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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大生立志做「高端農夫」
獲創科獎學金赴美深造 盼學以致用為港獻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做農夫要抵受日曬雨淋，遇上惡劣天氣更隨時血本無歸，但理大食品科技與食

物安全二年級生顏文政卻立志要做「高端農夫」，別人質疑他讀飽書去耕田是「嘥料」，他卻深信自己的本科

知識絕對可以幫助業界。他與其餘24名學生在「創新科技獎學金計劃」資助下，將獲最多15萬元到海外名校

學習，深化對相關行業知識，未來為港作出貢獻。

《4個狀元的背後》
這本書的主題是講述一間名不見經傳

的中學，在會考放榜時，誕生了4名十
優狀元，這種情況連在傳統名校也少
見，因此引來大批傳媒爭相採訪，希望
知道各狀元到底有什麼學習大計，還有
他們的家人怎樣鼓勵他們學習。當記者
想為狀元們拍照時，其中一人竟左閃右
避，甚至逃離現場，背後的原因引起了
大家的好奇。在一次機緣巧合下，記者
為他們做個人訪問，竟發現他們4人均
來自破碎家庭，也曾痛恨家人和誤入歧
途。書中敍述他們所經歷的轉變以及使
他們獲得這樣成就的原因。

我喜歡這本書，藉着書中的故事，讓
我明白公開試並非如此可怕，有助減輕
我的壓力，並增強了自信心。我將要面
對「一試定生死」的香港中學文憑試，
雖然和會考制度有所不同，但我能以他

們的經歷鼓舞、鞭策自己，朝着自己的
目標進發，永不言敗。

在4個主角中，最令我敬佩的是甘凱
婷，因為她的經歷最令我有感觸。她比
一般同齡的孩子相對早熟，雖然雙親仍

然在世，但因為一次意外，哥哥離開了
這個世界。自從那天，姐姐被逼輟學照
顧年幼的主角和弟弟，後來爸爸也不幸
遇上交通意外，因壓力無法宣洩，唯有
向妻子提出分手。甘凱婷經歷家庭的變
故，但她並沒有學壞，反而努力讀書報
答家人，因她相信知識能改變命運。

在最後，她成功了，她告訴我們不要
被困難、逆境壓倒，要抱有信心，迎難
而上。她的故事告訴我只要有夢想，只
要肯付出，必定有收穫。她是我最欣賞
的十優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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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短篇偵探故事，學香港歷
史！三個自稱偵探的少年扮鬼扮
馬，組成奇趣香港偵探團，一起出
動調查香港的奇趣歷史。九龍寨城
為何變成三不管地帶？吃人老虎曾
經是香港常客？啟德機場是全球最
危險機場之一？誰是港督刺殺案的
刺客? 無數歷史謎團，一一追查到
底！《奇趣香港史探案》系列全五
冊，由古代、開埠至當代，為讀者
揭開香港歷史的面紗。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點評：的確，在漫漫人生長路
上，公開試並不是一個那麼難過的坎；但對於年輕學子，它是
一個寶貴的機會，考驗和鍛煉你的IQ、EQ和AQ。我們可以失
敗，但不能放棄；可以被考評局「肥佬」，但不能認定自己的
人生就此「肥佬」。迎難而上！互勉。

學生︰盧嘉敏 學校︰聖士提反堂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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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趣香港史探案03──戰前時期》
作者：周蜜蜜

■葉慧珍與林龍安等嘉賓切生日蛋糕，同賀香島中學71周年校慶。 校方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為慶祝香
島中學71周年校慶暨香島校友會58周年
會慶，香島教育機構於3月31日晚舉行
盛大聯歡餐會，餐會當晚筵開69席，逾
800人出席，場面熱烈隆重。

出席活動的嘉賓眾多，包括禹州集團
（香港有限公司）董事長林龍安，校董
黃定光、袁武、吳清輝、李祖澤、沈雪
明、張炳源、梁慧儀、殷浩然，校友則
有黃國健、吳亮星、李光明、鄧德濂、
毛浩輯、周華焯、梁紹基、司徒宏、陳
曉暉、陳燕兒、楊若全等。另外，香島
教育機構主席葉慧珍、教育發展總監楊
耀忠、行政總監葉燕平，連同屬校教職
員工、退休教工及校友等。

天水圍香島中學校長吳容輝致辭時表
示，今年是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當今
社會形勢錯綜複雜，如何在學校有效推
行香港基本法教育，培養學生守法的價

值觀為教育重中之重。香
島教育機構各屬校，一直
以來都堅守基本法教育，
教育學生明辨是非，遵守
法律，維護香港法治的核
心價值。

秉持創新 培養人才
他又回顧香島中學辦學

71年來人才輩出，感謝為
學校付出青春和心血的前
輩，香島人將銘記「一粥一飯當思來處
不易、半絲半縷恒念物力維艱」的教
誨，展望未來將繼續秉持「香島同心、
奮進創新」的精神，薪火相傳，為祖國
和香港培養更多愛國愛港的人才，為建
設更美好的未來而努力。

餐會開始前，大會舉行了校慶餐會啟
動儀式，葉慧珍與一眾嘉賓、校董及校

友會名譽會長上台主持儀式，接着是切
生日蛋糕，祝賀香島桃李滿門、松柏長
青，並祝香島的愛國教育事業不斷發展
壯大。其後林龍安及葉燕平分別向長期
服務學校的教工致送紀念品；校友會亦
向校友和校友子女頒發多項獎學金。

校友同獻唱 祝酒敘舊情

畢業於不同年代的校友亦相聚合照留
念，其中畢業50年的第二十一屆校友為
表達愛校之情，還向母校獻上賀禮，場
面溫馨感人。在節目表演環節，校友嚴
志強送上《黃河頌》，香島校友合唱團
獻上《黃水謠》及《大地恩情》。席間
師生校友暢敘舊情，並相互祝酒，氣氛
高漲。

香島中學校慶71周年聯歡 這集請來香港中文
大學前教務長何文匯，
講解《論語》和治理國
家的關係。
問：何教授，《論

語》的第一篇是《學
而》，第二篇是《為政》。其實孔子的政治觀是
如何的呢？
何：舉例說，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

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
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夏以1月為歲首，殷以12月為歲首，周以11
月為歲首。夏的春天是1月、2月、3月，周的官
方春天是11月、12月、1月；夏的夏天是4月、
5月、6月，周的官方夏天是2月、3月、4月。
如果民間用周曆就會擾亂農時，所以為了方便耕
作，民間一直兼用夏曆。所以孔子說行夏之時，
即是說繼續容許民間用夏曆。

「輅」即是車，殷代用木車，所以乘殷之輅，
是取其儉樸。周的禮冠前面有旒，可以遮眼，兩
旁各垂一個耳塞，叫做「充耳」，表示明有所不
見，聰有所不聞，在位者不要太留意他人的小過
失。韶是帝舜的舞樂，孔子認為韶樂是「盡美
矣，又盡善也」。

棄靡曲遠奉承
但是，為政者一定要放棄鄭國的樂曲和疏遠善

於奉承的人。因為鄭國的樂曲靡曼淫蕩，足以令
人喪志；善於奉承的人一定善於中傷，所以極其
危險。所以孔子闡釋仁政，非常具體。
《論語．衛靈公》
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

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
淫，佞人殆。」（顏回 字子淵）

「復興新生系列．世說論
語」專欄節錄自同名電視特
輯，特輯由超藝理想文化學
會製作、中外友協和平發展
基金會創會會長陳復生監製
及主持。本欄旨在通過學
者、名人的訪談，暢說《論

語》對他們為人處世的啟發。讀者可在其face-
book專頁瀏覽短片。

（標題及小題為編輯所加）

逢星期三見報

為政有方 治國有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獲特首梁振英委
任為香港教育大學校董會主席的馬時亨昨日上
任，並通過電郵與師生、校友分享心情。馬透露
當年的老師沒有放棄草根出身、終日流連街頭、
科科「滿江紅」的他，反而經常孜孜不倦，循循
善誘，故他雖然一直在經濟和金融領域發展，卻
把教育放在心中舉足輕重位置，並特別期望教大
學生能做到有心、有夢想、有視野。

曾無心向學 憶恩師善誘
馬時亨出任教大校董會主席的任期由昨日起

生效，為期3年。他昨日發送給教大師生和校
友的郵件中指，懷着既喜悅又謙卑的心情接
任，並因能為教師教育出力，感到非常榮幸。

他首先感謝剛卸任的彭耀佳，在校董會不同
崗位服務近15年，成功令教院正名為「香港教
育大學」，並對教大過去十年成績表示肯定。

在郵件中，馬時亨提到自己過去雖主要服務
於經濟和金融領域，但教育在其心中地位「一
直舉足輕重」，皆因「對啟蒙老師的感恩之
情。」他指本身出身草根、成績差、無心向
學，但老師對他循循善誘，「沒有他們的鼓勵
與提攜，便沒有今天的我。」

由於深明老師角色的重要，他對教大學生也
充滿期許，希望學生不論是否投身教育行業，
都必須「有heart（心）」，尤其是老師，對
「教育」應當存有熱誠。他認為在數碼化時
代，老師「解惑」的角色正漸漸被科技所取
代，但老師們的最重要任務乃是「傳道」，以
良好品格正面影響學生。

他又強調學生要有夢想，無論夢想是大是
小，要實現都必須下苦功；至於在全球一體化
之下，會為年輕人帶來挑戰，故學生要具備廣
闊視野，否則終究會被時代淘汰。

馬時亨掌校董會 勉教大學生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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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下不少青年
人打機成癮，影
響個人學習、生
活 及 與 家 人 關

係，聖公會牧愛堂及聖公會蔡
功譜中學近日舉辦「戒打機的
成功真相」親子影院分享講
座，由資深情緒管理講員余德
淳博士主講，幫助家長了解子
女們沉迷「打機」的原因及心
態，協助家長與子女建立有效
的溝通。

講座吸引逾500名家長、同學
及社區人士出席，各人先觀賞
「打機王」微電影，再由余德
淳分享經驗。他引述專家研究
報告指，打機成癮與吸食毒品
上癮相似，長遠會影響人的集

中力、記憶力、決策力，甚至
訂立目標的能力，亦會削弱青
少年的克制能力。

他又指，性格內向的青少年
打機成癮的話，會對網上社交
變得更依賴，例如在討論區的
話題得不到正面回應時，會感
到焦慮，一旦惹來批評時更會
哭泣、失眠。

余德淳講及打機成癮者的特
徵，引導青年人及家長自行評
估情況，並提醒家長指，孩子
沉迷打機主因是寂寞，父母應
抽時間與子女傾談，關心他們
並一起參與活動，培養不同興
趣；父母亦宜多欣賞子女，讓
他們建立自信。

■記者 柴婧

蔡功譜校辦戒「機癮」講座

顏文政雖然年紀輕輕，卻早已決定走與
別人不一樣的「耕田路」。

他一直對耕作深感興趣，亦深信發展本地
農業好處多多，但看到目前本地蔬菜供應只
佔全港蔬菜所需的2%，他就覺得自己可以
多行一步，「發展本地農業一來方便大眾了
解蔬菜出處，即使出事亦較易追蹤問題所
在；而且外來輸入蔬菜要經過長途運輸，時
間愈長，營養流失愈多。」

科技助農業覓出路
他在過去兩年來先後到過嘉道理農場及香

港濕地公園做義工，學習各種農業與生態知
識。他坦言經常被人問到「做農夫何需讀大
學」，但他深信大學的知識可幫助本地農業
找到出路，「香港土地有限是發展農業的一

大阻礙，但在現代科技協助下，即使土地所
限亦能增加產量」，他以「垂直農場」為
例，指這是一種新型的室內種植方法，利用
人工光作為光源，有助節省耕地面積。

此外，在理大的課程中，文政學到包裝食
物是一門學問，會大大影響食物保質期，未
來他將利用資助到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
修讀環境科學，屆時會到當地戶外實驗室學
習先進耕作技術，期望日後能在業界實踐，
讓港人有靚菜食。

中大生赴清華學基因
至於中大細胞及分子生物學一年級生鄭慧

中則會到清華大學進行為期兩個月的學習。
慧中對細胞及分子生物學的興趣，源於小時
候一段傷痛經歷，在她約六歲時，其弟因為

患上愛德華氏綜合症而夭折，父母在她懂事
以後再解釋事件，她開始翻查資料，逐漸對
於基因的學問着迷。

至於選擇清華大學，她指是中五時參加香
港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時，主講嘉賓勉勵學
生在嚮往英美科技發展的同時，也應回內地
走走，了解國家科研的最新發展。鄭慧中認
為國家近年在科技發展方面急起直追，且推
行不少資助科研的有利政策，故想藉此機會
拓闊見識，亦打算每年到不同國家學習，日
後有意從事基因學研究，幫助病人。

來自澳門的港大理學士課程三年級生吳婉
儀則會到英國劍橋大學交流，成為首位獲得
這項獎學金的澳門學生。她最愛化學，眼見
澳門重視化學科研程度不及香港，遂決定來
港升學，未來要從事抗癌藥物研究。

「創新科技獎學金計劃」由創新科技署、
匯豐及香港青年協會攜手設立，昨日舉行頒
獎典禮。主禮嘉賓包括創新及科技局局長楊
偉雄、香港上海匯豐銀行有限公司集團總經
理兼亞太區營運總監鄭小康、獎學金計劃甄
選委員會主席陳智思，及青協總幹事王䓪

鳴。本屆有25名大學生獲獎，各人可獲頒
最多15萬元獎學金，並可參與一系列精英
培育項目，包括海外或內地暫讀、師友指
導、本地機構實習及社區服務，讓同學加深
對相關行業的認識，藉以為本港創新及科技
產業栽培人才。

■左起：吳
婉儀、顏文
政及鄭慧中
獲本屆「創
新科技獎學
金計劃」資
助。
姜嘉軒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