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有不少落後地
區的人民因健康常識
貧乏，飽受疾病煎
熬。其中，尼泊爾喜
瑪拉雅山居民因一直
未有將水煲沸便直接
飲用，約八成人的腸
胃出現病菌，部分人
更有胃潰瘍。有見及

此，今年20歲的香港大學醫科生王洛泓（An-
gus）與一群醫科生及醫生去年走訪當地，為居
民檢查及推廣健康教育，並糾正他們的壞習慣，
實行以自己雙手及專業醫護知識貢獻社會，實踐
「醫者父母心」。
為善用自身所學助人，Angus加入非牟利組織

「醫心」成為幹事，去年1月與另一慈善團體合
作到尼泊爾考察，為當地人購置擔架、急救用品
備用，又替喜瑪拉雅山居民作身體檢查。
Angus指不少尼泊爾人的健康常識貧乏：他們

認定鼻血是骯髒之物，流鼻血也不會即時止血，
任鼻血直流；又嫌女性經期時「身體骯髒」，不
容許她們煮飯；很多人更會直接飲用生水，結果
八成人的腸胃均有幽門螺旋細菌。
於是他與義工們去年6月到尼泊爾，向居民講

解健康常識，並開設工作坊。Angus留意到當地
年輕人有一定學識，只因文化差異及習俗令他們
習染了長輩的一些壞習慣，遂努力糾正他們觀
念，希望提升當地人衛生水平。
在行程完結時，由於尼泊爾的雨季提早來臨，

交通安排大失預算，一行人花了近3天徒步下
山，要延期多日才返抵香港。不過Angus不以為
苦，認為此行別具意義。
對尼泊爾，Angus有着關懷之情；回到自己的

家香港，他更是愛護有加。與香港特區一起成長
的Angus指，回歸至今，港人一起經歷過風雨陰
晴，1997年的金融風暴、2003年的「沙士」等，
挑戰不斷，但港人仍能堅毅不屈、靈活變通渡過
難關，體現出香港精神。他笑言港人像「縮骨
遮」般能屈能伸，希望政府可以推動社會更具國
際競爭力，未來產業發展更多元化，年輕人便不
愁出路了。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伊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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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大愛譚 芷 筠

商業世界講求最高回報率，但
科技大學的商科學生譚曉瑜卻認
為，只有義工服務的回報是難以
衡量的，因助人的快樂本屬「無
價」。自中學起已積極參與義工
服務的她，曾服務過孤兒、長者
及視障人士等；除了身體力行，
曉瑜更拉攏同學加入義工行列，
用愛心感染身邊人關懷社會。
譚曉瑜的成長經歷不算一帆風

順。小六時父母離異，她不時到
社區中心流連，獲一名義工姐姐
開解，雖然該名姐姐非專業社
工，沒有專業輔導技巧，「但她
願意伸出援手，對我來說是大幫
助。」直至中四，她開始做義
工，主動加入不同的義工組織。

服務中成長 反思持續性
透過服務不同的人，曉瑜在當

中亦不斷成長，學懂珍惜。她去
年參加了一個孤兒探訪計劃，活
動完結後，孩子拉着她手，依依
不捨地問她會否再回來，「聽完
很心酸，因為我們要再回去是很

困難的，有很多手續要處理，」
但這亦令她反思到義工服務的持
續性。
為了鼓勵同學加入服務，曉瑜

去年在科大創辦了仁人家園科大
校園分會，該團體關注全球貧窮
住屋問題，她協助團體在校園招
募義工，赴廣西、泰國及災後地
區為當地居民重建家園，或協助
本港長者維修家居。在其熱心推
動下，不少同學陸續響應。

拉布阻民生 最終基層苦
一直關心社會的曉瑜，本身於

1997 年出生，她覺得在回歸年
出生別具意義。看着近年社會
爭拗較多，個別立法會議員動
輒以拉布反映不滿，令民生議
題停滯不前，最終基層市民受
苦。因此，她期望社會可多一點
包容，讓政府專注應對更多民生
問題。作為年輕一代，曉瑜自覺
有責任做好本分，並立志要服務
香港。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伊莎

熱心堅持募義工
用愛感染身邊人

明志義工譚 曉 瑜

香港面積雖小，但不乏自然美景，值得港人細加珍
惜。中文大學學生鍾芯豫，自小已很注重環保，考慮到
港人最愛旅行，但長途機會加劇碳排放，於是她與同學
構思「v'air」網上平台，介紹本港的旅遊資源，鼓勵巿民
參與綠色活動，希望令香港變得更「健康」、更宜人。
芯豫去年與同學組隊參加由法國駐港澳總領事館及
香港可持續校園聯盟合辦的「第二十一屆聯合國氣候
變化大會香港大專教育界競賽」，最後憑「v'air」網
上平台贏得一等獎，後來再獲「高等院校學生推動可
持續發展獎」頒發項目規劃獎。
芯豫指，「v'air」網站介紹本港的旅遊資源，最終希
望更多人留港旅遊，盡量減低香港人乘坐飛機出遊而產
生的碳排放。網站目前暫有逾1,700人關注，過往平台曾
與中學及環保組織合辦外展活動與生態遊等，未來會進
一步開發不同活動，鼓勵巿民參與綠色活動。

每一條路線 走遍才推薦
網站介紹的每條路線，均由鍾芯豫等成員走一遍後才
會推薦，這也讓她更加體會到香港的美麗，「香港有七
成的土地為綠化地帶，天然資源絕不缺乏，巿民可以免
費享用」。她認為香港糅合了「石屎+森林」的特色，
一方面是四通八達的國際都會，另一方面坐擁優質自然
環境，郊野範圍的管理與品質俱佳，值得香港人自豪。
昔日的回歸寶寶今日成為環保先鋒，芯豫認為回歸

有助港人肯定中國人身份，「在奧運賽場上看見中國
運動員有好表現，見證國家太空船順利升空，我都會
很高興」，雖然國家在某些方面仍有改善空間，正因
如此，港人更應共同努力，並不是看見問題便否定自
身中國人的身份。
芯豫對香港這片土地有着深厚感情，為了保護優美

的家園，小妮子會與同學交換衣物穿，盡量重用膠盒
包裝，並保留美觀的零食包裝紙做成生日卡等贈予朋
友，「一些人可能認為環保事不關己，不明白堆積區
飽和、環境污染跟每一個人都有關係」。她更希望畢
業後投身環境保護署從事政策研究工作，學以致用兼
為環保出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姜嘉軒

網宣本土低碳遊
盼令香江更「健康」

環保站長鍾 芯 豫

年輕人社會經驗不多，但可透過
義工服務汲取寶貴的人生經驗，令
自己更成熟懂事。嶺南大學翻譯系
二年級生黃思敏的義工經驗非常豐
富：曾協助少數族裔融入社群、為
小六學生提供學業與情緒支援、透
過大哥哥大姐姐計劃安慰癌症患者
的孩子、指導孩子電腦知識、幫助
意外懷孕的外籍家傭、到台灣懷幼
院做義工等。由於熱心服務社會，
她去年獲社署頒發義工嘉許銀獎。
思敏中學時已參與義工服務，對

此也有反思及得着。經驗告訴她，
提供義工服務時不能「一廂情
願」。有一次思敏前往台灣懷幼院
做義工，那裡的孩子多是父母無力
照顧而被送到那裡寄養的。滿懷熱
情的思敏跟義工們準備了不少遊
戲，打算跟孩子互動一番。

汲取昔教訓 助未來更好
沒料到孩子根本不領情，有人

更以粗口惡言相向。後來她才知
道，原來懷幼院有既定的規矩，
生活作息嚴謹，亦有晨跑等項目
需要遵守，孩子們沒有太多時間
參與其他活動。
思敏坦言，「這次義工服務是

不太順利，但從中的確汲取到教
訓，有助未來做得更好。」
能考上大學，本身正受惠於香

港教育制度的思敏，希望以自身
的翻譯專長貢獻社會，並相信若
能提升少數族裔孩子的中文水
平，將有助他們融入社會。她又
留意到本港至今有逾9.2萬名聽障
人士，對手譯員的需求將會增
加，故她已立志學好手語，裝備

自己協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回歸助育具競爭力年輕人」
作為「97年出生」的一分子，思

敏當年對回歸的意義一無所知，但
她一路成長，一路見證着這些年來
香港保持着繁榮穩定，慢慢對回歸
有着更深的體會，覺得回歸絕對是
值得慶祝的事，「香港在『一國兩
制』下，維持着國際化城市的地
位，擁有完善的免費教育制度，中
英文水平亦高，培養出一代又一化
具備競爭力的香港年輕人。」
對於近年社會被指撕裂，有人刻

意不認自己是中國人，思敏強調香
港是中國的一部分，有着不可分割
的情感，寄望社會大眾未來可以和
平理性地溝通，尋求共識，互助互
勉。 ■香港文匯報記者姜嘉軒

生命影響生命，今年20歲的譚芷筠
積極參與及推動義務工作也是受

到中學社工的啟發，中五時，好友意外
離世，令芷筠大受打擊，當時陪芷筠走
過艱難時刻的，正是校內的社工。
雖然社工只是在旁靜靜傾聽她的不
捨與難過，但這次經歷令芷筠深明
「陪伴」的重要性，立志日後要向有
需要的人伸出援手，在大學亦選擇修
讀社工，並落力參與義工服務，更協
助策劃相關活動。
她在上學期替新來港中一學生義補功
課，對方會向她傾訴交友的煩惱、家庭
矛盾等。雖然內容超出了功課輔導的範
圍，但芷筠總是靜靜地聽着，又會提出
一點建議。

「義工要服務他們的心」
「過程中我發現其實這名學生要的
很簡單，只是希望有人關心她、協助她
適應。義工不是做完就拍拍身離去，而
是要實際幫到他人，服務他們的心。」
當功課輔導班完結後，女生向芷筠遞上
心意卡，令她更明白自己的理念正確。
不過，並非所有義工參加者都領略
到服務他人的精髓，有人會視之為「任
務」或喜歡才出席的「活動」，這令芷
筠一度感到迷茫。她曾在大學招募同學
為無家者預備糖水，最後僅得一半人出
席。當她逐一致電予參加者時，有人以

考試及上課為由推搪，「當時覺得這都
是藉口，考試、上課早就有時間表，所
以感到很心灰」。
她也曾遇到一些認為義工服務「好

玩」的學生，在與城大相關義工部門同
事討論後，令她學會要跳出固有的框框
思考，明白同學「甩底」或是普遍現
象，不能輕易失去信心。
為了讓芷筠有更好的前途，父母曾

勸她到外國升學，但心繫香港的她竟然
拒絕，「我在這裡成長，接受過很多人
的幫助，想留下來用小小的力量幫助其
他人。」在她眼中，義工服務就像蒲公
英，花開後會隨風飄散，孕育出新生
命。她也希望接受過幫助的人，將來也
可付出自身微小的力量，令義工服務在
港四處開花，「我相信聚沙成塔，對社
會的影響力將會很大，」最終會令香港
這個家滿載愛心及關懷，而互愛互助也
是香港的核心精神。

籲港青把握祖國機遇
今年香港迎來回歸20周年，她認為
回歸對香港來說是一個新的局面，
「由新的起點去發展香港的特色，例
如建築物、多元化的種族融合等。」
回歸後，香港與祖國內地關係更為緊
密，芷筠認為年輕人要把握國家發展
帶來的機遇，學習內地的創新科技等
優勢之處，推動社會進步。

▓▓王洛泓實行以自己雙王洛泓實行以自己雙
手及專業醫護知識貢獻手及專業醫護知識貢獻
社會社會，，實踐實踐「「醫者父母醫者父母
心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伊莎 攝

要推動文明進步，每人都要各司其職，而社會上就有一群與香港特

區同齡的青年人在默默付出，努力在不同方面回饋香港，卻不求回

報。其中積極參與義工服務的城市大學社工系學生譚芷筠因昔日在困

難時得到中學社工幫助，令她立志加入社工團隊，向弱勢社群送暖；

心繫香港的她，更放棄了留學機會，「我在這裡成長，接受過很多人

的幫助，想留下來用小小的力量幫助其他人」。聚沙成塔，集腋成

裘，小妮子深信只要每人都付出一分力，香港會是一片滿載愛心及關

懷的福地。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伊莎

■黃思敏(右一)
希望能以自身專
長貢獻社會。

受訪者供圖

少族天使

黃 思 敏

服務促共融服務促共融 助人亦自助助人亦自助

■■鍾芯豫自小已很注重鍾芯豫自小已很注重
環保環保，，希望令香港變得希望令香港變得
更更「「健康健康」、」、更怡人更怡人。。

▓▓譚芷筠說自己在香港接受譚芷筠說自己在香港接受
過很多人的幫助過很多人的幫助，，盼用其小盼用其小
小的力量幫助其他人小的力量幫助其他人，，積極積極
參與義工服務參與義工服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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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曉瑜認為義工服務的回報
是難以衝量的，助人的快樂本
屬「無價」。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伊莎 攝

落後地區推健教落後地區推健教
親手糾民壞習慣親手糾民壞習慣

仁心醫者譚 曉 瑜王 洛 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