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昨晚頒獎禮上，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憶述
了自己與杜太之間的點滴：「我第一次見到
杜葉錫恩女士，是在1994年5月。當時，她
被國務院港澳辦和新華社香港分社聯合聘請

為『港事顧問』，並攜其丈夫杜學魁先生一起到北京出席
聘書頒發儀式。」他說，自己當時參與活動的組織接待工
作，並認為在一眾「港事顧問」中，杜葉錫恩的外國老太
太形象和滿頭銀髮分外引人注目。

「我們的第二次見面是在前年元宵節，我到杜葉錫恩女
士位於九龍慕光英文書院的居所拜年。」張曉明表示，時
隔近20年，杜葉錫恩已成為輪椅上的老人，交談時話語不
多，但思維仍然很清晰。

張曉明指，一個月前有朋友約他出席昨晚活動時，自己滿

懷期待，並寫下了「仁者壽」的條幅準備送給杜葉錫恩。
「我覺得，老人家堪稱中國古人所說的『仁者』，而且，她
『生年過百』，這不僅記載了她生命的世紀跨度，也鐫刻着
她行善的長度和積德的厚度。我對這位老人家的敬重，不僅
僅蘊含了作為晚輩對長者應有的尊敬，更因為她的身世、品
德、風骨不同凡響，而增添了『仰之彌高』的感覺。」

香港的驕傲 港人的回憶
他稱讚杜葉錫恩是心有大愛的人，「一位英國女教師，

為了傳教，遠涉重洋來到戰時的中國內陸，後來移居香
港。在半個多世紀的歲月裡，她自籌經費創辦學校，熱心
參與社會運動，卓然活躍於香港政壇，以柔弱之軀推動香
港社會改革與進步。」他又指杜葉錫恩沒有子女，與來自

內蒙古、與她一起創辦學校並在晚年結為連理的丈夫，把
全部的愛都獻給了他們的學生、基層民眾、弱勢群體以及
那些需要幫助的人們。

張曉明謙稱，對於杜葉錫恩，相信在場許多朋友比他交
往更多、了解更深，「她曾經說過，不介意人們忘記她，
因為她是為社會做事，並非為她自己。我想，我們在場的
每一位，甚至所有香港人，都不會忘記她。因為她是香港
人的一分子，是香港的驕傲。」

他表示，杜葉錫恩的獨立之精神、不屈之風骨、傑出之
貢獻，已經融入香港人的集體記憶，成為香港歷史的輝煌
部分，「特別是她的美德曾經感動了我們那麼久、那麼
深，是我們所共同珍視的價值觀生動而經典的詮釋。她的
故事再次使我們確信，美德是超越了種族、膚色、信仰
的，它是人類心靈與共的東西，閃耀着人性的光輝，譬如
浩瀚夜空裡的星辰，越是幽暗，越是透射其光亮。」

■記者 陳庭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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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葉錫恩是真正民主鬥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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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政府為扶助基
層青年向上流動，早年推出「兒童發展基
金」計劃，至今已舉辦5批項目，合共約1.05
萬名基層青年受惠。協作機構之一工業福音
團契昨日宣佈，旗下有230名兒童參與新一批
計劃，並已由今年7月開始實行。有參與計劃
的學童表示，感謝同行師友一直提供支持與
援助。
港府於2008年設立「兒童發展基金」計
劃，鼓勵參加計劃的10歲至16歲兒童訂立目
標，並每月儲蓄200元，為期兩年；民間協作
機構會提供一對一的儲蓄配對金，政府另提
供3,000元獎勵，換言之完成兩年儲蓄計劃的
兒童可獲1.26萬元；同時有義務友師協助參
加者發展潛能。

蕭偉強頒獎予傑出同學
協作機構之一工業福音團契昨日舉辦「兒

童發展基金計劃：第四屆慶典暨第五屆開展
禮」，由勞工及福利局副局長蕭偉強主禮，
並頒發證書及獎項予表現傑出的同學和生命
師傅。
工業福音團契表示，自2009年開始連續五
屆參與計劃，至今惠及約千名來自九龍西、
元朗、深水埗、港島及黃大仙區的基層學
生。第四屆計劃共有230位參加者將於明年開
始動用供款實踐個人目標，第五屆計劃亦有
230位參加者，已於今年7月開展其3年計
劃。
參與第四屆計劃的譚同學表示，生命師傅

Salina的出現對其成長非常重要，形容Salina
是她成長中的「同行者」，「縱然起初不太
習慣與Salina相處，但在這兩年間，每當我遇
上困難，Salina總會及時出現和提供支持。」
她又感謝Salina不時帶她出外見識，擴闊她的
視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虹）不論是學
習還是就業，自閉症兒童往往會遇到不
少困難。有非政府機構於過去兩個月期
間，訪問123名育有自閉症子女的家長，
發現60%受訪者子女曾就業，惟近一半
的工作只有3個月或以下，大部分維持不
足一年；不少受訪家長相信子女離職或
不工作的主因是不能應付工作需要。機
構成立全港首間為自閉症青年等提供一
條龍服務的賽馬會星亮資源中心，望協
助其建立社交及面試技巧，以助其長期
就業。

近半自閉症青年3個月被炒
非政府機構協康會為了解自閉症兒童在

求職與就業時所遇到的困難，在今年10月
至11月期間，以問卷調查形式，成功訪問
123名育有年齡介乎18歲至40歲自閉症子

女的家長。結果發現，60%受訪者子女均
曾就業，惟當中逾46%的現職或最近一份
職務只工作了3個月或以下，逾70%更維
持不足一年。
問及自閉症子女離職或不工作原因，近

35%受訪家長認為，主因是子女不能應付
工作需要，其次為同事、上司等溝通或社
交困難（30%）。
該會教育心理學家劉穎表示，不少自閉

症兒童身體協調能力低，時有提出「無厘
頭」問題，或造成僱主對其工作能力存
疑。她指出，自閉症兒童社交溝通能力缺
乏，成為他們日常生活及工作面試的最大
阻力，故認為欲使他們成功就業且可被長
期僱用，須予以適當職前培訓及在職支
援，從而協助他們建立不同社交技巧及提
高工作能力。
該會經理林權補充指，中心去年推出自

閉症人士全方位就業支援計劃，服務的43
名自閉症學員中，有20名半年後就成功就
業，認為情況理想。

兒受訓後「長做」蕭太感欣慰
育有兩名自閉症兒子的蕭太表示，患有

中度自閉症的大兒子喜愛自言自語且欠缺
應變能力，因而過往工作均不長久，但自
其去年參與有關計劃及接受培訓後，情況
大為改善，去年年底更獲機構聘用至今，
大感安慰。
同時，協康會昨日成立全港首間為自閉

症兒童、青年及其家庭提供一條龍服務的
賽馬會星亮資源中心，並獲政務司司長林
鄭月娥到場支持及擔任主禮嘉賓。曾出任
社會福利署署長的林鄭月娥致辭時指出，
深明育有特殊需要兒童的家長壓力，認為
須向他們提供適切支援。

林鄭勉青年延「杜太精神」服務社會

工福兒童基金 惠230學生追夢 協康推一條龍服務 助自閉青社交就業

「懷念杜葉錫恩情繫香江65載」暨
2015全港青少年進步獎頒獎典禮

於昨晚舉行，包括中聯辦主任張曉明、政
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教育局局長吳克儉、
立法會主席曾鈺成、中聯辦教育科技部部
長李魯、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杜葉錫恩
教育基金監事及籌委會主席黃華康、杜葉
錫恩教育基金主席張雅麗，和得獎學生等
出席。他們在活動中先為杜葉錫恩默哀一
分鐘，活動其間並舉行一系列懷緬杜葉錫
恩生前為香港的貢獻的環節，包括播放杜
太生前的紀錄片，和由學生獻唱歌曲。

杜太是推動港民主第一人
張曉明在會上以《百年雲煙只過眼 不

為繁華易素心》為題致辭。他指出，杜太
是「真正的民主鬥士」，先是在殖民時代
公開站出來抨擊殖民統治，並在民意尚未
受尊重的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時傾聽市民
意見，更曾接待過多達50餘萬市民，為香
港開創定期接見市民的先河，也是香港最
早呼籲推動民主政制的人。
他讚揚杜葉錫恩對民主、真理和正義的
執着追求，「體現在她對大是大非問題上
從未含糊的立場選擇」，包括鮮明地支持
中國政府收回香港、讚揚中國政府對香港
踐行「一國兩制」的承諾、反對港英政府
在臨撤退前推行「偷步」性質的「政改方
案」，甚至為香港的順利回歸和平穩過渡
建言獻策。同時，杜葉錫恩對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制度的評價客觀公允，並指她曾稱
讚中國把共產主義理念和中國的實際情況
相結合，讓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穩步提
高。

贊成二十三條立法 反「佔」顯見解
張曉明特別提到，杜葉錫恩贊成香港基

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肯定有關草案規定
合理和寬鬆，更反對非法「佔中」，不認
同「佔領」行動的激進抗爭方式。在擔任
市政局和立法局議員30多年的參政經驗，
「形成她對民主真諦的深刻見解」：「不
是你把自己叫做民主派就是民主的。民主
其實是從心裡發出，從心裡去追求的，是
可以包容不同聲音和意見的，是不偏不倚
願意坐下來討論達到一個公平的妥協。」
「民主不是一步登天。」杜葉錫恩並直斥
某些人「實際上是以其不民主的行動，延
緩我們的民主進步」，這些醒世良言都值
得大家深思。
張曉明又讚揚杜葉錫恩對香港社會的

貢獻，是公義的化身，並以此精神投身
政壇。打從她抵港的第一天起就為社會
各種不平等、不正義現象鳴不平。即使
身為英國人，杜太卻無表現出「那個時
代常見的高人一等的優越感」，更將關
愛聚焦於華人社會中最底層的市民和被
欺凌的弱勢群體，並為他們挺身而出，
討回公道。

衛基層不畏權勢 爭取真公義
他續說，杜堅守「活着就要為窮人說
話」的座右銘，且絕不為各種壓力、利誘
而「收聲」，更曾發起反對天星小輪在金
融危機後大幅加價的簽名活動、推動政府
為保障交通意外受害者的權益立法、為低
收入人群置業、爭取長者津貼等，贏得
「香港良心」、「冤情大使」等眾多美
譽；她不畏權勢，連續揭露官員貪腐案
件，對港英政府成立廉政公署有「促成之
功」。杜葉錫恩所追求的公義，「是真公
義，在任何時代、任何社會，都具有永恆
的價值。」
張曉明最後勉勵在場學生：「我想，杜
葉錫恩女士無疑是我們做人、做事的楷
模，你們的健康成長和成才，就是對這位
老人家在天之靈的最好告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立）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昨日在
「懷念杜葉錫恩情繫香江65載暨2015全港青少年進步獎頒
獎典禮」上致辭時表示，杜太一生對香港作出無私奉獻，
在擔任前市政局議員，盡心盡力促進香港在醫療、社會福
利、廉政等多方面的發展，對香港社會貢獻良多。杜太身
體力行，「以生命影響生命」的精神，正是大家的榜樣。
她希望年輕人好好裝備自己，日後學有所成，不忘「欣賞
香港、感激香港」，回饋社會，將杜太服務社會的精神延
續下去，讓香港這片福地繼續成為我們700多萬人愉快生活
的家。
林鄭月娥昨晚坦言，自己懷着沉重的心情，出席杜葉錫
恩情繫香江晚會暨全港青少年進步獎頒獎典禮，「我相信
整個香港社會和我一樣，對杜太離世感到哀痛。我知道杜
太的遺願之一是希望今（昨）晚的晚宴暨頒獎典禮能夠如
期進行。我感謝籌備委員會仝人忍着悲傷的心情，繼續準
備今日的活動，我相信杜太在天之靈亦會感到安慰。」

讚揚畢生為民育才興學
她讚揚，杜太一生對香港作出無私奉獻，自1951年從英

國來港至今的65個寒暑，一直守護香港這個家，服務市民
大眾，為基層市民尋求福利，育才興學。她擔任前市政局
議員，盡心盡力促進香港在醫療、社會福利、廉政等多方
面的發展，對香港社會貢獻良多。
1954年，杜太用自己的積蓄，買了一個軍用帳篷，作為

臨時學校，開始辦學，為基層學生提供教育機會。帳篷學
校已經從一開始只有約30人發展到今天有900名學生就讀
的的慕光英文書院。60年間，杜太一直擔任書院的校監，
春風化雨，對教育事業不遺餘力，透過教育幫助不少學生
改變命運。

強調政府多招助年輕人上游
林鄭月娥指出，扶貧安老助弱是本屆特區政府的施政重

點之一，培育青少年和為他們提供更多向上流動的機會是
不容忽視的工作。除了加強學術和職業教育外，特區政府
透過扶貧委員會於2014年推出為期3年的「明日之星」計
劃，為青少年提供職場技巧訓練及短期實習機會，並提供
獎學金，鼓勵青少年逆境自強，為他們打開上游之門。
同時，為扶助經濟上有需要人士而設立的「關愛基

金」，自成立以來已先後推出30個涵蓋醫療、教育、房
屋、福利等範疇的援助計劃。另外，我們正全力籌備推行
「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計劃」，紓緩低收入在職家庭，特
別是有兒童的家庭的經濟負擔；鼓勵自力更生，紓緩跨代
貧窮。
林鄭月娥強調，要讓青年人向上流動，除了各樣紓解經

濟壓力的補助和津貼外，她認為更重要的是要啟發青年人
探索人生的路向。「杜太身體力行，『以生命影響生命』
的精神，正正是我們的榜樣。扶貧委員會在今年10月啟動
名為『友．導向』的師友計劃，透過不同活動項目在社區

推動師友文化，鼓勵企業和巿民加入友師行列，讓基層青
年從友師的人生閱歷中獲得啟發，我們希望師友計劃讓青
年人懂得為自己未來作出規劃，促進他們向上流動的能
力。」
她指出，杜葉錫恩教育基金舉辦的「2015全港青少年進

步獎」，是為了嘉許在操行、學業及課外活動方面有顯著
進步的同學。「我在此恭賀各位得獎同學及你們的家人，
你們的努力付出實在值得表揚。同時，我希望各得獎同學
可以繼續奮鬥，好好裝備自己，日後學有所成，不忘『欣
賞香港、感激香港』，回饋社會，將杜太服務社會的精神
延續下去，讓香港這片福地繼續成為我們700多萬人愉快
生活的家。」

■張曉明讚揚杜葉錫恩是「真正的民主鬥士」，並
提到她支持香港基本法23條立法和反對「佔領」行
動等激進抗爭手法。 曾慶威 攝 ■杜葉錫恩情繫香江65載暨青少年進步獎頒獎禮進行期間，全場為杜葉錫恩默哀一分鐘。 曾慶威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被稱為「香港良心」的已故社會活動家、前立法局及市政局議員杜葉錫恩

與世長辭數日，杜葉錫恩教育基金根據其遺願，昨日如期舉行青少年進步獎頒獎典禮。主禮嘉賓、中聯辦

主任張曉明在會上讚揚，杜是「真正的民主鬥士」，是香港最早呼籲推動民主政制的人。擔任市政局和立

法局議員30多年的豐富參政體驗，形成了她對民主真諦的深刻見解，「民主不是一步登天」、「不是你把

自己叫做民主派就是民主的。民主其實是從心裡發出，從心裡去追求的，是可以包容不同聲音和意見的，

是不偏不倚願意坐下來討論達到一個公平的妥協。」她更曾直斥某些人「實際上是以其不民主的行動，延

緩我們的民主進步」。張曉明說，杜葉錫恩的許多醒世良言，值得大家深思。

■頒獎禮上
林鄭月娥與
張雅麗頒授
全港青少年
進步獎。
曾慶威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