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幾年從事青少年工作，很喜
歡與他們互動，也愛觀察他們
之間的互動。男孩子相處，普遍
都熱情直接，初中男生最喜歡以
肢體語言來表達熱情，最常見的

打招呼方式就是以拳頭向對方的手臂送上問
候，對方當然也會以同樣方式回禮。我很尊
重他們的文化及禮儀，通常於打招呼階段都
不會介入。不過，這些年來，我曾經有不下
十次見證同學由「打招呼」、「玩」，演
變成指責、打架，甚至最終關係決裂。

男直接「講手」女低調「結黨」
面對這些情況，除了及時制止衝突的發生

及蔓延、進行調解外，我總會為他們的年少
輕狂而感嘆。相比之下，女同學的「鬥爭」
一般較為低調。她們一般會選擇於當事人背
後或隔屏幕發動攻勢，有需要時還會分黨
結派地進行公開鬥爭，互相抹黑及拉攏不同
勢力的支持。社工除了是訴苦對象，有時候
還會成為被拉攏的對象。
看年輕一代之間的紛爭，難免會對他們

產生一些負面想法：為什麼他們那麼暴力？
總愛說三道四？為什麼把時間都花在這些無
聊的事情上？為什麼會容許欺凌的事發生？
但當我們拿出同理心，代入他們的處境，有
些情緒又似乎很正常。

渴求朋輩認同 另類方法關懷
青少年渴望得到朋輩認同，容易互相仿

傚、影響，因而學習到以另類的方法表達關
心及展示友好。友誼在他們的生活中佔有很
重要的席位，本「一方有難，八方支援」

的精神，當「姊妹」被欺負時，好友就應當義不容辭
地支援。這些舉動與青少年的普遍價值觀相當吻合。
拉闊一點看，這些價值在大社會難道就不普遍嗎？職
場上的辦公室政治、政壇上的互相謾罵及抹黑、社會
裡隨處可見的指責及報復文化，其實與青少年於同儕
相處上的「問題」根本是一脈相承。
青少年的相處問題非純粹因為他們欠缺社交技巧，

根源在於他們的價值觀及自我的建立。青年人普遍富
有同情心，然而當與身邊人真實互動與相處時，有時
未能有足夠的同理心去理解對方。當「自我」與「他
人」之間產生衝突時，部分人會不自覺把事情二元
化，因而很快選擇了犧牲自己或犧牲他人，這說明了
為什麼青年人之間常會互相指責「自私」、「出賣朋
友」、「重色輕友」，而另一邊廂則有一些人總會默
默地接受大家的欺負、凌辱而不作反抗。
相處是一門藝術，亦是一種修為。比起教授技巧，

我更喜歡引導青年人思考自己的選擇、取態背後的考
量及價值觀，也鼓勵他們以自己喜歡及選擇的態度或
方式生活及與人相處。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撰文：香港家庭福利會
註冊社工張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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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時屢吃苦 畫出生活甜
父母早亡祖母抱恙 男孩幫倒垃圾兼職甜品畫師

清晨的街上，小男孩吃力地協助當清潔工的祖母移動着手推

車，走進一幢幢的大廈，拖出一袋袋又臭又重的垃圾。這時

的林澤，才13歲。父母離異，又先後病故，祖母不堪打

擊，也病倒了，半年間他每天奔走於學校、醫院，照顧老

人。去年他本來考入了知名的廚藝學校，但學費不菲，又不忍丟下年屆九

十的祖母在家，只有中途退學。眼前沒有康莊大道，他決心另闢蹊徑，現

在兼職甜品畫師，養家之餘，同時儲錢報讀化妝課程，夢想有日成為化妝

師，「化妝師工作安排靈活，方便照顧嫲嫲。」 ▓記者鄭伊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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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時歷盡艱苦的林澤，如何
在生活中加上一點甜呢？他笑
言欣賞到美輪美奐的甜品，就
能令他心情大好，所以去年曾
報讀中華廚藝學院的西式包餅
及糖藝課程，希望學會欣賞之

餘，亦懂自製，亦可為最愛錫的祖母
度身訂造合適的甜品。除了甜品，照
顧祖母多年，他的廚藝同樣了得。
父親離世後，林澤肩負起一家之主

的重任。除了上學，他要陪伴祖母覆
診、做家務、買餸、煮飯。如此忙碌
的生活，林澤從無怨言，反而樂在其
中。他還記得第一碟餸是中一煮的芹
菜炒雞，「第一次煮飯時，嫲嫲很
高興，我亦很有成功感，於是煮飯
變成了我每天的任務。」起初入廚
缺乏經驗，他曾因煮飯時加水不
足，把飯煮燶了，慶幸在祖母的鞭
策下，廚藝不斷進步。

湯圓無餡 乖孫有心
林澤喜歡自製甜品，因祖母因健康

問題未能吃甜品，他會想辦法研究如
何吃得健康，「我簡單地用糯米粉、

薑及片糖弄了一些沒有餡的湯圓給她吃。」這
番孝心令祖母甜在心頭，每次他端上湯圓時，
老人家都笑不攏嘴。 ▓記者鄭伊莎

一個是大學中文系教授，另一個是垃圾工
人，看似活在兩個世界，卻邂逅並結婚生
子。身為兒子的林澤也覺得父母的故事確是
奇幻，「媽媽很勇敢，放棄了內地的一切搬
來香港。」

不過，對於父母的經歷，他坦言當時年幼沒有太多的印
象。雖然母親已缺席其人生十多年，但對林澤來說仍是一個
「溫暖的存在」。
他憶述，在幼稚園升小一期間隨母親回到她的故鄉內蒙古

烏海市居住，與母親在一起的零星歡樂回憶，令他至今難
忘，「我們會到沙漠區騎駱駝、坐馬車，親親大自然。」
他心中的媽媽，「很有文學修養，很有氣質，亦是很堅

持、有原則的人，從不吝嗇愛我們，當我們是寶貝。」
媽媽離世後，缺乏母愛的林澤，在祖母身上找到另一種

愛，「祖母從不打不鬧，凡事講道理，給予我很大的自由，
總是默默地支持我。」 ▓記者鄭伊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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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教授父工人 兒：奇幻戀情

母親原是北京某大學的教授，父親則是清潔工
人，背景懸殊，卻在旅途上墮入愛河。婚後女

方來港生活，誕下長女和林澤，一家人樂也融融。
不過，幸福的日子短暫，父母數年後感情生變鬧
分居，年幼的林澤曾隨母親回家鄉內蒙古住過一兩
年，生活飄泊。別人的童年身邊總有父母相伴，他
卻苦笑說：「記憶中鮮有與爸媽出外，我通常只看
到他們其中一人。拍全家福時，我只是一個嬰
兒。」
破碎的家庭其後又遇上病魔來襲：林母患上腎
病，來港求醫。林澤小五時，她不幸病逝。失去了
母親的關愛，年僅10歲的林澤被迫學會獨立。幾年
後，父親又罹患癌症，無法工作，於是父親倒垃圾
的工作由80多歲的祖母頂上，13歲的林澤也要做幫
工。二人蹣跚地推小車運走堆積如山的垃圾，辛
苦程度可想而知，「住宅垃圾不算重，尚且應付
到，但酒樓的垃圾夾有廚餘，又臭又重，我們拉得
很吃力，需要找職員幫忙。」

「職業無分貴賤靠雙手養活自己」
難道不怕讓身邊的同學嘲笑說與垃圾為伍？林澤
輕描淡寫表示，「我自小出入垃圾場，這個行業的
人都很勤奮，都是靠雙手服務社會，養活自己。職
業無分貴賤，難道他們不值得尊敬嗎？」
他還記得，年幼時隨父親及祖母倒垃圾，自己亦
會安坐手推車上獨個兒玩樂，曾有少不更事的小孩
指祖母嘲弄為「垃圾婆」，「當時會難過，但長
大後發覺其實別人怎麼看都不要緊，嫲嫲靠倒垃圾
養活了5名子女，很值得驕傲。」

父親最終亦不敵病魔，對失去兒子的祖母而言，
打擊沉重，大病了一場。人走到絕處，竟讓林澤燃
起了鬥志，也變得更堅強。由於公立醫院病床緊
張，為了等候床位，他一人在醫院由早上苦等至翌
日早上；在祖母住院的半年間，他每天放學立即回
家煮飯，然後入院餵飯，陪伴在側。

為照顧孤單祖母棄學廚機會
年紀輕輕已替父親扛起了照顧祖母的重任，他卻

不覺辛苦，「這些都是我應該做的。慶幸當時我已
是中學生，有能力照顧她。」這樣懂事、孝順，讓
人聽更覺心酸。
與祖母相依為命多年，今年20歲的林澤已由小男

生變成了高大英俊的小伙子。自認不是讀書的材
料，他去年早在文憑試放榜前就報讀了中華廚藝學
院的西式包餅及糖藝文憑，希望學一門手藝為生。
不過，由於無法負擔學費，「加上學校離家太遠
了，有時回到家已入夜，我不放心嫲嫲獨自在
家」，為了有更多時間照顧老人，一個學期後他就
退學。
廚藝雖然未學滿師，但亦算學以致用，林澤現於
甜品店擔任兼職甜品畫師，發揮創意之餘，也有更
多時間照顧祖母。未來他擬報讀化妝課程，開展追
夢之旅。
生活的磨練似乎沒完沒了，但林澤仍能活得精

彩，令他成為去年青協黃寬洋青少年進修獎勵計劃
的得主。小小的獎項，對林澤而言，是莫大的鼓
勵，也令他增加了信心，未來與祖母一起過上好日
子。

■■林澤現時兼林澤現時兼
職甜品畫師職甜品畫師。。

■林澤指欣賞美輪美奐
的甜品令他心情大好。

鄭伊莎 攝

■林澤為黃寬洋獎勵
計劃得主，與推薦人
樂道中學副校長劉慧
儀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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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創新科技署
獲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工作辦公室委託，統籌
「國家技術發明獎」和「國家科學技術進步
獎」在香港的提名工作。署方昨日邀請於科
學與技術範疇取得卓越成果的中國香港公
民，參加競逐2017年度「國家技術發明獎」
和「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截止報名日期
為下月4日。
創新科技署發言人表示，有關獎項是國家
科技界的崇高榮譽，目的是嘉許在科學技術
進步活動中有傑出貢獻的公民及組織，表彰
科技工作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加速科學技
術事業的發展，以及提高綜合國力。過去多
年來，香港的科研人才獲國家高度肯定，其
中香港大學的「成人右葉活體肝移植」項

目，曾獲頒2005年度「國家科學技術進步
獎」一等獎；而中文大學的「腸胃潰瘍出血
的創新非外科治療法」以及科技大學與香港
大學「複雜環境下水力射流新理論、關鍵技
術及應用」項目，也分別獲頒2007年度及
2010年度的二等獎。
另外，理工大學的壓電材料研究及城市大

學的新型天線應用研究，亦曾獲頒「國家技
術發明獎」二等獎。
創新科技署鼓勵香港科技工作者踴躍參與

獎項選舉，署方將成立專家評審委員會作甄
選，推薦合適項目予國家科技獎勵辦。有關
獎項的詳細資料及報名手續，可瀏覽網頁
www.itc.gov.hk/ch/ssta或向創新科技署查詢
（電話：3655 5792）。

「國家科技獎」接受港人報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為擴大影響力，香港公開大學與

LeEco樂視開設「香港公開大學」輪播台（Ch.620）及提供點播服
務，為觀眾提供教育資訊節目，巿民可透過「樂視視頻APP」手機
應用程式、或樂視超級電視、超級手機及樂視盒子，隨時隨地收看
「香港公開大學」頻道，詳情可瀏覽http://hk.le.com/tc/home網
址。
公大校長黃玉山表示，香港正置身數碼時代的知識型經濟體
系，為配合社會發展，公大不斷投放資源開發不同平台，以更靈
活及方便的方式發放教育資訊，而是次與LeEco樂視合作開設專
屬頻道，有助推動全民終身學習。
「香港公開大學」頻道開放初期，將提供40多個教育資訊節目
及名人講座，涵蓋的課題包括環保、家長教育、中國文化、教育
與學習、科學與科技，以及開放教育資源等。頻道亦會提供不同
範疇的名人學者如馬雲、張信剛、朱經武、梁錦松、李樂詩等社
會名人主講的講座節目。

公大樂視合設教育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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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教育局局
長吳克儉上周日啟程前往秘魯，出席第六
次亞太區經濟合作組織教育部長會議，推
廣香港作為區域教育樞紐，並加強與亞太
經合組織經濟體系的合作。他昨日在個人
facebook網頁上分享跟當地大學中國留學生
交流的情況，他指，很欣賞同學有追求國
際視野的熱情，更希望香港未來可在高等
教育方面，加強與南美洲國家的聯繫。

學生跨洋學西語 嘆「學海無涯」
吳克儉周一（3日）扺達秘魯首都利馬，

隨即探訪里卡多帕爾瑪大學(Universidad de
Ricardo Palma)， 與 校 長 Elio Iván Ro-
dríguez Chávez交流，並跟來自中國內地的
學生傾談，得悉學生為了學習西班牙語，不
惜跨越17,000公里來到這裡，認為「學海無
涯，（學生）為理想可以去到幾盡」。
根據行程，吳克儉昨日開始一連三日出
席第六次亞太經合組織教育部長會議，並
專題介紹香港教育的最新發展，特別是應
用學習、商校合作和職業及生涯規劃教育
等有助學生由求學逐步過渡至工作階段的
措施。他亦會與多名亞太經合組織經濟體
系的教育部長舉行雙邊會議，加強彼此的
聯繫，並推廣香港作為亞洲的區域教育樞
紐的角色。
吳克儉周五會轉飛三藩市，探訪位於矽
谷的微軟技術中心，並與管理層會面，了
解電子學習及創新教育的新發展。他又會
與正在加州著名大學升學的學生和校友聚
會，本月9日返回香港。

吳克儉訪秘魯與內地生交流

■吳克儉與來自內地的學生傾
談。 吳克儉facebook圖片

■吳克儉抵達秘魯首都利馬後，首站探訪里卡多帕爾瑪大學。 吳克儉facebook圖片

■吳克儉（左）與校長Elio Iván Rodríguez
Chávez（右）交流。 吳克儉facebook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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