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貧女兼母職 苦學終升大
穿校服買餸照顧幼弟 獲頒新來港生獎學金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伊莎） 每年都有內地新來港

學生到這裡開展屬於自己的香港故事，有眼淚，也有歡

笑。今年20歲的郭雅如，4年前與年幼的弟弟隨父親來

港，既要適應陌生的環境，更要身兼母職，每天放學背着

沉甸甸的書包，趕到街市買餸煮飯、打理家務、照料家

人，這都令她變得更懂事。在師長及同學的協助下，她咬

緊牙關捱過來，成功在文憑試考獲佳績，順利考入中文大

學的精算系。昨日她獲頒「新來港學生升讀大學獎學

金」，讓其勇敢追夢。她坦言，很慶幸自己來到一個有愛

的城市，期望將來成為精算師，回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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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讓夢想只停留在開始
倔強的人生是，命裡有時終須有，命裡無

時要強求。人生不是給了你米粒，你就不能
吃麵；生於沙漠，就不能看海。
很多時候，人就是因為堅持自己的夢想，

最終將現實打破。《別讓夢想只停留在開
始》這本書令我不再迷茫，更加堅定地向着
自己的夢想前進。
作者將追夢成功或失敗的故事結合成書。

在看這本書之前，我一直覺得夢想只是一個
夢，遙不可及，根本沒有想去實現它的念
頭。閱畢這本書後，我的想法徹底改變了。
我開始嘗試，嘗試去實現自己的夢想，但我
害怕失敗，萬一失敗，就成為失敗者，被人
看不起。追夢者當中也有失敗的，他們經過
長時間的努力和堅持，最終失敗，然而他們
沒有為此感到失落，因為他們嘗試過、努力
過、認真過；失敗從來只屬於敢於嘗試的
人，不敢嘗試的人，連失敗都不配。
社會上有很多追夢失敗者，可能因為考不

上大學而放棄想當醫生等夢想，將陪伴自己
多年的夢想輕易放棄，不過他們總算嘗試
過。某些人因為意志不堅定而失敗；某些人
空有夢想，卻在意他人的眼光而不敢實現，
生怕別人嘲笑自己幼稚。人生下來不是為別

人而活，最重要是對得起自己。
不怕失敗的我知道必須努力，必須堅定不

移的嘗試，卻總被現實阻擋。我究竟有什麽
資本實現夢想？家境貧苦，連「翻身」都
難，怎麼追夢？怎樣實現夢想？
在我深陷「迷宮」時，這本書告訴我︰
「現實與夢想只不過是人生中的兩個目標，
現實的殘酷讓你更加接近你的夢想。」初始
我並不明白箇中含義，但看過貝多芬的經歷
後，我才領悟它的意思。
貝多芬是出色的音樂家，卻甚少有人知道

他付出了多少的汗水和努力，才能實現夢
想。在創作期間，雙耳失聰，但他沒有怨天
尤人，而是堅持自己的音樂創作，病情愈來
愈嚴重的他，甚至用筷子插進鋼琴的發聲
器，以震動來辨別音調，最終創作出著名的
《第九交響曲》。作為音樂家，他遭遇失
聰，在那麽艱難的環境中，他更加努力，打
破現實，改變殘酷的現象，實現夢想。
反觀現在的人，意志不堅定，在追夢的過

程中受到小小挫折便放棄，使夢想只停留在
開始。有些人更沒有夢想，就如在黑暗的森
林中徘徊。能夠做到堅持不懈，活出自我的
實在太少了。

在領悟了這麽多關於追夢的事例之後，我
訂定了一系列的計劃，一步一步走向夢想。
面對嚴峻的現實，我不會退縮，若要庸碌一
生，我寧願選擇拚搏，給夢想一道希望的光
芒。即使遍體鱗傷，也要活出心中的信仰，
那些為夢想流過的淚和汗，終將成為我成功
的驕傲。
在中考的前一個星期，我徹夜背書，疲勞

到眼皮都沒有力氣睜開，模擬考試3科掛科
的消息打擊了我的自信心，但是我並沒有放
棄，肯定是我還不夠努力。我一直這樣安慰
自己，之後我更加的努力，熬了3個通宵。
終於，辛勞種下和每天細心呵護的種子發

芽了，我在中考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了重點高
中。為什麼我能夠堅持？因為我沒有什麼天
分，也沒有恢宏的背景，我有的是夢和天
真。我經常鼓勵自己向前走，哪怕沒有方
向，哪怕看不見希望，哪怕看不見光芒，只
要我不停下腳步，只要我從內心告訴自己勇
往向前，我總會走向光芒萬丈！
夢想是腳踏實地的執着，還是心中不敢碰

觸的夢？有的人還在追夢的過程中奔走，有
的人已經把夢衝破，化為現實！別讓夢想只
停留在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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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介：尋常的街名，卻有
着不尋常的意義。年輕的
讀者們，當你在香港行街
的時候，不妨走得慢些，
看得細些，因為香港的歷
史，可能就在你的腳下。
陳葒校長以優美細膩的文
筆，平易親切的敘述，將
十八條香港中西區街道的
街名典故，和與其相關的
香港開埠時期的歷史故事
娓娓道出。跟着陳校長一
起行街，你會更懂香港、
更愛香港。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郭子晴點評：別
讓夢想只停留在開始！書名本身便是一種很好的
激勵！知而不行為不知，一切擁有夢想卻沒有行
動的人，他們所有的不過是空想。夢想不單是
「心靈雞湯」，也是一杯「苦茶」，追逐的過程
往往比所想更辛苦，但成果也遠比想像中更甜
美。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追夢，由今天開始！

學生︰胡昱歡 學校︰九龍工業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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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校長約你去行街》
作者：陳葒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高鈺） 哈佛大學機械人
專家團隊和一名城大工程師近日聯合研製出節能
裝置，使微型飛行機械人可在空中逗留更長時
間。該技術可用於提供災區俯瞰圖像，或偵測有
害化學品。
這個研究項目題為「昆蟲機械人借助可切換靜

電吸附裝置在天然和人工突出物上的棲落與起
飛」，今年5月在《科學》雜誌發表。

「棲落」省能源靜電方便吸附
在大部分應用情況下，飛行機械人能在高空逗
留長時間十分重要，但目前使用的機載動力系統
及機械疲勞限制了飛行時間，較小、使用電池的
機械人尤其受影響。研究小組發現，微型機械人
在飛行中「棲落」（棲息與降落）在天然或人造
結構上可以節省能源。他們在微型機械人頂部嵌
入可切換、厚度少於200納米的靜電吸附裝置，使
機械人能夠「棲落」。
該論文作者之一、城大機械及生物醫學工程學
系助理教授Pakpong Chirarattananon目前致力進

行微型飛行器及仿生機械人的研究。
他表示這種微型機械人利用靜電，可附着在玻

璃、木頭和樹葉等幾乎任何表面，亦可在這些表
面上起飛，「而要使它與表面分離，只需切斷電
源。」
他解釋，飛行機械人棲落時所消耗的動力，約比

持續飛行少1,000倍。機械人吸附懸掛於結構之
下，也有助觀察地面或發送信號，及躲避極端天
氣。這個機械裝置重13.4毫克，而微型機械人總重
約為100毫克。

可監測災區偵測危險化學品
Chirarattananon在哈佛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時，

開始研究仿昆蟲鼓翼機械人的動力學和控制裝
置。2014年他及其研究團隊研製出了世界上最小
最輕的仿昆蟲飛行機械人，名為「機器蜂」。他
認為微型機械人較為敏捷、成本較低，可大量部
署進行協調工作，例如一群裝有傳感器、昆蟲大
小的飛行機械人，可用作採集空氣污染的詳細資
訊，它們還可用來監測災區、偵測危險化學品、

確保臨時通訊網路的信號發送穩定，以及輔助農
作物授粉等。
這種機械人現借助外置照相機及電腦控制飛

行，哈佛大學Robert Wood教授領導的團隊正研
究適用於這種機械人的控制系統、電源等，令此
類昆蟲機械人成為全自動的無線機械人。

城大學者製裝置助「機器蟲」滯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高鈺）「全港
大專生機械人大賽2016」昨日在香港
科學園舉行，大賽吸引共11隊來自本
地大學及大專院校的工程及資訊科技
系學生組隊參賽。比賽最終由香港中
文大學的「巧奪天工隊」榮膺冠軍、
最佳工程設計獎、最佳團隊精神獎。
亞軍及季軍均來自香港科技大學，分
別為「火之龍隊」及「征龍隊」，香港
大學的「格物隊」則取得最佳藝術設計

獎。
中大的隊伍將代表香港參加於8月

21日在泰國曼谷舉行的亞太廣播聯盟
機械人大賽。此外，所有參賽者將可
獲得由香港科技園公司贊助「機械人
創作坊」為期一年的免費會籍，讓他
們可享用特設的共同工作空間，並提
供一系列協作式機械人、所需的工具
及專業指導，實現他們的機械人有關
項目及構思。

中大「巧奪天工」機械人賽奪冠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高鈺） 被譽為「動畫少林寺」
的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近日再創佳績，早前該校3名學
生代表香港參與在羅馬尼亞舉辦的第十四屆國際資訊科技
大賽(InfoMATRIX 2016)，包攬了電腦藝術組別中金銀銅
3個大獎，為港爭光。
國際資訊科技大賽至今已舉辦14年，由羅馬尼亞教育

部及光明基金會合辦，為全球最大型的國際資訊科技大賽
之一，今年活動由5月26日至6月1日舉行。比賽設電腦
藝術、程式設計、短片及硬件控制等6個組別。
本年有來自48個國家及地區的365份作品入圍參展。本
港3隊在電腦藝術組別中入圍的作品均來自順德聯誼總會
翁祐中學。該校中五生王耀南、中四級黃家俊、中五級郭

亦君分別取得金銀銅獎。
王耀南的作品「電魚」是關於緬甸短吻海豚保育和當地非法電

魚問題，同學早前獲中國探險學會邀請，前往緬甸曼德勒進行兩
星期考察，其後製作3D電腦動畫宣揚保育訊息和呼籲停止非法電
魚訊息。王耀南表示，評審認為其作品的視覺效果和動畫技術運
用優秀，並主動邀請他製作非法伐木的電腦動畫，以關注羅馬尼
亞一帶發生的過度伐木情況。銀獎作品「別無選擇」則用了恐龍
和人類之間的故事帶出母愛的偉大，而銅獎作品「學習」則帶出
普及教育的重要性。

同學訪土耳其家庭體驗風情
是次比賽中，同學有機會到訪當地土耳其家庭，體驗當地風

情，黃家俊表示，參觀當地家庭讓他感受到外國家庭的氣氛和風
情，亦令他深深感受到土耳其人男尊女卑的情況，激勵了他將來
製作以女權為題的動畫作品的念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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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香港新來港人士服務基金主辦，九龍地域校長聯
會協辦的2015/16年度「新來港學生升讀大學獎

學金」昨日舉行頒獎禮，20名表現優異的學生各獲10
萬元獎學金，並在中聯辦九龍工作部部長何靖及教育局
副局長楊潤雄主禮下獲頒獎項。

鄧清河勉學生為國為港獻力
基金會長兼全國政協委員鄧清河於致辭時感謝各善心
企業家及贊助人支持，讓這些新來港的清貧生，可以在
無經濟負擔下專注學業。他相信知識可改變命運，而高
等教育更可制止跨代貧窮的延續，故勉勵得獎學生要努

力學習，為國家和香港作出貢獻。
獲頒獎學金的郭雅如4年前來港，在李求恩紀念中學

就讀中四。自小在福建長大的她一直在母親的悉心照料
下長大，惟她與弟弟來港後，與母親分離，令當時年僅
16歲的她無奈要肩負起照顧家人的責任，「每天放學
後，同學去聚會，但我要背着書包去街市買餸，不少店
東看到穿着校服的我在街市出現都很好奇。起初我也不
會煮飯，唯有自學。」回家後，除了洗菜煮飯，她還要
應付大大小小的家務，以及教導年幼的弟弟。

不懂廣東話中文科也覺難

忙完家務後，打開書包，又是另一個戰場。陌生的課
本，令她大感頭痛，「香港中四的程度與內地的始終有
一段距離，尤其是英文，要花很多時間追上進度；我又
不懂廣東話，中文的科目也有難度，結果經常要溫習到
深夜。」面對家庭及學業的種種挑戰，她一度想放棄，
萌生返回內地的念頭。

感激社會有愛盼學成回饋
幸有校內的數位老師向她伸出援手，特意在小息和放

學時間替她補課，她亦憑着自己的堅毅咬緊牙關捱過
去。去年她在中學文憑試考獲兩科5**、兩科5*及兩科5

的佳績考入中大。她感激這個社會的愛，助她闖過不少
難關，期望畢業後成為精算師，貢獻社會，將其正能量
傳遞給更多年輕人。
另一獎學金得主王思淇，即將升讀香港大學醫學院二

年級。回望4年前來港的經歷，他覺得語言及文化差異
是最大難關，「當初學習廣東話是同學在身邊逐個詞語
教讀，慢慢學過來，整整花了一年半的時間」。
為了與同學溝通，我每日看報紙，了解香港的年輕人
關心什麼。在文憑試考獲6科5**的他，矢志畢業後從事
醫學研究，「科研可以改變社會，但香港的科研卻較歐
美國家落後，我希望可以出一分力」。

■■「「新來港學生升讀大學獎學金新來港學生升讀大學獎學金」」昨日舉行頒獎禮昨日舉行頒獎禮，，
2020位獲獎學生各獲位獲獎學生各獲1010萬元獎學金萬元獎學金。。 莫雪芝莫雪芝攝攝

■■郭雅如來港初郭雅如來港初
期期，，要面對家庭要面對家庭
及學業的種種挑及學業的種種挑
戰戰。。 莫雪芝莫雪芝攝攝

■Pakpong Chirarattananon博士 校方供圖

■來自6間本地大學及大專院校的11隊參賽隊伍進行連番激烈的比賽，角
逐全港大專生機械人大賽冠軍寶座。 大會供圖

■左起：
黃家俊、
王耀南和
郭亦君分
別獲得銀
獎、金獎
和銅獎。
校方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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