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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頭家散晒」撰劇抒鬱奪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痛錫自己的爸爸 3

學界正能量

年前悄悄離家出走，而一向不咬弦的媽媽接着也
另結新歡搬走了。原先家嘈屋閉的家，一片死
寂。為了賺取生活費，只得十六七歲的陳家淇恒

常到快餐店兼職，凌晨才有時間做功課。除了忙於學業及生計，她還要為媽
媽的生活擔憂，有時忍不住在「面書」(facebook)抒發鬱悶。這些感言吸引
到學校戲劇教師的注意；在對方鼓勵下，她將自身故事寫成劇本，並和同學
一起演繹，結果在香港校際戲劇節取得最佳劇本獎。她期望透過話劇，改變

■林至泰(左) 鼓勵陳家淇將其經歷寫成劇
本。
黎忞 攝

伯裘書院中五生陳家淇的父母經常因
事吵架，她清楚記得，爸爸趁着媽

媽到河南探親期間離家出走，那是 2013
年 8 月 13 日。爸爸故意叫醒睡夢中的
她，着她學煲水和煮杯麵。在教曉她基
本「求生技能」後，就拖着行李走了。
一向對她愛護有加的父親，就這樣在她
的生活中消失。
某日她收到父親的「告別信」，當中
指他身患肺癌和欠債，為免波及妻女，
只能不辭而別。家淇對父親的苦衷深信
不疑；母親卻認定他是為了拋妻棄女而
找的藉口，故一怒之下將父親送給家淇
的毛公仔丟到垃圾桶，令家淇傷心不
已。
母親其後交上男友，不久即共賦同
居，更安排家淇在親戚家居住。不欲寄
人籬下，家淇寧願獨居在元朗的唐樓單
位，自力更生。母親一星期會探望她一
兩次。雖然母親支付了租金，但零用錢
始終不夠生活，故小妮子唯有到快餐店
兼職，「上學日子會上班 5 小時，放假會
上班 8 小時，有時凌晨才有時間做功課和
溫習。」忙着上學和上班，家淇留家的
時間不多，亦已習慣照顧自己。

面書寫心情 獲老師賞識
雖然雙親放棄了這個家，但其實家淇
仍然顧念親情，也十分緊張母親近況，
經常在面書抒發情緒。這吸引到校內戲
劇老師林至泰的注意。在了解過家淇的
經歷後，他就着她將之寫成劇本，「有
時看她的面書，覺得好『精彩』、『血

「知母對我好，方法有問題」
劇本有真實和虛構的部分，家淇把父
親離家和母親「扔公仔」的情景寫入劇
本。為加強戲劇性，她將母親塑造成無
理取鬧的人。家淇透露，母親得悉她將
家事寫成劇本，未有責怪她之餘，更表
示想欣賞這齣話劇。在撰寫劇本期間，
家淇回想起與家人相處的點滴會傷心流
淚，但也令她反思到母女之間的關係，
「我知道她對我好，只是用的方法『有
問題』。」她最希望媽媽看過話劇後，
態度會軟化，回家和她同住。
為鼓勵該校在學術、才藝和操行表現
的傑出學生，伯裘書院早前舉辦模仿大
學傳統的高桌晚宴，讓學生在席上向師
生分享其自身經歷，家淇是其中一個分
享者。

■陳家淇(前)、文家名(中) 和郭俊濠各有才華。

黎忞 攝

港生國際視野闊獲好評

在歡迎晚宴上，大會將學生與實習單位代表安排在
一桌吃飯，讓彼此能早些相互了解。「新東方」人力
資源部方老師表示，今年是「新東方」第四年為港生
提供實習空缺，之前 3 年的合作很愉快，「港生的國
際視野比較寬廣，中英文的雙語優勢也非常明顯，很
受好評。所以今年我們又提供了 4 個助教崗位，香港
大學和香港教育大學 4 名大學生會來這裡實習，希望
在 1 個月的時間裡，兩地學生能進行充分的溝通交
流，加深相互理解。」
港大內外全科醫學一年級生須之衡這次將在浙江大
學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當實習醫生，他對此十分期
待，「香港和內地的就業文化固然不同，這次難得的
實習機會讓我能親身了解內地職場文化，也提供了一
個絕佳的機會讓我們和內地的同事互相溝通、了解、
磨合，增進彼此的認識，「相信一個月過後，我們和
同事不但能成為朋友，更能建立起內地和香港交流和
溝通的橋樑。」
王征介紹時表示，浙江省青聯已經連續 6 年與未來
之星同學會合作，200 多名優秀的香港大學生也借此
平台到浙江企業實習交流，成效明顯。據了解，「未
來之星同學會」於 2005 年在香港成立，十多年來安排
了數千名港生到內地實習、交流。通過香港與內地青

芳香喚鄉情
樹上的葉子終會隨風落地，天
上的鳥兒終會回到它的歸所，在
空中飛舞的蒲公英終會落地生
根。我推開窗，記憶裡的芳香隨
風飄來，喚起了我沉寂已久的回
文匯學林
憶。
年少時，祖父總愛牽着我的小手到海邊散步，向我
訴說他愛着的本土風情。
我出生在廣東省的一個沿海小鎮，那裡碧海藍天，
空氣清新，人們都過着純樸、寧靜的生活。沒有繁華
城市的霓虹燈光，沒有那聒噪而單調的車鳴聲，也沒
有那嗆鼻的難聞氣味；只有那滿天朝我頑皮地眨眼的
星星，清晨中呼喚我的清脆的歌唱聲，還有窗外小花
園裡傳來的陣陣芳香。

憶中秋觀「白字戲」
我最愛每年中秋在大公祠裡表演的「白字戲」。所

謂「白字戲」，它於元末明初從閩南遠道而來，與當
地方言、民間藝術結合而成。以演文戲見長，亦從正
字戲中吸收部分提綱武戲，一般湊在上半夜演出，至
下半夜才做文戲，俗稱「半夜反」。
其中令我記憶猶新的是年少時與祖父一同去觀看的
「白娘子」，演員們的唱腔委婉深情，表演溫柔細
膩，然後化蛇的白娘子也着實嚇我一跳，我不斷拉扯
着祖父寬大的衣袖，一遍遍地問那是不是真的白蛇，
奇怪的是祖父並沒有拂開我煩人的小手，而是不厭其
煩地向我解釋那是從野外捕捉而來的白蛇。悲涼的二
胡聲彷彿環繞着我耳邊，使我不禁紅了雙眼。
除了看戲以外，鎮裡的人也特別熱情好客，好比我
們傳統的漢族食俗—擂茶。無論是婚嫁喜慶，還是有
朋自遠方來，即請喝擂茶。擂茶的歷史可謂源遠流
長，古語有云「道旁草屋三兩間，見客擂麻旋足
茶。」其以古樸見奇趣，以保健見奇效，是中國最古
老的茶道之一。我也時常跟隨祖母在左鄰右舍家中品

■未來之星同學會向浙江省青聯贈送紀念水晶座。
俞晝 攝
年的聯誼交流，讓更多的香港大學生深入了解內地文
化，促進與內地的政治、經濟、科技、文化等各界青
年的合作。
■記者 俞晝

嚐這甘甜的味道，有時還和祖母一起動手擂茶，而後
便抬着我的小短腿挨家挨戶地叫喚老人們來品嚐，小
夥伴們也來湊聲叫嚷，其樂融融，好生熱鬧。
令我略覺驕傲的是素稱「粵東麒麟角」的南澳半
島。半島突入海面，有如屏障似的擋住了東西兩面的
風浪。東面波濤洶湧，西面風平浪靜，若西面巨浪排
開，則東面溫婉寧靜，如此迥異的景色，我每每望
見，都會大為驚歎。

祖父不願赴港 只因割捨不了
我曾輕聲問祖父為什麼不跟隨父親來香港，祖父只
是靜靜地眺望遠方，慢慢吐出意味深長的話語：「人
老了，總是割捨不了這片養育我的土地，因為我的身
軀早已與之牢牢連在一起。」似懂非懂的我凝視着他
深邃的目光及與之動容的神情，悄悄地握住了他佈滿
老繭的大手。
如今再次回想起故鄉的樣貌，眼睛不由得澀澀的，
一定是我也對那片土地愛得深沉。
■聖士提反堂中學中三乙 陳文欣
(標題與小題為編輯所加)

一言九「頂」生 辯賽展光芒

家名初到伯裘時，死性不改，該校中文科科主任兼
資優教育負責教師張敬才表示，家名愛一言九
「頂」，故建議他參加辯論比賽。首次比賽遇上不少
強勁對手，令他明白自己只是「不知天高地厚的井底
之蛙」，跋扈的態度開始有所轉變。
升中五後，負責帶隊參賽的老師莊振沖邀請家名參
賽，家名亦由以往比賽前毫無準備，變成拿着講稿
「日讀夜讀」，收起以往的自負，謙卑地學習對手的
長處。他在今年扶輪盃中學校際辯論比賽，與同學組
隊奪得亞軍，並在上述比賽和星島全港中學校際辯論
比賽中分別獲得最佳辯論員和最佳交互答問辯論員。
在辯論中獲得自信，成為他求學的動力，今年他考獲全級第二
名，期望在明年的文憑試取得佳績，並以執教鞭作為目標。
另一名有份參與「高桌晚宴」的中三生郭俊濠，十分喜歡
「打機」和看科幻片，初中起經常研究特技電影的拍攝手法，
更不時會模仿「龜波氣功」等的影片放上網。他今年與 3 名同
學組隊參加《PHONE 拍社企一分鐘》短片比賽，以手機拍攝 1
分鐘短片推廣社企「唐氏群毅服務隊」，並奪得「最高榮譽大
獎」。

港生浙杭實習 盼成「超聯人」

2016 「 星
動杭州．未來
之星」香港大
學生暑期內地
實習計劃日前
在杭州啟動。活動由大公文匯傳媒集團、未來之星同
學會、浙江省青聯等聯合主辦，來自港大、理工、城
大、科大等 11 所香港高校的 31 名大學生獲安排在螞
蟻金服、浙江中南卡通集團、浙江省人民醫院、「新
東方」杭州學校等15家企業實習1個月。
浙江省青聯主席王征在啟動儀式上表示，大學生不
僅僅要掌握學科知識，更重要的是完成社會化的過
程，很高興同學到杭州實習；他相信透過是次活動，
同學將對內地改革開放三十年的變化有實質的認識，
產生更多共鳴。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青少年交流中心主任、未來
之星同學會專職副主席李華敏表示，感謝浙江省青聯
的熱情接待，是次活動離不開全國青聯、中央人民政
府駐香港聯絡辦公室、香港特區政府及香港有關院校
的大力支持。李華敏指在國家「一帶一路」戰略積極
推進的今天，港生能在內地實習，感受不同的企業文
化，對今後的發展非常有益，「通過這一個月的實
習，希望同學將來能負起兩地『超級聯絡人』的重
任，同時為未來的職業發展作出更好的規劃。」

■文家名
(右) 轉校和
參加辯論隊
後，變得有
目標。圖左
為教師莊振
沖。
黎忞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除了陳家淇外，中五
生文家名也有自己的成長故事，同樣有份獲邀參與校
內的「高桌晚宴」。初中時因成績優異而目中無人，
看不起老師和同學，態度惡劣令同學都拒絕跟他做朋
友。由於生活空虛，他竟自甘墮落做街童，直至轉讀
伯裘書院後，他遇上了伯樂，更憑流利口才和努力，
奪得校際辯論比賽亞軍，重拾人生目標，性格也脫胎
換骨。
文家名初中時曾考獲全級首 10 名，他坦言「我從
前是個驕傲又自大的人，開口埋口得罪人」，對老師
亦毫不客氣，在學校結交不到任何朋友。學校生活不
如意，他中三時有四分一上學日子都缺席。愛在街頭
流連，成績一落千丈，結果中四時由精英班調往普通
班。原本輕視學業的他，突然有所頓悟，「不可以再
這樣下去」，就決定轉校開展新生活，並重讀中四。

媽媽對她的態度，「我想她可以回家。」

淋淋』，她和媽媽的角色好像調轉了：
家淇似是媽媽，面書上寫滿了對『女
兒』的擔憂。」為了令劇本內容更加豐
富，家淇亦諮詢其他劇社成員的意見，
最終集合了自己和多個同學與父母相處
的故事，寫成劇本《念念之間》，並在
香港校際戲劇節參賽，奪得「中學廣東
話」組的傑出劇本獎。
《念念之間》講述一對母女遇上交通
意外，女兒因救母身亡。女兒死後獲頒
「捨生成仁」大獎，可以選擇投胎或還
陽讓母親代她死。在抉擇之際，女兒想
起多個與母親相處的畫面，更在「天
堂」遇上因手術失敗而離世的父親。最
終主角選擇投胎，重回母親身邊。

目中無人冇朋友 淪街童幸遇伯樂

父離家出走 媽媽結新歡 寫入劇本只想「母回家」

言語治療前景佳
港大課程助育才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黎忞）文
憑試即將放榜，
學生得悉成績後
可改選大學聯招
選科。為讓學生
了解更多課程資
訊，香港大學言
語及聽覺科學部
邀請在讀學生和 ■校友陳冠宏（左）分享學習和工
校友分享學習及 作經歷。旁為二年級生林顯恩。
黎忞 攝
就業情況。校方
表示，學部畢業生若投身言語治療師專業，5 年制課
程着重問題導向學習（Problem-based learning），由
三年級起，每年至少有 10 個星期到診所、醫院及社康
服務機構實習。課程有 48 個學額，去年收生成績中位
數為35分，並要求學生修讀過生物科。
港大教育學院的言語及聽覺科學部課程，畢業生可
直接投身言語治療師行列，到公立醫院、非牟利機
構、訓練中心、中小學和特殊學校工作，出路甚廣，
故一直吸引不少有志的學生報讀。課程內容包括醫
學、行為科學、語言科學和聽覺及溝通障礙等。課堂
上採用問題導向學習，讓學生透過個案研究，提升解
難和分析能力。

至少10周實習機會
該系學生在三年級起，每年至少有 10 個星期的到不
同機構實習，包括到港大的言語及聽覺科學診所提供
服務，富有經驗及言語治療資格的導師會督導和協助
學生參與不同的評估。
畢業於上述課程的陳冠宏，聲線響亮且字正腔圓，
很有言語治療師的風範。公立醫院每年提供言語治療
相關的空缺大約只有三四個，但他畢業後即成功入
職，令不少人羡慕。他指言語治療師不及物理治療師
和職業治療師有清晰的晉升階梯，但累積了一定經驗
後，薪金會隨年資增長，行業前景不俗，特別是社會
對於孩子有否發展遲緩等皆比以往更有認知，故不論
是醫院、私人機構或學校等對言語治療師有一定需
求。
現就讀言語及聽覺科學部二年級的林顯恩是港大學
生組織「心言」的成員，該組織以「打破隔膜用心對
話」為宗旨。同學會利用課堂上學到的知識，服務有
特別學習需要的兒童，提升他們的溝通能力。「心
言」今年主要為自閉症兒童服務，並與兩所特殊學校
和社福機構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