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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天輝仔退役非悲歌 自食其力儲錢報親恩

特奧健兒做校工
享受工作每一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

文倩）從運動員變成中學校

工，大家或以為這又是另一個

「運動員悲歌」，但曾在特殊

奧運會夏季世界賽獲得高爾夫

球亞軍、輕度智障的焦廣輝

（輝仔）則認為，這是他憑自

己努力賺錢報答父母的幸福故

事。工作了一年多，輝仔雖然

偶爾憶起健兒生涯，但他現在

更享受的，是校園的日常工

作：喜滋滋地學習新技術，以

及照顧學校的狗狗。已儲了逾

兩萬元的他，最希望能帶媽媽

到處旅行，或許所費不菲，但

他樂天地說︰「再賺過嘛！」

輝仔5歲時，被評估為輕度智障，一般
學科能力難與他人比擬，但體育及

術科卻成績優異，賽跑、賽艇、游泳、高
爾夫球等都有涉獵，其中以高爾夫球的戰
績最為彪炳，曾於2011年代表香港赴希臘
參加特殊奧運會夏季世界賽，榮獲亞軍；
2012年又更獲得「澳門特殊奧運會國際高
爾夫球聯賽」男子一級個人技術賽冠軍。

運動員難做一世 決心轉行
體育成績雖然輝煌，但考慮到自己無法
以運動員作為終身職業，輝仔決定另謀出
路。兩年前，輝仔在母校沙田公立學校的
老師安排下，到大埔孔教學院何郭佩珍中
學任職實習校工，由於工作認真，畢業後
獲聘為長工。

樂觀如小孩 組長「又愛又恨」
一開始時，輝仔偶爾會在上班時睡着

了，對沒有興趣的清潔工作不太上心；其
他工友即使很努力指導他，也會「水過鴨
背」，翌日又要重新再教；更因為個性直
率，輝仔被批評時會「駁嘴」。組長華姐
坦言，起初也有點挫敗感，對他又愛又
恨，「但多講幾次，他慢慢也會記得，到
真的教會他時，我們也會很有成功感。大
家看見他都很開心，他就像小朋友一般，
很樂觀、很真心。」
輝仔現已完全融入工作環境，和同事相

處融洽，就連學校裡的狗狗也對他特別親
切友善，工友德叔和華姐都大讚他進步不
少。就在訪問的前一天，輝仔才在德叔的
指導下學會維修肥皂盒，說到這裡，輝仔
臉上又是一貫樂天的笑容。

「清袋」非末日 笑言「再賺過嘛」
對於放棄運動員的身份，會不會感到可

惜呢？輝仔沒有一絲猶疑，直接說：「都
有想念做運動員，但我想賺錢！」原來，
輝仔有一個心願，想帶媽媽到處旅行，目
標是到新加坡和英國。雖然每個月只留
4,000元自用，其他都上繳報答父母，但
輝仔現在已經儲了逾兩萬元。也許，去一
趟旅行所費不菲，但不像其他人把「清
袋」視為世界末日，輝仔仍能笑着說︰
「再賺過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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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經兩
年的研究討論，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
會上月底向教育局正式提交報告。立
法會研究落實免費幼稚園教育小組委
員會昨就報告內容進行討論，委員會
主席鄭慕智強調，研究顯示幼稚園學
童一般每星期只應接受15小時教育，
所以報告建議以半日制為資助基礎，
有關模式屬國際普遍做法。不過多名
發言議員都對有關建議感失望，認為
報告對長全日制和全日制資助不足。

鄭慕智：因應在職家長需要增支援
鄭慕智表示，委員會提出以半日制

幼稚園為資助基礎，亦因應香港在職
家長的需要，為全日制幼稚園提供額
外資助，又提出要作長遠規劃，提高
全日制學額比例，支援更多有需要家
庭。就薪酬情況，他指報告以薪酬幅
度作安排，比硬性規定薪級表更能配
合幼師專業性。
但工聯會議員王國興指，政府現時

擁有龐大盈餘，質疑政府為何不向全
日制和長全日制提供更多資助。新民
黨議員田北辰也表示，若全日制資助
額較半日制高一倍，每年涉及的額外
公帑也只為8億元，並非大數目。教
育界議員葉建源則認為報告方向正確
但做得不足夠，形容是「雞肋」，而
當中只有半日制才全獲資助，是「短
樁」的免費教育。
另外，由30個幼教團體組成的「爭

取十五年免費教育大聯盟」亦在昨開
會前請願，批評報告沒全面檢視對全
日制的資助，且未能回應幼師對薪級
表及學位化的專業發展訴求，感強烈
不滿。

城大港穗工作坊
促獸醫專業培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心澄）城市大學動物

醫學院在6月1日至5日分別在香港及廣州華南
農業大學舉辦了動物急救及深切治療工作坊，提
升港穗獸醫專業水平。有關課程邀得美國康奈爾
大學動物醫學院急救及深切治療部主管
Gretchen Lee Schoeffler主講，共有近150名執
業獸醫及學生參加，最新技術介紹及真實病例分
享，深化對動物急救及深切治療的掌握與實踐。
城大動物醫學院專業教育及發展總監王啟熙

指，除了本地的持續專業訓練，學院也積極推
動內地執業獸醫的專業知識水平與國際標準接
軌，是次邀請海外權威專家到內地主持課程，
能因應香港及內地動物醫學界的需要作適當的
專業培訓，全面提升業界水準。
是次兩校合作為雙方未來協作奠基，華南農

業大學副校長劉雅紅及城大動物醫學院署理院
長Michael Reichel都認同，雙方未來可在不同
領域合作，包括協助香港、廣州及其他內地省
巿，提升與動物相關的食物安全水平、推動水
產養殖業發展等。

68港生大學交流習國情 訪豫名企看工商業發展
未來之星中原之旅鄭州啟動

好人好事人好事

能力稍遜糧不減 校長堅持負社責
智障人士要融入社

會，說起來並不容
易，旁人的接納與平常心始終是決定因
素。面對不少智障人士都沒有人願意聘
用，勞動人口頓變「社會負擔」，大埔
孔教學院何郭佩珍中學校長梁秋雲就決
定要負起社會責任，聘用輝仔這類員
工，更不因他們能力稍遜而為他們的工
資打折。為了讓輝仔這些年輕人能繼續
有所長進，梁校長每日更會教輝仔一個
英文詞語，讓他每日工作之餘，也能有
一點學習時間。
說起校長教輝仔英文，輝仔又立刻展

露出笑容，亦展示出自己近日所學的東
西，「Give（給），唔……More（更
多），今天……今天就學了……Soap
（肥皂）！」緩緩地吐出幾個英文生
字，卻是輝仔於這所學校工作的財富之
一。校長教會他英文，他就拿這些生字
去和狗狗說，一邊餵牠們吃麵包，一邊
反覆練習。
陪同輝仔接受訪問的學校職員林小姐

（圖右一）表示，學校一開始考慮要不
要聘請智障人士時，校長曾與校董會開

會 討 論 ，
「 校 長 認
為，這是社
會責任，如
果大家都不
聘請他們，
只會令他們
成 為 負
擔 。 」 此
外，讓輝仔
進入學校工
作，對學生
而言也是一
種教育和學習，「我們都想學生學懂如
何和不同人士相處，現在學生和輝仔也
很『老友』。」
在香港，僱主可要求殘疾僱員進行

「生產能力評估」，按能力給予薪水，
但這或會令員工工資打折，該校則從來
沒有要求輝仔這類員工去進行評估，林
小姐解釋︰「大家做的事是一樣的，所
以不想有差別對待，輝仔可能學習較
慢，但他力氣大，聽教聽話，也是位好
員工。」 ■歐陽文倩

良心學校

是次中原之旅交流團為未來之星今年首次舉辦的「從
香港出發」系列活動之一，內容豐富多彩。在行程

中港生們將赴鄭州大學、河南大學學習中國國情和中原
文化，又會前往新鄭黃帝故里，祭拜軒轅、尋根問祖。
此外，他們還將走進宇通、思念等河南名牌企業切身感
受當地工商業發展，又會赴洛陽龍門石窟、登封少林寺
等地實地感知華夏五千年的歷史及中原文化結晶。
昨「中原之旅」的啟動儀式邀得多名嘉賓參與，包括
河南省政協副主席靳綏東，河南省人民政府副秘書長王
夢飛，河南省教育廳副廳長訾新建，河南省港澳辦副主
任郭俊峰等。香港文匯報董事總經理、未來之星同學會
主席歐陽曉晴，香港文匯報社長助理、香港未來之星同
學會副主席、中原之旅團團長程相逢，北京三冠玉投資
總經理、香港未來之星同學會榮譽主席李德建亦有出
席。

靳綏東歡迎港青加入豫港交流
靳綏東在儀式致辭時指，豫港兩地，同屬一脈，血肉

相連，兩地青年更應加強交流，「多年來，我們一直努
力開展豫港兩地青少年互訪及高校間的交流與合作。應
香港文匯報的邀請，河南先後於2011年、2014年、2015
年組團參加了第二十一屆、第二十四屆和第二十五屆香
港教育及職業博覽，與香港6所高校簽署了教育合作協
議。隨着豫港兩地交流合作的深入推進與開展，兩地青
年學子的了解與感情也將進一步加深。」
靳綏東又表示，希望香港同胞積極加入到河南的教育
發展事業，亦歡迎香港青年朋友到河南尋根問祖，到河
南的高校、企業走一走看一看，深入了解當地經濟社會
發展，與中原學子結對子交朋友，共同學習共同進步。
他說：「青年興，則國家興；青年強，則國家強。我相
信，隨着越來越多像你們這樣奮發向上、朝氣蓬勃的年
輕人加入到豫港友好交流隊伍中，兩地友好事業一定會
薪火相傳、興旺發達！」

歐陽曉晴指溯源之行極有意義

歐陽曉晴對是次來豫的港生寄予很大期望，他說：
「大家都知道，未來之星同學會成立之初衷便是增進香
港青年對國情的了解。國情在哪裡？在我看來，最大的
國情在河南，河南是中國的縮影。河南不僅是中華文明
的起源地，GDP也排在中部六省第一。此次香港同學能
夠在成長的道路上來一次尋根之旅、溯源之行，是件極
有意義的事情。祝願同學們能夠在此次河南之行中有所
收穫與感悟。」他還指出，希望香港的青年學子們能夠
充分了解、掌握第一手的信息，並有所感悟、獨立思
考，形成自己的觀點，為國家的建設和發展提出自己的

建議，期待他們參與到國家的建設發展大業中來。

學生代表冀覓北上發展機會
代表此次「中原之旅」港生發言的理工大學學生勞子

聰表示，希望能夠通過此次交流，尋找到港生到內地發
展的機會：「此次交流團將從政治、歷史、文化、經濟
等多層面認識國家。我相信活動能使豫港兩地學生在國
家發展的步伐中找到能擔當的角色，發掘自己強項，尋
找發展機會，更希望能在今次旅程當中，認識不同院校
的同學，擴大自己的社交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曹宇、高攀 鄭州報

道）為促進豫港兩地青年的交流，讓港生親身

體驗內地社會發展現況及中原悠久的歷史文

化，昨日下午，由河南省教育廳、香港文匯報

和香港未來之星同學會主辦的「2015未來之

星香港大學生中原之旅」在鄭州舉行啟動儀

式。來自香港大學、科技大學、理工大學、樹

仁大學等校的68名大學生，也由此正式開啟

為期8天的「中原之旅」。

赴京杭深豫陝蘇 多角度識國情
今年是香港未來之星同學會

成立10周年，同學會總幹事、
是次「中原之旅」執行團長解玲受訪時指，為響應
特區政府推動青少年教育和發展的措施，今年大會
特別進行全新規劃，擴大活動規模，除保留往年國
情班、傳媒班及內地實習計劃外，更特別於暑假開
展「從香港出發」系列活動，近600名來自十多所
香港院校的學生將出發往北京、杭州、深圳、河
南、陝西及江蘇等地交流和實習，探索內地不同城
市的最新動向，從多角度認識國家發展。

盼交流減「佔」禍負面影響
她又表示，去年香港發生的非法「佔中」事件，

在香港青年人當中產生了較大負面影響，希望能透
過未來之星的交流活動，推動香港青少年了解祖國
歷史，了解祖國文化，了解祖國與香港有不可分
割、血濃於水的關係，更好地協助中央及特區政府
做好香港青少年教育工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 曹宇、高攀 鄭州報道

擴大規模
■ 對 於 此
次未來之星
的「中原之
旅」，香港
的同學顯得
非常興奮。

曹宇 攝

■■「「20152015未來之星中原之旅未來之星中原之旅」」全體合影全體合影。。 曹宇曹宇 攝攝

■河南省政協副主席靳綏東致
辭。 曹宇 攝

■歐陽曉晴在「中原之旅」啟動
儀式中致辭。 曹宇 攝

■從運動員到校工，輝仔同樣享受每一日的生
活，總是一貫地笑口常開。 歐陽文倩 攝 ■原本最害怕學校裡的狗狗，現在輝仔與牠們已是好朋友。 歐陽文倩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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