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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報興趣班谷子女
「怪獸家長」弄巧反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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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是縴夫？縴夫就是指那些

運用自己的身體能力，全力把載

重的船逆流而上拉到目的地的人，他們就稱為縴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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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第三次讀
《承教小記》，頭
兩次都是在讀完哲
學書後讀，讀起散
文來特別有感覺，覺

得「哇！小思好厲害！短短幾百字就把京都、
江南、泰山、綠葉、苔等萬物描繪得如詩如
畫，文筆太令我折服了！」讀完《承教小記》
後，我又一口氣讀完《翠拂行人首》散文集。
雖然兩書收錄的散文有些相同，但也不減我對
小思散文的熱愛。

讀散文，有個「麻煩」之處，就是不能如小
說般跳讀。讀小說，我可以一天看完25萬字的

大書，只要你看開頭，看結尾，就可猜出中間
過程如何。當然，這種讀法並不是對所有小說
有效，像魯迅、村上春樹、莫言等的小說就失
效。若不去仔細斟酌文字包含的意義，恐怕不
能了解事件來龍去脈。

有人評價小思的散文：「或說其文詞清醇雅
正，針線緜密，剪裁有度；或說其淡素自然，
卻觀之不厭；或說其情理交融，而精苗明
澈……」此言一語中矢，說中我心聲。在我最
愛的〈不追記那早晨，推窗初見雪……〉、
〈苔〉、〈櫻與劍〉、〈一陣冷氣吹來〉、
〈借劍〉、〈京都短歌〉這幾篇都是富情說
理，如當頭棒喝，讓人如雷貫耳般清醒。在

文中，她不居高臨下，用娓娓道來的文
字訴說一個個充滿哲學意味的故事。

筆下，四季推移、自然風物、人文和
諧，至剛至柔，如夏季雨水滴在窗簷
上，滴滴滲入心靈。有人說，讀小思的
文章，是提高公開試中文作文水平的踏腳
石。但不管從哪種說法來看，小思的散文
如暗夜濃霧中行駛的船，終於會找到撥雲
見月的燈塔，世間瞬間得到天清地寧。

信不信我，全
憑 你 的 選 擇 ， 畢
竟，我已從書中獲
得 如 菩 提 般 的 頓
悟。

讀《承教小記》 菩提頓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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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林志嘉
學校：福建中學（小西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高鈺）由香港理工大學設計學院主辦的設
計界盛事「理大設計年展2014」昨天正式揭幕。年展首次延伸至
賽馬會創新樓多個樓層舉行，將學生上課的工作室布置為展覽場
地，公眾人士參觀展覽的同時，亦可欣賞大樓獨特的建築面貌。
大樓剛於3月由著名建築師扎哈．哈迪德主持開幕儀式。

設計年展開幕典禮由馮氏（1937）管理有限公司首席執行官
Richard Kelly、理大協理副校長（本科生課程）石丹理，以及理
大設計學院院長方啟思主持。活動是學院50周年慶祝活動之一，
主題是「為什麼設計（Design for ? ）」。

網上預約 導賞團介紹作品
展覽作品涵蓋多個設計專業，包括廣告設計、數碼媒體、環境

及室內設計、工業及產品設計與視覺傳達設計等，當中包括歐瑞
麟設計，名為「一督好生活」，這設計主要針對梅窩的流浪牛經
常為遊客及居民帶來滋擾，設計師以創新的廣告策略，倡議社區
為牛隻設立合適居所，並將牛糞的滋擾變為蚊香、花肥等實用產
品，改變大眾對牛隻的觀感。展覽於今日至7月12日周一至六，
開放予公眾人士參觀，費用全免，導賞團將介紹優秀作品、設計
學院及賽馬會創新樓的建築特色，但須網上預約。

理大設計年展 馬會樓首變展場

■歐瑞麟以
「一督好生
活」為題創
作廣告，期
望改變大眾
對牛隻的觀
感。
理大供圖

長者是社會的沉重負擔？3年來與長者的合
作經驗告訴筆者，老人家可以是一群充滿活力
的義工：探訪獨居長者，義務手工製作，關懷
弱能人士等，通通都難不了一班年屆65歲以
上的公公婆婆，他們的細心、耐性、潛能，遠
遠超乎你想像。

體現「長長互助 長幼共融」
曾經有人說：「一碗熱湯，好過千言萬語。」藉着一星期一次的

贈送暖湯上門行動，果然打開了不少封閉的大門，暖透了不少獨居
長者的心靈。試想想：當有一位年屆75歲的義工婆婆和一位女學
生，各人雙手挽着兩壺鮮甜的熱湯，來到你家門前，送上一壺熱
湯，你感覺如何？的而且確，一開始的時候，我和婆婆都吃了不少
「閉門羹」，有些受助者亦只是冰冷地回應我們，打開一道只夠一
個大碗出來的門隙，讓我們倒出熱湯給他，然後只是一句：「唔
該，拜拜。」接着，快快地用力拉上鐵閘，再關上木門，生怕別人
進入屋內。然而，我們深信只要堅持不懈，定必能融化受助者的
心。果然，一次又一次，風雨不改的送暖行動，使獨居長者都開始
願意打開鐵閘，主動邀請婆婆和我進入屋內傾談，跟我們說一些病
痛等日常事情。其中，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位約70歲的獨居盲
人婆婆，她說：「幸好有你們，不然就沒有人來看我，我更不會有
湯喝。」從那刻我深深體會到：「微不足道的事卻可以給人溫
暖。」經過一班義工們持之以恆，不少獨居長者都願意踏出家門，
到樓下的老人中心閒坐。送湯計劃的目的總算達到了，與此同時，
更體現出「長長互助，長幼共融」的理念。

3年的義工合作，讓我和義工婆婆公公譜出一段深厚的感情，
他們不但是我的家人，是我的好朋友，更是我的避風港，開心傷
心都可以跟他們分享。其實長者只是年齡的數字大了一點，動作
緩慢了一點，但是，智力並沒有因而退了一點。他們都可以如其
他人一樣充滿愛心和活力，給你出乎意料的驚喜。希望大家都嘗
試接觸「老友記」，一改社會上對老人家的印象──嘮嘮叨叨、
沉重負擔。（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周淑仁

「老友」潛能大 暖湯助開門

逢星期三見報

■ 筆 者
（右）與義
工婆婆一起
送湯給獨居
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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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首設跨科生命倫理中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伊莎）生物科技的進步

改善人類健康之餘，亦帶來了不少具爭議性的問
題，引起各界的關注，例如無創產前基因和基因
組檢測，已應用於檢驗如唐氏綜合症等染色體異
常疾病，同時也無可避免地引發了優化人工受孕
胚胎的爭議，也為教育工作者、研究人員、醫護
人員、立法人員和公眾帶來挑戰。有見及此，香
港中文大學成立了全港首間由醫學院管轄、跨學
科的生命倫理中心。

探討醫護界和立法機關角色
中大副校長、生命倫理中心暫任總監霍泰輝表

示，放眼當今世界，生命科學發展一日千里，已
廣泛應用於醫療和健康層面，但對社會帶來的影

響則所知甚微。他舉例指，雖然技術可檢測精神
病、神經系統失調、行為偏差或障礙等疾病的遺
傳標記，如老人認知障礙症、亨丁頓舞蹈症，但
對於哪些人需要接受測試及相關的跟進、應向病
人披露哪些遺傳病、應該推薦哪些測試、醫護界
和立法機關在基因組學領域擔當什麼角色等問
題，均需要進一步探討，「生命倫理中心的宗旨
之一，是要逐一探討這些問題，然後轉化為醫學
教育，灌輸給下一代的醫療工作者。」

發展醫療系統應付人口老化
霍泰輝續指，本港人口老化速度在全球數一數

二，長者人口急速增長，情況與日本、新加坡、
韓國相若，「這對香港帶來什麼啟示？香港應怎

樣發展切合本土需要的醫療系統，以應付人口老
化問題？」另外，他稱中心亦會協助培育生物科
技領域的人才，進一步鞏固中大在科研和臨床研
究方面的領先地位。

中大生命倫理中心目前與全球首屈一指的生命
倫理研究所——Hastings Center及新加坡國立大
學醫學院Centre for Biomedical Ethics合作，為中
心的使命拓展、教育方針、最佳實踐方案和人才
招聘等長遠發展奠定基石。部分議題將會在今年7
月15日至16日舉行的工作坊和在明年1月9至10
日舉行的人口老化和國際城市為主題的論壇上率
先探討，有關工作坊的詳情，可瀏覽：http://
www.med.cuhk.edu.hk/tch/home/news_events/
2014_07_15.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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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伊莎）
今年的施政報告宣布成立推廣職業
教育專責小組，負責在社區推廣職
業教育，提升公眾對職業教育的認
知和認受，使教育與就業接軌。教
育局昨日宣布委任推廣職業教育專
責小組的成員名單，由香港工業總
會前主席鍾志平擔任小組主席，而
小組預計在一年內會向教育局局長
吳克儉提交報告。

料年內向吳克儉交報告
吳克儉表示，專責小組成員具備

不同、且豐富的專業知識，包括職
業教育及培訓界、工商界，亦涵蓋
教育、家長教育、青年及公共關係
等範疇。他認為，小組主席鍾志平
是傑出的社會領袖，對公共服務的
經驗豐富，尤其是職業教育，有信
心在其領導下，專責小組能制訂推
廣職業教育的策略以及提出具體建
議，「藉此推廣職業教育為具有吸
引力的升學途徑，改變部分社會人
士較側重傳統學術途徑的固有傾
向。」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高鈺）觀塘
福建中學日前舉行
該校第六十二屆畢
業典禮，邀請得教
育局首席教育主任
徐啟祥主禮。旅港
福建商會教育基金
主席林銘森、副主席兼福建中學四校校監黃周娟娟、
榮譽主席兼校董林廣兆等嘉賓友好及社會各界人士亦
有出席是次活動，場面熱鬧。黃周娟娟特別勉勵一眾
應屆畢業生要秉承福建中學的優良傳統，「勤奮拚
搏、自強不息」，將來為社會、為香港、為祖國、為
人類作出貢獻。

黃周娟娟勉學生貢獻社會

在典禮中福中校長林建華進行了校務報告，總結學
校過去一年在學術及體藝方面取得優異成績。而徐啟
祥致辭時則提到，教育局資助學校推行就業輔導及升
學策劃，令學生有更豐富體驗，他鼓勵福中畢業生多
努力、多思考，讓出路更多元化，爭取美好的明天。

典禮完結之後設有文藝節目，包括中樂團、西樂
團、舞蹈團等表演，充分反映了該校學生的多才多
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馮晉研）為讓子女殺入名校，不少家長

均提早部署，希望在本周六升小統一派位放榜時一擊即中。有

調查就發現，三成半家長為子女報讀4個或以上的興趣班，一成

半人乾脆搬入名校網。有教育界人士指出，家長為孩子狂報興

趣班，往往只為取得證書，以為可在派位後的「叩門階段」取

得優勢，但其實現在證書氾濫，反而暴露出家長「怪獸化」。

有小學校長更坦言，曾有家長被揭發虛報地址而申請被拒，而

學校重視的，只是家長培育孩子的態度。

社企「和富社會企業」委託獨立
調查機構，於上月成功以電話

訪問了683名等候小學統一派位放榜
的家長，了解他們對孩子升小的心
態。為了升讀心儀學校，逾半家長會
報讀興趣班，有近一成半人選擇搬進
名校網，以提高入學機會，不過，仍
有逾半人擔心子女無法獲派心儀學
校。

興趣班成為提升子女升學競爭力
的主要方法，35%家長為子女報讀4
個或以上的興趣班。「和富社區服務
網絡」委員狄志遠表示，「4張證書

與 5 張證書，對學校其實沒有分
別。」他認為，安排子女參與興趣班
並取得證書，「非『鬥』多遊戲，證
書越多反而暴露家長怪獸化」，相信
學校不會取錄。

家長虛報地址欠缺誠信
馬鞍山靈糧小學校長陳美娟坦言，

「證書只說明『參加過』、『多錢』
和『多時間』，沒有意思」。在現行
的官津派位機制中，即使是「叩門」
學位，也不重視學生擁有證書的多
寡，反而最重視家長是否有正面積極

的態度與學校合作栽培小朋友成長。
她指，曾經有家長試過虛報地址爭取
「叩門」學位，認為家長欠缺誠信，
故拒絕取錄。

半數認子女受壓損心健
調查又顯示，約三成半家長的子

女，每天平均遊戲時間少於2小時，
三成人更少於1小時。半數家長又認
為子女對於升學感到壓力，另有16%
甚至認為子女壓力很大。狄志遠表
示，5歲學童根本不認識何為壓力，
但家長承認子女受壓，反映兒童心理

健康並不理想。他提醒家長，應正面
看待派位結果，將正能量傳予子女，
用輕鬆愉快的心情準備入學，多關心
他們的生活和感受，而不應讓子女視
學習為公事。

陳美娟則指，每年派位放榜，總
有家長及孩子因「落選」心儀學校而
哭喊，「家長有責任令子女看開一
點，而並非一齊喊」。她又表示，小
一放榜在即，家長應有心理準備及用
平常心面對，例如可跟子女說，「無
論到哪兒讀書，爸媽一樣疼你」，以
紓緩子女壓力。

觀塘福中畢業禮 徐啓祥主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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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 美 娟
（左一）表
示，收生不
重視學生證
書多寡。圖
中 為 狄 志
遠。

馮晉研攝

■■福建中學日前舉行第六十二屆畢業禮福建中學日前舉行第六十二屆畢業禮，，一眾畢業生與嘉賓合照一眾畢業生與嘉賓合照。。 學校供圖學校供圖

中華書局總編輯李占領點評：小思是出色的散文家，她的作品短小
精練，常常藉由生活中不足道的事物感悟出深刻的道理，表現出其敏
銳的洞察力。小作者對讀散文與讀小說的閱讀體驗分析得也頗有道
理。任何精美的文字，但要用心去閱讀，去細味，這樣才能使得我們
體會出文字之美。

本疊內容：文匯教育 三港新聞 娛樂新聞 體育新聞 電視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