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僻壤備災減災 港生助人自助
陳英凝領航援少族 推動人道救援培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柴婧）居

住在自然災害頻繁地區的人，生命及財產

經常受威脅，而提升他們的應變能力是提

高其存活率的重要方法之一。由香港中文

大學及英國牛津大學協議成立的災害與人

道救援研究所（簡稱CCOUC），推動港生

及牛津學生「走出課室」，到災害頻繁地

區進行培訓及救援，又因應各地文化及習

俗需要，為居民推行健康教育。CCOUC所

長陳英凝在過去多年帶領學生走訪了十多

條偏遠村落，除了成功向當地人推廣備災

減災的知識，她認為前線救援經歷亦能讓

參與學生學懂謙卑，對他們是很大的得

着。

聽過師姐分享了在「跳出框
框」嘉年華 (Out of the Box
Festiva)做義工的經歷，我十分
羨慕。去年6月，我們終於有

幸到澳洲參加了！能在這個兩年一度的嘉年

華中當義工，就算只有8天，我們還是有滿
滿的收穫！

銅鑼和聲 享受安寧
「跳出框框」希望透過集結世界各地的文

化藝術活動，來刺激小孩子的創意。今年其
中一個充滿亞洲風情的活動就是「銅鑼花
園」。在一個充滿尼泊爾風格的寺廟裡，擺
放了來自中國、越南、緬甸等地的各式銅
鑼。孩子可以隨意敲擊，感受不同大小造型
的銅鑼發出的聲音。孩子和家長都對這些異
國的樂器很感興趣，會靜心欣賞銅鑼所發出
清脆延綿的聲音。
其中一個澳洲小男孩，在水池旁盤膝而

坐，間中還閉上眼睛，一本正經地打坐，
十分投入。或許是安寧人心的銅鑼聲和寺
廟環境營造了一種特別的氣氛，讓他發現
了打坐的樂趣，在旁看着的我也很想走到

他身邊一起打坐，感受都市中的祥和與悠
閒。
其實人們對音樂的感應與祥和氣氛的享

受是不分年齡、不分國界的。走出「銅鑼
花園」，又有另一個動人心弦的活動，就
是 那 令 人 既 興 奮 又 期 待 的 「HOLI
THROW」。HOLI是印度的色彩節，人
們會相互撒彩色的粉末，為彼此祈福，故
「HOLI THROW」是一個充滿愛和分享
的活動。
孩子們在進入會場前，都會先穿上白色的

保護衣和面罩，在適當的保護下，用多種方
式讓彩色的粉末飛揚。現場有紅、橙、黃、
藍、紫5種顏色的噴射器和一幅創意牆，孩
子們可以用力踏下腳踏，讓五色粉末從噴射
器飛出，落到保護衣上，就變成了一幅幅五
彩的繪畫；而創意牆是讓孩子將不同色彩的
粉包擲向牆上，在牆上留下的顏色，變成了

他們的即興畫作。

五彩狂歡 快樂印記
當主持一叫「開始！」，五彩斑斕的粉末

帶着笑聲隨風飄逸，甚至遠飄出場外，感染
了觀眾。最初我還擔心小孩會因為互不相
識，玩起來會出亂子，但當所有孩子相互噴
灑粉末，為彼此祈福時，一切的隔膜、膚色
差別、語言不同、年齡差距，都被繽紛的色
彩蓋過，留下的是滿滿的祝福和歡樂的氣
氛。陪伴的家長們和義工，也在那瞬間找回
了久違的童真。
狂歡之後，小孩滿臉滿身都是粉末，家長

都沒有半句怨言，更趕着與小孩拍照留念，有
些還想帶那套色彩繽紛的保護衣回家。身為工
作人員的我們，雖然沒齊全的保護裝備，但大
家都沒有介意並豁出去地盡情與小孩玩樂，最
後不僅也帶着「彩色衣」回家，連頭髮鞋子都
留下了快樂的痕跡。看着小孩和自己的樣子，
我們都會說起一樣的話：「有多少香港家長能
接受這樣『彩色』的活動呢？」。

跳出框框 回味溫情
晚上洗澡後，我們期待着明天又是一個怎

樣的彩色經驗呢？即使身處氣溫只有十多度
的澳洲，我們更多感受到的是「跳出框框」
中人與人熱情的互動，孩子們對新鮮事物的
好奇和對不同文化的熱忱，讓我們獲得一份
溫暖又難忘的體驗！
其實香港也有類似的活動。每年11月，
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行的渣打藝趣嘉年華就是
一個可以體驗現實與虛幻交錯的藝術盛宴。
其中有夜光巡遊、氣勢磅礡的大型木偶巡
遊、各式各樣的藝術攤位以及舞台表演。然
而，這些活動的參與者多為中小學生，作為
幼教專業的我們會努力汲取各種活動的經
驗，讓豐富多彩的活動走進幼稚園，把歡樂
帶給香港的孩子。

（標題和小題為編輯所加）
■羅雅丹/藍顥/林桐(香港教育大學幼兒教
育榮譽學士課程學生)、黃潔薇博士(香
港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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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OUC由中大及牛津大學於2011年4月
合作成立，致力進行與大中華和

亞太地區災害與人道救援有關的研究、培訓和知識轉
移。研究所主要到訪以內地少數民族、極端貧困人口
為主的西部，以及災難頻繁的偏遠地區。陳英凝早前
接受本報專訪時表示，現時「少數民族健康計劃」是
其前線項目之一，向當地人推廣備災減災、水和健康
等公共衛生議題。
偏遠山區因受道路阻隔，一旦遇上自然災害，當地
居民往往只能自救。「以前救援時，總會有居民請我
們幫助他找親人，形容他或她是胖的、高的，但是這
些描述並不能幫助尋找」，團隊遂教他們準備救援
包。陳英凝續指，他們會指導居民用手機拍照，留下
親人的影像，還會在救援包內放入水、口哨、手電
筒、打火石、身份證明文件等，以備不時之需。

破格「母乳」教學 免回婦枉捱刀
陳英凝每次都帶領不同學系、約數十名學生揹着救

援工具及物資，至今已走訪了十多條少數民族村落，
過程中遇到不少難忘經歷。她憶述，過往曾到訪甘肅
一回教村落，有多名婦女靜悄悄地向他們請教乳癌資
訊，「原來數名婦女的乳房都有數條傷痕，有人甚至
多達四處傷痕，但她們並非乳癌患者。」
幾經查問，團隊才發現因當地女性嚴重欠缺生理健

康知識，加上村醫未夠專業，只要有婦女的乳房出現
硬塊，不管是因生理期或其他非癌變原因，都會進行
手術切除硬塊，導致許多婦女的乳房無端受創，「我
們很心痛，明明很健康的一個人怎樣變成這樣呢？」
於是她與村長多次協調，學生又通宵達旦準備教材，
最終村長為讓村民知道講座的重要性，更破例安排他
們於回教寺廟外進行婦女健康教育講座，令他們既感
動又難忘。
陳英凝又分享，他們在2014年到訪青海時，亦發

現當地女學生即使已18歲仍無使用衛生棉的習慣。
於是她帶領學生嘗試利用當地資源製作環保衛生棉，
並邀請當地學生參加女性健康知識講座。
隨團學生在過程中表現出的積極和熱情令她動容，
「這些同學在無辦法洗澡、無廁所、食物又不可口的
情況下，連續幾晚不睡覺，都設法把各自的任務做
好，讓我特別驕傲。」

助民非「施捨」學醫學仁愛
雖然學生是利用其專科知識，幫助當地居民，但陳

英凝經常向他們強調，千萬不要抱着「施捨」心態，
反而要感謝居民提供學習機會，「因為他們允許陌生
人走進自己的家，這並不容易。學生能通過前線救援
學懂謙卑是他們最大的得着，例如醫科生除了學醫，
亦要學習仁愛。」
除了前線的培訓，陳英凝表示，同行的中大和牛津
大學學者，及受邀的專業人士如退休警司等亦會把握
機會，在星空下點起蠟燭就其專業領域作分享。未來
她和團隊將繼續進行科研、政策研究，進一步思考如
何在救災中更好保障長者及小孩等，並希望利用應用
程式推廣救災培訓。

■教大師生從澳洲的「跳出框框」嘉年華中
得到不少啟發。 師生提供圖片

大學主修生物醫學工程專
業、在實驗室專注研究的陳
英凝，為何會選擇走上烽火
戰地，踏遍貧窮及偏遠的災
區進行人道救援工作？健談
外向的陳英凝坦言，自知與
傳統基礎科研無緣，其後在

災區工作，曾親眼看到一個新生
兒夭折，亦曾見證一名護士如何
為一個垂死的同性戀愛滋病患者
擦乾淨全身及包紮傷口，這些觸
動人心的經歷，都令她決意循救
援工作發展。她又寄望參加救援
培訓的學生能夠善用其專業知識
助人，將這種精神承傳下去。

走出實驗室 災區學救急
在美國升學的陳英凝，大學入

讀生物醫學工程專業，首兩年經
常待在實驗室做研究，令她漸漸
發現自己並不適合循傳統基礎科
研發展。其後，她以初級研究助
理員身份隨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營
養測量隊到旱災後的津巴布韋。
有一天，原本要去見證生命誕

生的她，卻親眼看到一個新生兒
夭折。她憶述，當地一名和她年
齡相若的女子生下一個沒有生命

跡象的嬰兒後，爬到陳英凝的面
前求她救救孩子，毫無經驗的她
頓時不知所措，替嬰兒做了十多
分鐘人工呼吸，直到這名母親示
意她放棄。
當時陳英凝非常難過，幸而得

到團隊的一名護士開解，「她對
我說，盡了力就好。」

貢獻獲肯定 膺傑出領袖
留在津巴布韋期間，夥拍有愛

心及理性的團隊一起進行救援工
作，令陳英凝發現自己還是最適
合從事人道救援，遂走到哈佛大
學升讀公共衛生學院人口及國際
衞生科學碩士。
其後，她返港完成港大內外全

科醫學士及中大醫學博士。
加入中大近11年的她，除了

是CCOUC所長，亦是中大醫學
院助理院長（發展），去年更憑
着在人道救援領域的出色貢獻，
獲選為「2015 年傑出領袖」
（ 社 區/公 共 事 務/環 境 保
育）。
多年來，陳英凝的人道救援工

作從未停止。其中一次令她最為
觸動的經歷，是跟隨無國界醫生

到泰國工作，在貧民窟垃圾堆旁
的木屋發現了一名被家人遺棄的
同性戀愛滋病患者。
她表示，患者瘦得皮包骨，滿身

傷口，橫癱在地上，「那時愛滋病
患者還不被社會接受，但有名護士
在旁默默驅趕咬他的鼠群，戴上手
套，十分溫柔地為他擦乾淨全身、
塗藥膏、包紮傷口。她就好像一個
天使，我們在她身上看到如何維護
人性的尊嚴，這正是我希望學生學
到的。」

薪火互傳承 關愛遍全球
陳英凝坦言，每次到訪災害地

區，總會碰到很多傷痛場面，
「我們不一定可以救回所有人，
但我們可以盡自己的能力解決眼
前的問題，例如如何改善生還者
的生活質素？如何提高他們的防
災意識？這是很重要的。」
她多年來的努力亦沒有白費，

「有參加過我們活動的哈佛生之
後在哈佛開了一個群組，安排其
他學生參加我們的項目，又有學
生去了德國後，將我們的理念推
廣到當地，這種承傳是最令人興
奮的！」 ▓記者 鄭伊莎、柴婧

感遇天使 濟世承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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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災不一定要去非洲，在自己的國
家活動，一旦發生什麼意外，我也可以
帶學生回來」，陳英凝解釋災害與人道
救援研究所特意選擇內地少數民族作為
培訓對象的原因。不過，內地幅員廣
大，要找一個保障學生安全、讓學生得
到難得的鍛煉機會，亦要對受災地區群

眾有所幫助，且民風淳樸的地方其實亦有相
當難度。
選址是前線項目開展的第一階段，陳英凝

的團隊事前要多次前往當地考察及協調。
「有些地方是文化不允許，有些地方是村長
的問題」，陳英凝因而吃過不少閉門羹，但
她還是堅持與團隊挨家挨戶進行評估，根據
當地需要制定健康推廣計劃。每個項目由開
始至結束，花近兩年時間。

「當時只知很凍很凍」
由於他們選擇的地方均很偏遠，出發時往

往就已面臨挑戰。陳英凝分享一次帶隊去青
藏高原時遇到惡劣天氣的經歷：「當時地面
結冰，司機擔心有危險，就讓所有人下車，
車先走，我們跟在後，在海拔4,000多米的地
方足足走了半個小時，當時只知很凍很
凍！」

人手不足亦是他們的另一大困難。陳英凝解釋
指，現時每年申請的學生人數多達400人，但他們
可招收的學生有限，每年會出行約6次，而每次連
同學生、職員及義工在內只有約10人至40人；其中
每30人就有近10人是職員或義工，照顧學生的安全
及從旁協助，所以要有足夠的人手協助統籌、要找
到合適的職員及義工同行亦是困難之處。

▓記者 鄭伊莎、柴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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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將防災知識推廣到更多地方，自2014年6
月起，中大CCOUC透過牛津大學的網上平台推
出「災害與人道救援中的公共衛生原理」免費線
上課程。陳英凝表示，全球有關災害的課程並不
多，期望修讀的學員可將相關知識在當地推廣，
將防災備災專業發揚光大。
陳英凝指出，課程的全球學員已有約4,000多

人，遍佈內地、香港、美國、加拿大、歐洲等，不少
學生與CCOUC保持聯繫，不知不覺亦成為了開展救
援項目的推動者。她舉例指，尼泊爾在2015年發生
地震後，CCOUC團隊亦到當地進行考察及技術評
估，便是由修讀課程的十多個尼泊爾學員牽頭提出，
「當時他們透過平台聯絡我們，希望我們可以幫忙培
訓，於是隨即組隊，短短兩個月時間便訓練了50多
個非政府組織進行災後工作，沒想到這些學生可以成
為我們的網絡。」 ▓記者 鄭伊莎、柴婧

在線授徒 聯網結緣

■陳英凝2013年在青海替藏族婦女
進行基本健康檢查。 CCOUC圖片

■陳英凝（後排右五）2011年帶領學生冒雪前往甘
肅省張家川回族自治縣馬鹿鄉大灘村進行公共衛生和
備災教育。 CCOUC圖片

■陳英凝認為前
線經歷助人自
助。 劉國權 攝

■陳英凝團隊2014年向四川省紅岩
村村民送贈救援包。 CCOUC圖片

■陳英凝於2015年6月在尼泊爾評估地震災情，村長及教師To-
palo向她表示向當地孩子灌輸防災知識的決心。 CCOUC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