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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錄詩人廖偉棠40篇優秀散文：有懷念一

代巨星張國榮、梅艷芳的風采，有對作家三

毛、商禽等的深切悼念，還有初為人父的無限喜悅；他又以細膩的

文字，帶領讀者雲遊四方。廖偉棠是得獎最多的香港作家之一，本書亦收進他多篇獲獎作品。他現

為自由作家、攝影師。曾獲香港文學獎雙年獎，香港藝術發展獎2012年度最佳藝術家（文學）。

北宋官員包拯為官近30年，
一生正直廉潔、不畏強權，深
受百姓歡迎，而由他審理的冤
案更在民間廣為傳頌。古人蒐
集案件的故事作材料，整理成
《包公案》。《包公案》一書
充分體現了當時人民對包公的

讚揚，更反映北宋人對貪腐無能的厭惡，以及對清廉且
明辨是非之人的渴求。雖然故事未必完全真實，甚至略
有誇大，但我們仍可從中學習古人的智慧。
我最喜歡故事為包公塑造的兩個形象：善用妙計和明
察秋毫。
包公善用妙計，曾有農人的耕牛被割去舌頭，傷重難
再耕作，於是稟告包公。包公吩咐他把牛宰殺，分賣給
鄰人，並同時出懸賞300貫捉拿私宰耕牛之人。後有農
人的仇人當告發者，包公即判斷出此人即是割牛舌犯

人，並在其招認後依例判決。中國以農立國，人民務農
為生，蓄意傷害耕牛在當時是十分嚴重的惡行。耕牛既
已被割舌，賣掉至少可賺取金錢，添置必需品，而包公
利用賣牛尋找嫌疑人，可謂一舉兩得，既可還牛主人一
個公道，亦使農人得以維持生計。足見包公在判決時，
不忘為受害者設想。
我們的日常生活總有許多紛爭，但人們卻不懂得顧及

兩方感受，或不會用巧妙的言語去緩解，而包公的處理
方式，正是各人需學習的地方。說話時注意用詞，既清
楚表達意思，又不要傷害別人，更能留下磋商的餘地。
若免除負面情緒，又互相了解、溝通，紛爭還如何能再
生？
包公亦明察秋毫，有人因恨而讓

乞丐把金銀首飾放入別人的井中，
再誣告別人偷盜之罪。包公得知被
盜的首飾實為銅、錫所造，心下起

疑。最後尋找乞丐，揭露真相。假若包公沒注意到金銀
變銅錫的細節，結果又會如何？幸而包公是明察秋毫之
人，才不致造成冤案。現今社會上充斥不同派別、類型
的意見及不滿，但我們未必每每能判斷孰是孰非，或只
是盲目認同某部分的看法，缺乏
深思熟慮，輕易受主流意見影
響。此時，我們更應向包公學習
他的明察秋毫，多角度思考、觀
察，不要偏信一面之詞，因為
這樣只會掩蓋事實真相，使我
們判斷錯誤，甚或會影響深
遠。
《包公案》的文字並不

算非常優美，但卻處處反
映現實和正確的價值觀，
值得一看。

中華書局編輯經理于克凌點評：包拯乃北宋人，距離我們生活的時代
已有千年，同學仍能從其處事言行中得到啓發，可見「世事洞明皆學
問，人情練達即文章」，古往今來的人事相去不遠。同學思想十分成
熟，觀察、洞悉、理解、尊重確能令我們立身處世無往而不利，你有此
識見，十分可喜！

學生：王華潔
學校：基督教宣道會宣基中學《包公案》值得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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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情枝》

徵稿啟事

教育
專版

教育版9月推出全新的《學界好人好事》及
《綠色校園》專版，為學界提供互動分享平
台，歡迎全港學校踴躍投稿，讓社會一起認識
關愛校園和環保教育工作。徵稿細則如下：
《學界好人好事》：
專門報道學界的各種勵志感人故事，例如刻

苦奮進、見義勇為、扶貧助弱及無私奉獻等。
《綠色校園》：
分享學校環保教育的妙法，例如推廣循環再

造、校園綠化、節約能源以至轉廢為能等。

各校可將相關資料及相片（如有）電郵至
edu@wenweipo.com，並須提供聯絡方法（包
括姓名、電郵、電話、所屬機構及職銜），編
輯部收到後會先作甄選，獲選者有機會被邀請
接受訪問，內容將刊於兩大專版內。

孫宏明勉崇真生
守品格迎逆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沙田崇
真中學早前舉行感恩崇拜暨畢業典禮，
到賀嘉賓眾多，場面熱鬧。校方特意邀
請那打素醫院及北區醫院病理部門主管
及顧問醫生孫宏明擔任主禮嘉賓，訓勉
畢業生在往後的人生路途上持守良好品
格，積極面對逆境。

典禮上校方先舉行感恩崇拜，學生透過禱文、讀經及唱詩
向上帝表達崇敬感恩，再由深水埗崇真堂牧師李榮恩以聖經
人物約瑟的故事，提醒學生要學會積極面對人生的逆境和挑
戰。緊接着的畢業典禮，由校監萬樂人向來賓致歡迎辭、校
長張文偉作校務報告，隨後由孫宏明醫生向畢業生致訓辭，
以及頒發畢業證書。他勸勉一眾畢業生無論對人、對事都不
能斤斤計較，要勇於承擔責任，並期望他們積極提升自己、
貢獻社會、服務人群。
典禮最後由畢業生代表曾洋子致答謝辭，並在全體師生唱

詩和李牧師的祝福下，為該校畢業禮劃上圓滿的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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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賓與畢業生代表合照。 校方供圖

留言分享成績功課心得 拒學院參與保自由度

自建選課指南網
城大生益師弟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歐陽文倩）大學選科，有些人為了學習新知

識，有些人為了「攞A」、有些人為了愉快學習，不論是甚麼理由，

同學都希望選科前有人提點、分享經驗。有見及此，有城市大學學生

就針對每個學生都必修必讀的「GE課程」設計「CityU GE 指南」，

讓同學於網上講述該課程的工作量、自己的評價及最終成績，讓大家

作為選課前的參考。有學院更因此想採用該學生系統加以發展，但設

計學生則希望能以最大自由度去運作有關平台，所以拒絕。

修讀電腦科學的李貴成（Eric）去年5
月開始研發「CityU GE 指南」，靈

感都是來自生活體驗，「因為看到身邊的
人都會問其他人意見，當時我就想，如果
有個留言板整合這些資料就好了。」
於是，Eric每月付出約40元租用伺服

器，並建立自己的選課指南平台，「一開
始的時候很簡單的，只是讓人寫一張簡單
的表格，主要講講自己的成績、讀甚麼
科、科目的功課繁不繁重，可以留言。當
時只想着盡快『出街』，讓更多人知道有
這樣的東西。」

運作逾年「讚好」近3,200
結果，運作一年多，該網頁已經有近
3,200個讚好、逾1,800個留言。隨着關注
該平台的人越來越多，Eric亦開始改善當
中的功能，例如加上搜索功能、設下統
計資料，讓同學對「熱門課程」、「好
Grade（成績）課程」、「爛Grade 課
程」、「輕鬆之選」、「繁重之選」的
課程都一目了然。
提供數據的同時，Eric亦負責任地提示

道︰「不過我認為選科最重要還是看自
己的興趣和能力，即使別人留言說取得
好成績，也不等於自己就可以，因為別
人可能本來就較擅長這些方面。」

做報告析數據 順便交功課
此外，他還做了一份報告作詳盡分析，利

用所有數據，從宏觀角度看不同課程的成績
分布、學生在「GE課程」的表現等，「其
實這也是我大學其中一個課程的功課，那份
作業要求我們對數據做一些分析，我就想既
然我有這些資料，為何不加以利用。」

老師知有網站 盼手下留情
有關平台現時於城大校園內已有頗高知名

度，但原來校內沒有太多人知道到底是誰設
立該網站，「熟一點的朋友會知道是我，其
他人應該都不清楚，但偶爾聽到有人說有
用，我也覺得很開心。我記得網站剛成立不
久，我去讀暑期課程時，一上課老師就說留
意到這個網站，也有老師叫大家留言時手下
留情，當時我也感到有點意外。」
該校的創意媒體學院也曾私底下接觸

Eric，希望可以採用該學生系統加以發
展，「他們說可以請我做Student helper
（學生助理），但我想讓這個平台的自由
度大一點，也擔心交由校方管理後，會被
過濾部分資訊，所以還是自己營運好。」
至於畢業後這個網站的去向如何，Eric也
沒有想清楚，「可能會交給同學，也有可
能會給學校管理。」

寫程式更新課程免人手翻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

倩）城大每個學期都推出一些新
的「GE課程」，也有一些可能新
學期不開課，要做好「CityU GE
指南」，就必須要及時更新資
訊。對一般人而言，要作出上述
更新，就要逐項翻查，但對修讀
電腦科的Eric而言，他唯一要做
的，就是寫程式，「這些麻煩的
事，人手做要很長時間，用半天
一天寫個程式，之後就可讓電腦
去幫你做。」

助設計「港鐵車資優惠計算器」
除了「CityU GE 指南」，Eric

還有幫忙營運不少實用網站及應用
程式，例如有個叫做「港鐵車資優
惠計算器」的網站，可以幫用家計
算到底應不應該買港鐵的「全月
通」或港鐵「都會票」，以及在指
定車站出入應不應該用「都會票」
等，「其實我主要是幫手設計UI
（User interface， 使 用 者 介
面）。」
此外，社交網站上有逾1.7萬個

讚的應用程式「MTR Service Up-
date」（港鐵服務資訊），Eric亦
有參與其中，「幫忙做系統，以
同時更新不同社交網站的資訊發
布。」

助販毒生越低谷 良師獲表揚

■■EricEric 設立的設立的「「CityU GECityU GE 指指
南南」，」，運作一年多運作一年多，，已吸引了已吸引了
不少同學使用不少同學使用。。 歐陽文倩歐陽文倩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穎宜）為表
揚一眾教師的無私奉獻和專業精神，敬
師運動委員會昨日舉辦一年一度的「向
老師致敬2014—敬師日慶典暨表揚狀
頒發典禮」，近1,200名中小學、幼稚
園和特殊學校的教師獲得表揚。陳澤生
是其中一位獲表揚的老師，縱然有學生
因販賣白粉而被捕，但他不離不棄，經
常給予支持及鼓勵。他深信教育除了是
向學生傳授知識外，老師亦有責任扶持
孩子成長，以生命影響生命。

1,200人獲獎 吳克儉致辭
敬師運動委員會推出的「表揚教師
計劃」至今已舉辦至第十九屆，每間
中、小學和幼稚園每年可提名嘉許兩
位熱心教學、表現卓越的教師，今年
有接近1,200人獲得表揚。教育局局長
吳克儉於典禮上致辭時，讚揚老師敬
業樂業，努力不懈；他亦感謝教師不
論在什麼環境和社會紛爭下，都一直
發揮專業精神，緊守崗位，致力為學
生提供良好和平靜的學習環境。同時
他強調政府重視培育人才，會為學校

提供適當支援，讓老師有效發揮專業
能力。敬師運動委員會主席李雪英亦
鼓勵一眾教師繼續用心教學，以身作
則，共同提升香港整體教育質素。
來自基督教聖約教會堅樂中學的陳

澤生，有12年的教學經驗。他初中時
受班主任的啟蒙，從這位老師身上學
到很多人生道理，明白到老師除了教

授知識外，亦要顧及學生的個人成
長，令學生多方面獲益。
談起最難忘的事，陳澤生分享了多

年前曾有一個學生因販賣白粉而被
捕，但他堅持陪伴這個學生走過人生
的低谷，「由上庭至判案，我都陪伴
在側，亦很感恩這名學生視我為家
人。」雖然對方仍然在囚，但他們仍

然有書信來往，保持聯絡。

視學生如友 打波齊練跑
陳澤生指自己一直視學生為朋友，

與學生打成一片，「坐在教員室，接
觸不到學生，故我跟學生會一起打
波，一起練跑。」他坦言與學生關係
好一點，要處理事情時會更容易。

■向老師致敬2014—敬師日慶典暨表揚狀頒發典禮。

昨敬師日，除敬師運
動委員會的頒獎禮外，
教育工作者聯會也特別
到校向該會本年度「優
秀教師選舉」的得獎教
師贈送鮮花及果籃，以
向他們表達衷心的感謝
及敬意，並藉此宣揚師
德，推動尊師重教的良
好風氣。教聯會將舉辦
16場優秀教師課堂分
享講座，希望將優秀教
師經驗推廣全港，造福
莘莘學子。

教聯會圖片

聯會敬師■陳澤生表
示會繼續肩
負起「以生
命 影 響 生
命」這個使
命，陪伴學
生成長。
李穎宜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