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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哥仆心為校「惡」校工師生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希
雯）今年是聖保羅書院創校
165 周年，該校的管工劉仕
富 （ 富 哥 ） 服 務 了 該 校 46
年，非常長情。他以「惡」

嚴守校規讓學生「又愛又恨」颱風天瞓校護工程

聞名，會沒收學生違規帶進
課室的西瓜波，並當面
爛，以示懲戒，是學校的
「訓導主任」，頑皮學生對

於 17 歲 時 加 入 聖 保 羅 書
富哥院，由校工做起，今年已經

他聞風喪膽。表面鐵面無

64 歲。他為人開朗健談，初入行時
不懂英語，卻又可以與外籍老師聊
天，「他們一般問路我都聽得懂，
會指手劃腳答他，後來溝通得多，
我慢慢學會說英語。」
訪問後，剛巧外籍老師 Bill Ryan
路過，兩人即時聊了起來，Ryan大
讚富哥是最強的人（the strongest
man），希望他能做多20年；富哥則
笑着回應「Maybe！（可能吧）」。

私，內裡卻對學校掏心掏
肺：由於學校要裝修，他決
定寄宿學校，以木枱當睡
床，為的是方便跟進工程細
節；8 月時颱風襲港，幾乎
浸壞電掣房，幸好富哥及時
以布塞住入水位，同時冒雨
爬上天台搬移沙包，疏導雨

聖保羅無人不識無人不服

水，學校才避過水災。盡心

富哥在學校無人不識，因為他會
守護學校，令富哥贏得全校 ■富哥於校內無人不識，但同學都明白他嚴厲訓示背後的苦心。 嚴格執行學校的規定，例如學生賴
吳希雯 攝 在球場超時也不肯走，他會冒着
師生的尊重。

「食波餅」的危險，拿着木櫈坐在
球場中央，讓學生乖乖離場。
此外，該校有個傳統，就是學生
特別喜歡玩西瓜波，但為免發生意
外，校規不准學生在課室內玩，富
哥巡樓時會先在窗外站着作警告，
「如果他們還在玩，我便入課室沒
收西瓜球，還會拿起剪刀將球剪成
兩半，講笑說，捐去山區作瓢用，
當做善事吧。」
其實，「惡死」的富哥是鐵漢柔
情，會於校際比賽中親自買西餅到
場為學生打氣，讓學生又愛又恨。

憶鄭丹瑞勞永樂勤奮活潑
聖保羅書院培養了不少名人校
友，包括知名電台主持鄭丹瑞、香

長跑精英余懷瀚 跑出熱血跑入港大
此。」不過，在體育方面，他小五時已
嶄露頭角，一次跑步拿了獎，讓他明白
到自己的志向所在。他在小學、中學均
是田徑校隊，橫掃校內外的陸運會獎
牌。

覺，反而心生內疚。自此余懷瀚決心堅
持訓練，更學懂享受在冷雨狂風之中練
跑的熱血情懷。

中學天賦出眾 拜師紀嘉文

考入港大後，豐富誘人的大學生活沒
有動搖余懷瀚，「我參加過幾次活動，
覺得無非是一群人熱鬧一下，沒有感受
到有什麼意義。我反而希望將來回顧自
己年輕的時候，會有一件特別深刻的事
可以回憶，對我來說，跑步就是。」

中五時，余懷瀚和朋友參加團體
賽，因為表現出色，2012 年被香港半
馬 、 15 公 里 等 紀 錄 保 持 者 紀 嘉 文 看
中，並收為學生，從此他開始了一周 5
日的專業訓練，現在已是香港的精英
運動員，先後在一系列馬拉松賽事獲
獎。

挑戰「不在身體而在心靈」
他指，每天面對枯燥的跑步訓練，
「最大的挑戰不在身體，而在心靈。」
他曾經因為惡劣天氣、身體疲憊而想偷
懶，教練批准放假後，他卻沒有輕鬆感

VTC

盼後生時「跑」下深刻記憶

追求「更高」戰「垂直跑」
20 歲的余懷瀚已經在香港、日本等
地的多個長跑比賽中獲獎，以前是挑戰
「更快」，他笑言，今次要挑戰「更
高」，故報名參加了「新地公益垂直跑
─勇闖香港 ICC」，由於跑手要在全
港最高建築物跑樓梯，和跑平路的跑姿
不太一樣，因此他要另行操練。

■為了完成垂直跑挑戰，余懷瀚每日刻
苦訓練。
柴婧 攝
他的教練紀嘉文是這個比賽 2012 年
的冠軍，現全力幫助他訓練，可他卻沒
有對成績有太多期望，「我只是想嘗試
更多可能性，看看是否適合垂直跑，一
切還是以挑戰自己為主。」
公益垂直跑將於本月 11 日截止，比
賽於 12 月 4 日於環球貿易廣場（ICC）
舉行，活動設個人賽及接力賽，詳情可
瀏覽網頁：http://bit.ly/2ekqSrN。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職業訓練局
（VTC） 轄 下 的 香 港 高 等 教 育 科 技 學 院
（THEi）、香港專業教育學院（IVE）、香港
知專設計學院（HKDI）和青年學院，將在本
月 12 日起陸續舉行資訊日，屆時將設有學科體
驗活動、升學及個人發展諮詢輔導、課程簡介
及家長講座等，讓同學了解VTC課程內容、升
學和就業出路資訊。有興趣報讀課程者可於本
月 25 日起遞交網上報名申請，至於各校資訊日
詳情可於VTC網站www.vtc.edu.hk查閱。
開辦學士學位課程的THEi，將在本月12日、
下月2日及3日舉辦資訊日，該校設校園和學生
宿舍導賞，同時舉辦學科體驗工作坊，當中科
技學院將安排工作坊教授學生利用智能手機製
作簡單的擴增實境（AR）應用程式等。THEi
亦會舉辦講座，介紹獲政府納入「指定專業/界
別課程資助計劃」（SSSDP）的學士課程。
至於提供高級文憑及證書課程的 IVE 各院校
亦將在本月 25 日起多個周末舉辦資訊日，多個
學科均設有課程講座及體驗活動。為中三以上
程度青少年提供全日制課程的青年學院則將在
下月 9 日一連兩日於青年學院（屯門）舉行開
放日。

資訊日 月中起陸續辦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柴婧）長跑的寂寞
與快樂，跑者自身最
清楚：孤軍作戰，不
"*7
斷克服體能極限，有
時成功，有時功敗垂
成；無論結果如何，余懷瀚至少做到專
心致志。從小學開始已是田徑隊成員，
為了兼顧學業與運動，他十多年來一直
付出比同齡人多幾倍的努力，終以優異
成績考入香港大學的化學系。
今年 20 歲、在讀大三的他，為了在
長跑上精進，放棄了大學多姿多彩的課
餘活動，近年師承香港著名跑手紀嘉文
練跑，每周訓練近 5 天，風雨不改，
「在惡劣天氣中奔跑，特別享受，那個
時候的自己，好像特別熱血。」
余懷瀚小號和鋼琴都拿到 8 級，但他
坦言這是自己花耗大量精力苦練而得，
「其實我在這方面沒有天賦，也志不在

港醫學會前會長勞永樂等。富哥
指，鄭丹瑞年紀輕輕已經很有辯
才，對方為了溫習，會留校溫習到
晚上九時多，富哥會提醒他要離
開，但鄭會立即回嘴：「還未夠鐘
呀，點解要趕我走？」勞永樂則是
活潑的好學生，經常與老師討論，
讀書成績很好。
富哥對學校有深厚感情，早上 6
時起工作，沒有下班時間。近年因
學校裝修，他要仔細跟進工程，故
決定於留校過夜，睡在露台的木枱
上，「這裡有風，又可以看星星，
而且硬板對腰骨更好。」今年 8 月
颳起八號風球，富哥發現裝修工程
有問題，及時處理天台積水，令學
校不致水浸，是學校的功臣。

由 10 月 18 日至 11 月 4 日 ( 星期一至星期五
星期一至星期五)) ， 每日刊登
每日刊登「
「 第六屆全港中國國情知識大
賽」35 條參考題目
條參考題目，
，考考各位對中國歷史和國情的認識 (答案在下方
答案在下方))！本比賽致力於增進全
港市民對中國國情的了解，
港市民對中國國情的了解
，提供相互交流
提供相互交流，
，相互競賽的平台
相互競賽的平台。
。

5. 中國現存的面積最大的古城是？
A. 西安
B. 洛陽

C. 北京

6. 風箏最早出現在哪個國家？
A. 中國
B. 英國

C. 荷蘭

7. 中國內地的火警電話？
A. 999
B. 119

C. 110

8. 下列哪個地區不是少數民族自治區？
A. 寧夏
B. 廣西
C. 雲南
9. 下列選項中，哪一個省級行政單位是中國面積最大的省級
行政單位？
A. 西藏
B. 新疆
C. 內蒙古
10.下列中國著名的古代樂曲中，哪一個是表現了愛情故事
的？
A. 《二泉映月》
B. 《梁山伯與祝英台》
C. 《高山流水》
11.中國人在結婚的時候，喜歡在門上和窗戶上貼什麼字？
A. 喜
B. 福
C. 壽
12.圍棋起源於？
A. 中國

B. 日本

C. 韓國

13.下列名茶中被譽為「天下名茶之冠」的是？
A. 安溪鐵觀音
B. 黃山毛峰
C. 西湖龍井

C. 渝

28.二胡名曲《二泉映月》中的「二泉」指的是天下第二泉，
它位於？
A. 蘇州
B. 無錫
C. 濟南

17.成語「黔驢技窮」中的黔指的是？
A. 廣西省
B. 貴州省

C. 雲南省

29.下列山脈中，屬於西北─東南走向的是？
A. 阿爾泰山
B. 秦嶺
C. 陰山山脈

18.「宮保雞丁」是中國哪個菜系的代表菜？
A. 湘菜
B. 川菜
C. 魯菜
19.中國人飲食習俗一大特點就是使用筷子，中國使用筷子的
歷史可以追溯到商代。秦漢時期，筷子被稱為什麼？
A. 箸
B. 筋
C. 筴
20.中國西南部的河南、陝西、山西、甘肅等黃土層較厚的地
區，利用黃土壁立不倒的特性，建造出的住宅是？
A. 地坑
B. 土房
C. 窯洞
21.王昌齡的詩歌《出塞》中，「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
度陰山」中的飛將是指？
A. 李廣
B. 霍去病
C. 衛青
22.中國奧運會歷史上的首位冠軍得主是？
A. 許海峰
B. 周繼紅
C. 李寧
23.中國濕地面積佔世界濕地的10%，位居亞洲第幾位？
A. 第一位
B. 第二位
C. 第三位
24.「不知細葉誰裁出，二月春風似剪刀。」唐代詩人賀知章
這首詠物小詩描述的是哪一種植物？
A. 楊樹
B. 杉樹
C. 柳樹
25.在下列中國傳統節日中，吃粽子是哪個節日的節俗內容？
A. 重陽節
B. 端午節
C. 清明節

30.中國地勢第二級階梯和第三級階梯的分界線是？
A. 秦嶺─淮河
B. 昆崙山脈─祁連山脈─橫斷山脈
C. 大興安嶺─太行山─巫山─雪峰山
31.人民幣上的景觀素描濃縮了中國風景名勝的精華，請問第
四套人民幣一元紙幣上的景觀描繪的是？
A. 泰山
B. 長城
C. 布達拉宮
32.東北地區有中國最大的重工業基地，它是？
A. 珠江三角洲
B. 京津唐工業基地
C. 遼中南工業基地
33.東北地區的主要農作物有？
A. 春小麥、甜菜和大豆
B. 冬小麥、水稻和棉花
C. 春小麥、水稻和大豆
34.下列的哪一項是被譽為中國民族繪畫藝術珍品、藏族的
「百科全書」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A. 《華夏盛世圖》
B. 唐卡
C. 《清明上河圖》
35.中國古代四大美女被譽為「沉魚落雁閉月羞
花」，其中「羞花」指的是哪一位？
A. 楊玉環
B. 西施
C. 貂蟬

報名及比賽詳情請閱：http://cnc.wenweipo.com
31-35 BCABA

4. 下列哪一種技術是從國外傳入中國的？
A. 養蠶技術
B. 造紙技術
C. 玻璃製造

C.豫

16.廣西省的簡稱是？
A. 桂
B. 皖

26-30 BABAC

C. 玻璃

27.中國文學史上第一個以詞名家的作家是？
A. 溫庭筠
B. 劉禹錫
C. 韋莊詞

21-25 AAACB

3. 下列哪一項是中國傳統的出口商品？
A. 白糖
B. 瓷器

15.河南省的簡稱是？
A. 湘
B.蜀

16-20 ABBAC

C. 銀

11-15 AACAC

2. 請問皇帝所用的璽是什麼材質的？
A. 玉
B. 金

26.儒家本有六經，經秦始皇「焚書坑儒」之後，哪一經自此
失傳？
A. 《儀禮》
B.《樂經》
C.《尚書》

6-10 ABCBB

C. 甘肅

14.下列人物中提出了「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這一飲食理論
的是？
A. 孔子
B. 莊子
C. 墨子

答案：1-5 BABCA

1. 秦腔是中國那個地區的地方戲曲？
A. 山西
B. 陝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