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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匯教育

透視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颱風「天兔」
襲港，「玩殘」不少家長。小一自行分配學位
的交表程序原於昨日展開，因惡劣天氣延至今
日。雖然學額並非先到先得，但部分家長為怕
「蝕底」兼為表「誠意」
，昨堅持到校交表，有
跨境童家長甚至趕在早上7時、8號風球高懸的
危險情況下抵校，不過部分學校婉拒收表，家
長白行一趟。亦有學校考慮到有家長專程告假
交表，在教育局同意下收取表格。

教 全日制學校昨日停課。由於天氣惡劣，家長向學校

育局於昨早5時10分發出通告，宣布所有上午校及

遞交小一入學「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程序亦將順延，
即由今日起至本月30日截止。教育局發言人表示，就當
局所知，昨早當所有風球信號除下時，部分學校的總務
部繼續辦公，在這特別的情況下，為方便個別家長，故
接受他們遞交表格。

■責任編輯：袁偉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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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一收表延一日
心急家長變「偷步」
博「誠意分」冒颱風遞交 教局酌情批准

明知停課仍朝七到校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及東華三院馬錦燦紀念小學昨日未
有接受家長遞表，前者至少10多名家長失望而回。上水
惠州公立學校校長陳紹鴻表示，早於7時已經有一名跨境
學童的家長明知學校停課，仍堅持到校交表；他強調，
遞交申請表的先後，與取錄機會完全無關，成功入學與
否主要視乎計分制度，故家長應該心中有數，預料學位
競爭激烈度與去年相若。
本身居於羅湖的雙非家長潘氏夫婦則以為風球取消，學
校如常開放就會收表，結果一樣撲空。坦言本身不清楚
「跨境專網」將在統一派位階段實施的潘先生表示，希望
兒子在香港讀書，不會考慮內地港人子弟學校，寧願安排
兒子長途跋涉返學，或者在入讀的學校附近租屋。

雙非母女擬今再交表
另一名冒失的雙非家長陳太指，根本不清楚颱風及學

■陳紹鴻表示，成功入學與否跟交表先後全無
關係。
香港文匯報記者馮晉研 攝

■蘇小姐（右）昨到北區一所學校打算交表時表示，實施專網後，相
信入讀北區學校的機會增加，感到安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馮晉研 攝

校停課的消息，昨午帶同女兒到學校視察環境兼遞表。
她指，女兒在深圳就讀幼稚園，但因無法入讀內地的公
立學校，被迫來港升學。為爭取入讀機會，她打算今天6
時再次到學校取籌並遞交表格，並絲毫不覺麻煩。
昨趕到上水東華三院馬錦燦紀念小學交表的本地家長
陳先生表示，中午到該校交表被拒，他指趕交表是希望

表達誠意，增加入學機會。
至於另一所北區學校、鳳溪第一小學昨日亦有20多名
家長到校遞表，校長廖子良表示，為免拒人於千里之
外，雖然自行收生仍未正式開始，仍然接受申請。油
地天主教小學（海泓道）也有10多名家長到校交表，校
長何綺霞解釋，有家長特地告假到學校交表，向當局確

胡應湘白先勇獲教院理大頒榮譽博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教育學院及香港理
工大學昨分別公布校方頒授榮譽博士的名單，其中曾出
任理大及香港城市大學校董會主席的合和實業有限公司
董事局主席胡應湘，獲教院頒授榮譽社會科學博士；至
於著名作家白先勇，亦獲頒理大榮譽文學博士。兩校共
向9名傑出人士頒授有關名銜，以表揚他們對社會的貢
獻。

兩校表揚9名傑出人士
教院將於第十九屆學位頒授典禮上，頒授榮譽博士學
位予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安大略教育學院榮譽退休院長邁
克富蘭、跨國人道主義組織創辦人姬絲汀娜盧保、史丹

福大學教育研究院及卡內基教學促進基金會的榮休教授
滿書理、合和實業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及創辦人胡應
湘，4位人士來自不同界別，在提升教育質素、推動社
福發展及實踐人道主義精神等方面均作出了貢獻。學位
頒授典禮將於今年11月15日在教院大埔校園舉行，校董
會主席彭耀佳將主持頒授儀式。
至於理大則會於10月27日舉行的第十九屆畢業典禮
上，頒授榮譽博士學位予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物理及電機
工程榮休教授Mildred S. Dresselhaus、大鴻輝集團創辦人
兼主席梁紹鴻、當代著名作家及振興崑曲的重要推手白
先勇、利承昌集團有限公司主席潘燊昌，及土耳其
Sabanci控股公司主席兼總經理Güler Sabanci。

■陳太及女兒昨日交表不成功，打算今早6時再到學
校取籌。
香港文匯報記者馮晉研 攝
認可收表後，遂接受家長遞表。

適齡童增料競爭更烈
至於浸信會呂明才小學，昨日未有家長到校。校長黃
潔蓮指，今年適齡升小一生增加5,200人，估計每間學校
的申請數字均會按比例增加，相信學位競爭更激烈。

「白衣天使」非只筍工 更屬使命

■胡應湘獲教院頒授
榮譽社會科學博士。

9月又是一個新學
年的開始，不知各位
醫護緣
同學暑假過得怎樣？
是忙於做暑期作業及
補課，或是到了外國
旅遊增廣見聞？對一
班護理系同學來說，暑假不見了，卻換來
難忘的實習經驗。
筆者早前獲邀出席了校內迎新營作分
享，新生們對護士工作大感興趣，爭相發
問諸如「護士工作是否很辛苦，每天要工
作12小時？」、「護士是否經常要接觸死
屍？」、「護士是否要替病人清理大小二
便？」等問題。
正當筆者打算逐一解答同學們的問題
時，身旁一名剛完成實習即將畢業到醫院
工作的蔡同學就分享了自己的體會：「照
顧病人就是護士唯一的工作。病人住醫院
其實很辛苦，他們感到孤單、煩躁也是正
常，有部分病人甚至會對護士破口大罵。
雖然我不同意他們的行為，但我學會理
解。」

做多一點讓病人好過一點
■白先勇獲頒理大榮
譽文學博士。

好

蔡同學與師弟妹娓娓道來他的實習經
驗：在實習時曾照顧一名傷及脊柱神經而
導致大小二便失禁的伯伯，他最嚴重時一
天會肚瀉四五次，令其肛門變得紅腫。而

根據病房指引，護士一般每天只會為病人
洗兩次傷口，眼見伯伯因傷口發炎而痛得
在病床上飲泣，實在於心不忍，所以只要
一有空他就會替伯伯洗傷口，「若我做多
一點能令病人好過點，再辛苦也是值
得」
。
「但護士始終不是醫生，又是否真的能
照顧病人？」有一位師弟追問。蔡同學簡
單一句回應，「幫得多少就幫多少」
。
「我中七的時候，母親患有癌症，為了
照顧她，我5年來不間斷出入醫院，盡我
所能照顧她。雖然母親最終亦不敵病魔離
世，卻令我有所領悟，既然我曾經可以用
我這雙手照顧母親，將來也可照顧其他病
人」，蔡同學又道。其實據筆者所知，也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令原已擁有商科學士
學位的他放棄從商之路，加入「白衣天使」
行業。

向病人盡責 向自己盡責
聽罷，一眾新生們好像有所領悟，沒有
再發問。筆者一直覺得，同學在經歷實習
後都會成熟了長大了，明白護士不只是一
份人工高、福利好的工作，更是一份向病
人、向自己盡責的使命。
■東華學院護理及健康科學學系一級講師
甘婉菁
（標題與小題為編輯所加）

《剩食》不能剩 人人有能力
說
這本書關於通 實例子讓人反思，其實造成廚餘嚴
不 識科單元六「能 重的原因不單因為食客眼闊肚窄，
完 源 科 技 與 環 境 」 而是整個商業運作的問題。超級市

的固體廢物處理方法和環境措施等
議題，還就本地食物浪費問題，深
入分析成因和解決方法。
此書分為三大章節。第一章分析
廚餘來源。其中作者以很多驚天動
地的數字，讓讀者知道香港廚餘問
題的嚴重性。如在每天丟掉的垃圾
中，有四分一是廚餘；但在地球另
一邊就有370萬人處於饑荒狀態，面
臨生存危機。這不禁讓人反思食物
分配為何如此不均，提醒讀者不要
再浪費食物。
第一章也告訴我們，原來風光背
後，都存在很多不必要的浪費，如
許多酒店的自助餐因吸引食客而製
造大量美食，但其實到最後都有一
半被倒掉；還有超級市場為給顧客
琳琅滿目的印象，採購大量貨物，
最後賣不掉
的壽司、鮮
奶都要丟掉
⋯⋯這些真

學生：梁思敏
學校：匯知中學

最後，第三章介紹一些在家中也
能實行減少浪費、善用食物的方
法，如利用即將變壞的水果製作天
然洗潔精及洗頭水。各種例子帶出
「我們每一個，都有能力」的訊息，
讓大家正視香港廚餘問題，一起坐
言起行。
《剩食》不但詳盡地分析廚餘的
來源和解決方法，同時也開拓讀者
的思考方向，知道廚餘帶來的各種
問題關乎你我。因此，《剩食》不
能剩，我們要珍惜食物、善用食
物，因為「我們每一個，都有能
力」
。

場、酒店為吸引更多顧客，不惜生
產過剩，這種心態不符合企業的社
會責任。而且本港3個堆填區將於
2015年陸續爆滿，政府對立法監管
廚餘問題是勢在必行的。
第二章就研究香港鄰近國家或地
區，如台灣和韓國如何有效處理廚
餘，而且也提出不少可行方法。這
些都擴闊讀者的視野。如書中提及
的一個社會機構「食德好機構」
，設
立一個食物回收隊，定
期在區內街市回收賣剩
的食物如水果、蔬菜
等，以及一些高級酒店
的自助餐剩餘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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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書局總編輯李占領點評：作
者剖析了一些社會問題，並提出可
行的解決方法。同學在了解廚餘問題之餘，
也可以學習作者探討議題的思考模式。
中華書局及嶺南大學人文學科
研究中心合作之「一九五○年代
的香港文學與文化」叢書出版計
劃，共有6本評論集及創作集，當中重印上世紀50年代文學作品部
分是嶺南大學人文學科研究中心從搜集多年的珍稀材料中發掘，彌
足珍貴。中華書局希望叢書雅俗共賞，為學術研究者帶來啟悟，為大
眾同好燃起上世紀50年代香港文學和文化的興趣。

徵稿啟事

mail.com
評專欄
姓名、
。
投稿」
就讀
，並列
明學生
電話和電 年級、所屬學
校、住
郵，以便
址、聯
編輯跟進
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