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甚麼是縴夫？縴夫就是指那些

運用自己的身體能量，全力把載

重的船逆流而上拉到目的地的人。究竟今天的老師是不是縴夫呢？

是。除了我剛才所說，他們把事物、知識、人情作交流外，他們還每天逆流而上。──小思，原

名盧瑋鑾，1939年生，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教授，原籍廣東番禺，出生香港。

那是一個沒有悲傷的城市，
那裡充滿愛與和平。那是一個
祥弟心中最神聖的地方，也是
他在夢中才能看到的情景。或

許只有祥弟造夢時，才能把生活中的各種負擔拋開，露
出久違的笑容。這是給孩子的權利吧。至少他們可幻想
着：從現實中逃脫出來，當他們饑腸轆轆，問阿姨有沒
有東西吃時，他們可不用聽到「沒有」的殘忍字眼。
那個完美的城市，被祥弟稱為「卡洪莎」，也就是沒
有悲傷的城市。那裡既熱鬧又溫暖，沒有戰爭，沒有醜
陋。終有一天，祥弟可到那個心中的巨大的孟買城，但
那裡不是其預料那般。他在廢墟中餓倒，在幻覺中看見
「卡洪莎」。他醒來後，認識了一對兄妹。身為大哥的
桑迪因小兒麻痺症而失去一條腿，但他說，終有一天能
飛翔在那座城市的上空，飛過那些平時只能跛行着走過
的小路。

我感受到他們堅定的信念，他們敢想，勇敢生活。或
許是在窘迫的環境下，才能造就這種孩子「早當家」。
雖然他們的年紀很小，個子很矮，骨瘦嶙峋，但我覺得
他們比誰都要強壯，因為他們擁有夢想。或者他們的夢
想太理想化，不能實現，但正因這太理想化的夢想，才
能支撐起他們瘦小的身體，支撐起他們強壯的信念。在
夢中，他們的夢想會實現的。
看完這本書，你會感激你的生活，因為慶幸自己並不

是居住在作者艾拉尼筆下所描寫的恐怖醜陋的地方。當
你還是小孩子時，並不用被捉去當兵打仗，並不用被黑
道老大控制。但這些都是祥弟和居住在那裡的人都要承
受的痛苦，他們每天都害怕着自己會被捉走，他們的願
望很簡單，就是能有吃足睡飽的一天。
也許你想，他們真的很不幸、很可憐；但實際上，當
他們沒有真正夢想支持時，那才
是真正的不幸。因為他們的夢想

只是為逃避生活的不幸遭遇，除去這個夢想，他們一無
所有。
艾拉尼向讀者描述孟買街上的孩子的夢想─當他們賺

夠錢後，填飽肚子，然後再把剩下的錢交給那裡的黑道
老大阿南德。然而，這並不是我想看見的，雖說有理想
就有希望。但我不認為，當他
們日復日、年復年地繳錢給
阿南德，就可達到他們真正
的「卡洪莎」。這只能讓他
們不用被派遣到其他地方做
一些更危險的工作罷了。
其實，夢想究竟是甚
麼？艾拉尼在結局給了讀
者一個註解：毫無理由地
相信它，那才是夢想。
夢想離我們不遠，就在
我們心中。

中華書局總編輯李占領點評：為何夢想對人重要？因為人在基本的物質
生活需要以外，還有無限的精神與思想世界。自古就有不少哲學家反思生
命的本相，寫下了深蘊智慧的作品。多讀這類書籍，必可擴闊思維的深
度，使人生更充實。

學生：馮靜雯
學校：香島中學（正校）《沒有悲傷的城市》是夢想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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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精選書籍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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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徵稿啟事

《縴夫的腳步》

學友社倡三地互認學歷 盼政府整合報名途徑

港生赴兩岸升學
喜價廉憂認受性

48%南亞童遭歧視 遠超華裔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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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沙田崇真中學日前假馬鞍
山運動場舉行第二十八屆陸運會，運動員竭盡全力，共15
個項目打破大會紀錄。該校體育科主任陳曉瑩透露，2011
年遷校至今，同學要走的路多了，每天上學，先要走132
級樓梯到4層樓高平台，再走300米長廊，加上午膳往返，
不知不覺運動量增加了。果然日子有功，這種「鍛煉」為
體魄打好基礎。
陸運會其中一個重點項目，是中六畢業班集體參與1,500
米長跑，展示同學並肩面對公開試的情誼。班主任老師陪
同跑畢全程，為學生打氣，場面溫馨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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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崇真陸運會 15項目破紀錄

理大五工作坊教減壓

▲理大職員及
參加者進行減
壓遊戲。

理大供圖

▶參加者繪
畫「減壓雞
蛋」。

理大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近年少數族裔學童融
合問題備受關注，調查顯示，48%受訪南亞裔學童遇
種族歧視，遠較華裔兒童約9%多。至於有關家庭經
濟壓力和一般家庭壓力兩方面，南亞裔兒童同樣較華
裔兒童經歷更多負面經驗，直接影響健康成長。調查
機構建議政府增加對少數族裔的支援，提升他們的抗
逆能力。
據統計處數字顯示，本港少數族裔人口持續上升，

由2001年34.5萬人，升至2011年45萬人，增幅達
31%，當中南亞裔人口佔少數族裔超過七成。為了解
南亞裔學童需要，浸信會愛群社會服務處於去年12月
至今年1月訪問468對家長及子女，其中367對屬於華
裔家庭；101對屬於南亞裔家庭。受訪學童來自全港6
間學校，就讀小四至小六。

逾80%遇家庭壓力
調查發現，48%受訪南亞裔學童曾遇種族歧視，遠

較華裔兒童的約9%多。至於有關家庭經濟壓力和一
般家庭壓力兩方面，南亞裔兒童同樣較華裔兒童經歷
更多負面經驗，例如超過80%南亞裔兒童曾經歷家庭
壓力事件，明顯較華裔兒童64%多。「生活壓力事
件」涉及不同方面，例如約7%南亞裔兒童曾有家人
犯法或入獄。調查機構認為，這對兒童成長造成難以
估計的影響，情況堪憂。

家庭支援多過華童
社區支援方面，43%南亞裔兒童獲得的支援較華裔

兒童少4.4個百分點；但家庭支援方面則相反，66%
南亞裔兒童取得的相關支援較華裔兒童多21個百分
點。學校支援方面，南亞裔兒童與華裔兒童並沒有明
顯差異。
浸信會愛群社會服務處指出，南亞裔兒童可能因為

民族性文化特質，傾向在家庭內部尋求援助，反映較
強的凝聚力。但這同時是「封閉」的警號，可推論他

們普遍對社區資源的掌握、以至人際資本，相較本地
家庭弱。
該會建議政府推行「南亞裔兒童發展基金優化計

劃」，為南亞裔兒童配以一對一師友，協助他們融入
社區，好讓他們無論在語言、學習生涯規劃等方面，
獲得較全面和適切的支援。

去年8月31日，我
初次離家，獨自前往
一個陌生地方。當天
狂風暴雨，正如前路
一樣迷濛。
我不曾到台灣，旅

遊也沒有試過。為甚麼選擇台灣升學？
其實我也不知道，大概想在考文憑試前
預先打強心針吧？反正學費不貴，於是
報名看看。
文憑試放榜，與預期成績差不多，但

語文、通識不太理想，只有4。幸好科

學類都有5*或以上；日文有A，最後獲
理工大學Mental Health Nursing取錄。
護士出路不是不好，但就是無法一遂當
醫生的志願，所以決定選擇台灣長庚大
學醫學系。

努力練英文 盼返港執業
很多人都說，到台灣唸醫學系不能回

港執業，並不划算，倒不如去讀最熱門
的獸醫系，畢業後到香港獸醫診所工
作。我也考慮過這問題，但最後還是按
興趣選系，或許日後留在台灣執業，也

不失為好出路吧？又或試着在當地努力
練習英文，看看有沒有機會返港執業。
我對台灣人的印象就是都很友善，尤

其是對外地朋友，他們都很樂意跟你聊
天，也積極解答生活問題。我很快認識
了很多新朋友，也從他們身上了解到更
多台灣事物。

當地重環保 垃圾分類細
談到文化差異，我想最大分別就是台

灣人都非常注重環保。很多人吃飯自備
餐具，食肆也不常看到即棄餐具。另
外，當地垃圾桶數量真的很少，但卻不
常見地上有垃圾。垃圾桶基本上都是分
類回收箱，分類比香港三色筒仔細得

多，例如廚餘收集等。起初我不會分
類，一直問朋友怎樣丟垃圾才對，很逗
趣吧？
學業方面，我想主要困難是台灣都用

中文授課，但我在香港讀中學時卻一直
以英文上課，對於化學、生物等中文名
詞真的摸不着頭腦。即使說英文，發音
也跟香港人不一樣，但聽着聽着，也開
始習慣了。此外，學校功課蠻多，每星
期最少交4份報告。如果那星期課外活
動較多，星期六日只好留在宿舍寫作
業。
■吳穎欣 香港學生、去年入讀台灣

長庚大學醫學系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港生棄護理系 赴台讀醫追夢

■調查發現，南亞裔兒童較華裔兒童經歷更多負面經
驗，影響健康成長。 大會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被校內學生暱
稱為「校長爸爸」的鮮魚行學校校長梁紀昌，早
前在學校網站撰文，分享學校生活點滴。他指有
小三學生因不忿輸棋，大發脾氣與同學吵架，經
他用激將法引導，該「野蠻」學生最終學會控制
脾氣，並立志要做個有本事的學生。
梁紀昌在文中提到，有小三學生不忿輸棋，在

課室大吵大鬧，情緒失控，直指同學「奸茅」取
勝。梁紀昌遂以激將法，向該名發脾氣學生提出
挑戰邀請，邀學生下棋。對方取勝後，梁紀昌故
意埋怨學生「奸茅」，但學生強調靠技術取勝。
梁紀昌趁機向學生解釋道：「輸了遊戲，受刺

激或嫉妒他人而發脾氣，是人之常情，這是『本
能』。但隨着學習及智慧增長，學會控制脾氣，
便是你的『本事』。」
經過「校長爸爸」循循善誘，學生恍然大悟，

放學後不停與同學下棋，未有再因輸棋發脾氣，
梁紀昌大感欣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香港理工大學護理學
院結合保健診所舉辦一系列「正念念身心」壓力處理工
作坊，於上周三（19日）展開。5個工作坊介紹如何在
日常生活中處理壓力，達至工作和身心平衡。首個工作
坊將有逾70名市民及理大員工參與。

本周三教飲食作息方法
至於本周三（26日）舉辦的「壓力大反轉—正確的
飲食及作息」，將由註冊營養師及理大護理學院註冊中
醫主講，介紹如何掌握正確飲食及作息方法，以釋放壓
力。至於3月1日、5日，則分別教授及示範正念冥想，
以及紓緩身心的瑜伽練習。3月12日講解催眠練習與紓
緩壓力技巧。理大護理學院院長莫禮士表示，透過專業
導師講解分享、示範和活動，參加者可掌握消減壓力技
巧，讓工作和生活得以平衡。

內地部分普通高等學校免試招收香
港學生計劃，將於明日開始接受

網上報名，台灣院校亦開始接受申
請。為了解應屆文憑試考生前往內地
及台灣升學意向及認知，學友社上月
透過問卷調查，訪問來自29間中學逾
3,600名應屆文憑試考生。
結果發現，約18%受訪學生考慮往
內地升學，願意赴台升學者則佔
25%。當中，近兩成受訪學生主要看
中兩地收生要求較低、學費較便宜。
至於不願考慮上述升學地點的學生
中，分別約一成半及二成半人擔心，
內地及台灣專上學歷升學及就業認受
性不足；近兩成人憂慮內地生活環境
比不上香港。

逾六成學生不諳選科策略

若考慮離港升學，事前部署及準備
尤其重要，但調查發現，近半學生不
了解內地及台灣大學質素及收生要
求。逾六成學生不清楚升學選科策
略，反映學生未充分理解升學資訊。

文憑試失手 可到僑生先修部
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副總幹事吳寶

城表示，對於未能在港升讀大學的學
生而言，內地與台灣院校亦是另一升
學途徑。台灣升學門檻較香港低，文
憑試成績即使未符合大學最低入學要
求，亦可到台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
部」修讀一年，畢業後可按畢業成績
及所填志願、校系名額分發至各大
學。
課程認受性方面，他解釋指，台大

獸醫系畢業生回港後，可獲認可獸醫

執照，故吸引不少港生報讀。但其他
內地及台灣課程，則因未列明在港認
受性及相關資歷，令部分學生卻步。
他期望本港院校或專業團體與兩地院
校簽訂學歷及專業互認協議，逐步釋
除學生認受性方面的疑慮。
他又建議，香港政府及兩地部門可

進一步研究整合各種報名途徑，建立

類似iPASS（經評審專上課程資料網）
的內地及台灣院校課程資訊平台，讓
學生掌握不同學校招生詳情。
有意到台灣院校修讀人力資源管理

專業的中六生彭貴景表示，曾於網上
搜尋資料，但發現大部分院校資料不
全面，難以比較不同學科，故期望教
育局提供較全面的資料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近年港生到內地及台灣升學人數

均有上升趨勢，學友社大型調查顯示，分別有18%及25%受訪應

屆文憑試考生考慮到內地及台灣升學，主要看中收生要求較低、

學費便宜；但有不少學生因憂慮學歷認受性卻步。學友社建議，

兩地院校未來與本港大專學界或專業團體簽訂學歷及專業互認協

議，以釋除學生疑慮。另政府及兩地部門可研究整合各種報名途

徑，為報讀者打開方便之門。

■吳寶城（右一）建議政府及兩地部門合作建立內地及台灣院校課程資訊平
台。 鄭伊莎攝

■陸運會
上，啦啦
隊忘我演
出。
校方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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