表達意見。

教局：意見交小組委會

教育局副局長楊潤雄表示，目前融合教育理念是因材
施教，不會預先把8種有不同需要的SEN學生分類。他
相信在觀察學校的實際例子中，會了解到前線教師面對
教學的困難，稍後再把意見帶到小組委員會討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全國人大
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主任委員兼香港
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榮譽教授汪光燾，
與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胡康
生，近日應中國城市住宅研究中心主任
鄒經宇邀請，帶領全國人大代表團訪問
中大，並分別主持兩場公開講座，與150
餘名中大師生及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分
享心得。

講法治城市 比較生態城
胡康生以「法治與城市發展」為題，從

法治城市是人類文明進步的標識談起，
介紹當前國家總體及東、中、西部地區
城鎮化差異，並探討出現差異的原因和
解決方法。他又詳細解說國家城鄉規劃
法的總體、制定、實施、監督檢查和法
律責任。

汪光燾以「推進生態城（鎮）建設」為
題主講。他比較不同著名生態城建設案
例，帶出當前生態城建設的新舊問題，
並從當前內地城鎮工業化、城鎮化、能
源短缺、法律、防災減災等方面，提出
對當代生態城鎮建設的若干思考。

議
員
倡
增
聘
人
手

小
組
教
學
惠
SEN
生

文
憑
試
准
考
證
將
派
發

汪光燾胡康生
中大談城市發展

保祿六世書院生探長者送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本港自資專上教育近年急劇發展，校舍用地需求急升。教

育局昨日推出兩幅用地，供非牟利院校申請，包括沙田馬鞍山一所空置小學校舍，以及位

於薄扶林的前香港域多利道扣押中心。由於後者為三級歷史建築物，故成功申請的辦學團

體，發展時須跟從古物古蹟辦事處發出的保護指引要求進行保育。部分院校已表態對發展

「古蹟院校」大感興趣，亦有古物諮詢委員會委員建議政府嚴格限制學校加建及改建，同時

把中心修葺好後才交予辦學團體，減輕校方負擔。

教育局昨日宣布，在批地計劃下推出新一輪用
地，供非牟利院校競逐，包括李穎璋學校的空

置校舍，約5,500平方米，學校自2009年停止運作。
另一幅用地是前香港域多利道扣押中心，又稱「白
屋」，佔地約6,700平方米。「白屋」早於1950年代初
建成，用作英軍皇家工程兵會所。

歷史味深遠 電影喜取景

中心範圍內現有建築物經過翻新，自1950年代末
期起，為警務處政治部使用，一度成為殖民地政府
羈留政治犯的地方。到了1995年政治部解散，扣押
中心才交予警方管理，其後丟空至今。上址是不少
國際著名電影的取景熱點，既是王家衛《2046》「東
方酒店」，又是李安《色戒》易先生的秘密居所。它
於2010年1月獲古諮會評為三級歷史建築物，甚具特
色。

能仁書院：很有興趣

明德學院及港大附屬學院發言人表示，歡迎政府
推地支持自資專上教育發展，將會進行研究再決定
是否申請。至於矢志發展成為全港首間佛教綜合私
立大學的能仁書院，校長黃景波接受香港文匯報查

詢時表示，學校有意擴充校舍，故會盡快與管理層
開會探討申請事宜。他坦言，對域多利道扣押中心

「很有興趣」，「我們有設計科，師生在一座歷史文
物裡上課，相信更能配合教學。」

談保育費用 會盡力募捐

香港文匯報翻查記錄，得悉薩凡納藝術設計大學
2009年獲批前北九龍裁判法院活化權，作為學院校
舍。由於裁判法院屬二級歷史建築物，校方須斥資
2.5億元修葺及活化。有見相類情況，當黃景波被問
及「會否擔心修葺成本高，或要把成本轉嫁到學
生」，他說辦學團體會盡力向各界募捐，盡量不加重
學生負擔。

古諮會委員陳捷貴認同教育局做法，他指扣押中
心已丟空10多年，「而家有幾殘都唔知」，近年自資
專上教育課程需求很大，學生需要更多空間，今次
做法既協助本地專上教育發展，又讓公眾有機會接
觸文物，可謂用得其所。不過，由於扣押中心屬三
級歷史建築物，他建議政府要嚴格規定其加建或改
建標準，又希望政府在「一次過整好」後才交予辦
學團體，減輕學校每年維修費負擔。

教育局發言人表示，兩幅用地供非牟利院校申

請，用作開辦全日制經本地評審自資專上課程，扣
押中心會以私人協約批地方式以象徵式地價批出。

李穎璋校舍 象徵式租金

李穎璋學校校舍則會以象徵式租金出租。院校可
同時透過開辦課程貸款計劃申請貸款翻新有關地
方，截止日期為今年5月3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龐嘉儀）為協助334新學制下的學
生適應校園生活，香港城市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首次引入

「大學新生引導課程」，透過這門佔3學分的必修科，加上教
師及學長輔導計劃，以及定期舉行的午餐聚會，讓學生打
好基本功，明白選科路向，並盡快融入校院生活。學院副
院長黃成榮認為，文憑試學生主動性和服從性較預期強，
期望透過課程進一步加強他們的自學和自理能力。

涵蓋範疇廣 促全人發展

城大首創「大學新生引導課程」，是該校人文社會科學
院400多名一年級新生的上學期必修科，學生分為2大組，
每星期上課3小時。黃成榮表示，課程內容涵蓋科技應
用、學術尊重的概念介紹，亦會讓學生改善匯報技巧。課
程又 重學生解難能力、探究意識、團體精神等多方面培
訓，促進全人發展。

設師友輔導 全方位支援

除了上課形式外，課程又設有師友輔導計劃，來自6個
不同學系逾160教職人員會擔任學生導師，平均每名教師帶
領不多於3名學生，為學生選科等學業問題提供意見。同
時學系學長會每人負責輔導不多於10名學生，為他們提供
全方位支援。

參與計劃的英文系三年級學長黃樂恆表示，最難忘指導
內地新生英語論文的寫作技巧，並協助他們融入英語教學
文化，對於能擔任新生的「引路人」深感榮幸。

曾修讀課程、來自北京的楊子慧表示，初到港時，她尚
且滿口京腔，甚至用普通話與同學交流都有困難，但受惠
於師友輔導計劃，文化隔膜感迅速打破，並更快適應了英
語教學環境。而課程交流活動讓她有機會暢遊台灣等地，
認識不同文化。曾參與課程安排的新加坡交流團、並擔任
小組組長的本地文憑試生趙昱表示，過程中讓他培養了團
隊精神，並減少對他人的依賴，懂得自立。

黃成榮坦言，文憑試學生雖然少讀一年中學，但成熟
度、服從性和主動性都較預期強，期望課程進一步加強學

生時間管理、自學等方面的能力，讓學生精益求精，並透
過不同課題內容的涉獵，讓他們了解自己的志向，為未來
3年選科作好準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

考評局昨日在官方網站公布，
已為8萬多名文憑試考生印製
2013年准考證，學校將派發予
考生；考評局亦會向自修生郵
遞准考證。當局提醒考生，要
仔細核准考證上的考生資料，
如發現資料有誤，或自修生本
月25日前還未收到准考證，需
盡快聯絡公開考試資訊中心。

考評局又提醒考生，應考前
要仔細閱讀准考證上的考試規
則及事項；切勿把准考證「過
膠」，否則會影響監考員使用

電腦條碼掃瞄器核實考生身
份。而塗污准考證會被扣分，
甚至可能被取消全部考試成
績。考生應試時須攜帶准考證
及身份證明文件正本，供監考
員查核。

考程日曆卡 一併發考生

另考評局製作了「2013香港
中學文憑考試日程」日曆卡，
上面載有各科考試時間表、考
試醒目提示及重要聯絡資料，
學校將把日曆卡隨同准考證派
發給考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保祿六世書院早
前舉辦「家校同心齊送暖」義工活動，安排學生
到石籬 探望長者，送上關愛。參加活動的中二
級學生郭靖兒，探訪對象是4位約80多歲的獨居婆
婆。她表示，其中一個婆婆因腳痛而放棄每日到
泳池游泳的習慣。另有一個婆婆雖有幾個子女，
但因為工作關係，甚少探望婆婆。探訪後，她體
會到長者渴望被關懷的孤獨心情，反思親情的重
要性。

另一名中二級學生何瑜表示，活動令她學會與
長者相處和溝通的技巧。她又認為，「家有一
老，如有一寶」，應該珍惜與他們相處的日子。

經過活動，學生希望大眾愛惜長輩，免得將來
後悔。事後二人把探望經歷寫成文章，提醒大眾
關心社會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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