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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校生入歧途 碰壁方知錯
「囂張仔」偷竊尋刺激 失學失業終振作 文憑試合格望升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人生的意義，或許就是

從失敗中不斷成長。應屆文憑試考生余裕及文家名都曾是

名校生，校內成績不俗，本來朝着康莊大道走，惟兩人分

別因家人壓力、誤交損友而誤入歧途，前者靠偷竊尋求刺

激，後者則吸煙嗜酒度日。自甘墮落的態度，難容於學校，結果他們一個去了當

推銷員，一個淪為街童，虛耗了不少青春，方發現讀書的可貴。重返校園後，他

們奮力學習，追回進度，在逆境中「重生」，前日終於在文憑試考獲合格成績，

有望升讀大學。

余裕在母親催谷下，小學一直名列前茅，順
利升讀區內名校中學。自恃聰明的他，升

中後只打「天才波」，成績便一直向下滑；而其
囂張的個性，也惹得老師同學討厭。另一方面，
母親的「關注」令他愈見反叛，他在家經常與父
母爭吵，不時離家出走，流連網吧，「每次與父
母吵架，他們總是說：快點走，不要留在這裡。
我每月幾乎都會出走一次。」
中三時，曠課達30天，他屢遭學校停課。為了

尋求刺激，他多次在校內偷竊，學校發現後報
警，結果被警司警誡。人際關係惡劣，令他自暴
自棄，最後在中四輟學。

見渾噩表哥 醒覺要振作
離家出走後，余裕本想投身社會工作，卻處
處碰壁，「以為可以靠把口搵食，但當時得16
歲，無學歷，無人請」，唯有在髮型屋推銷洗
頭水用品，但髮型屋沒多久就倒閉了。他遂回
鄉投靠外祖父母，惟看見在鄉下一事無成的表
哥，成為他「回頭是岸」的契機，「我不斷反
思，表哥已經這樣，如果我也繼續渾渾噩噩，
公公婆婆如何是好呢？」他決意振作起來，收

拾行李回港，並四出撲學校，最後獲伯裘書院
取錄，重讀中四。
回想起那混沌的兩年，余裕形容彷彿是「被偷

走的兩年」，但這段難忘的經歷令他成長。重返
校園後，他經常考入全級首20名，但囂張性格未
改，不時將「你好蠢！咁都唔識！」掛在口邊。
班主任的一句話令他醒覺，「他對我說：『你連
第一都考不到，有何權利俯視他人？就算你考第
一，也沒有權利俯視其他領域較你優勝的
人』」，他後來才慢慢收斂。

拆電腦刪遊戲 破釜沉舟
余裕要專注文憑試，在完成校內模擬考試後，

他決意拆散家中電腦、刪除手機的遊戲程式，實
行破釜沉舟。文憑試放榜，他考獲6科21分，有
望升讀大學。充滿創新想法的他，擬報讀城大商
科，為日後創業鋪路。
同校的文家名，本來也是名校出身，但因驕

傲自大，遭同學排擠，中三時又誤交損友，不
時逃學，流連街頭、吸煙嗜酒，最後淪為街
童，「我中三已經被學校記了三四十個缺點和
大小過。」

名校生淪街童 愛駁嘴玩辯賽
被學校放棄，眼見身邊的同學都以大學為目

標，才令他反思自己的將來，於是轉讀伯裘書院
的中四。喜歡駁嘴的他，被老師發掘到其辯論才
華，曾在學界辯論比賽勇奪亞軍，多次獲頒最佳
辯論員獎。他在文憑試取得6科25分，盼入讀中
大商科。
曾任教兩人的伯裘書院助理校長馮順寧表示，

3年來見證他們成長，寄語二人日後要謙虛學
習，向着目標進發。

升中買書「天地價」相差2257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溫仲綺）升中

派位日前放榜，昨日是首個註冊日，不
少學生和家長完成註冊手續、取得新學
年書單後，隨即到書局購買教科書。香
港文匯報記者收集了一批學校書單，發
現包括參考書和字典，整體平均書價
3,234元，較去年同類統計低百多元。當
中近七成學校書價高於3,000元，最貴者
高達4,406元，與最便宜的書價相差2,257
元。

黃笏南嘉諾撒逾4000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昨日收集到15所中學
的中一年級書單，其中67%學校書價高
於3,000元，更有5所學校書價逾3,500
元。其中東華三院黃笏南中學總書價最
貴，達4,406元；嘉諾撒書院的書單索價
4,323元。
不過，有學校在部分科目採用校本課
程，自行編制教材，例如基督教香港信
義會心誠中學，其電腦科、歷史與文化
科均採用校本教材，宗教科亦毋須使用
教科書，故書價只需2,149元，反映不同
學校出現「天地」書價。
漢榮書局負責人石漢基表示，不同學
校的書價可相差2,000元，是因為書單包
含地圖、中英文字典及聖經等，有學校

將其列為必需品，但亦有學校會放寬讓
家長選擇是否購買。他又指，今年整體
書價比去年上升約 3%至 4%，加幅合
理，主要是通脹及儲存成本增加。至於
部分教科書的新舊版本、散裝和單書的
教科書價錢相若，未有加價。

家長料開學支出近萬元
鄭太昨日為將升中的女兒到旺角採購

教科書，她指女兒讀小六時書價已達
3,600元，昨日她欠7本書才買齊書，已
花掉2,800元。她預計開學支出要花近1
萬元，除了教科書外，還要買校服、皮
鞋、書包及報讀音樂班的雜費，單是買
樂器已要2,000多元，故開學也造成一定

的經濟壓力。
守浩與母親昨一同購書，其母預計要

花 4,000 元才能買齊新書，覺得「幾
貴」。雖然兒子未能與長女升讀同一所
中學，但仍有7本書可以重用，有望減省
開支。她預計要花7,000元為兒子準備開
學，單是買多套校服及運動服已花近800
元。
黃先生的女兒將在新學年升讀英華女

學校，他花費逾2,300元買了書單上八成
的書，認為書價尚算合理。將升讀基督
教香港信義會心誠中學的丁同學，昨日
購買多本課外書，以完成暑期閱讀報
告，而5本中英文書索價410元，其中兩
本他決定向朋友借閱，實行慳錢大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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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
婧）今年免試招收港生的內
地高校，將於本月22日起
陸續公佈取錄結果。為使有
意赴內地升學的港生了解院
校資訊，中國教育留學交流
（香港）中心將於今日至18
日舉行「香港學生內地升學
行前輔導講座」，有24所
高校參加，包括今年新增院
校中最受港生歡迎的西安交
通大學、東南大學和中央財
經大學。屆時逾80名教師
和往屆赴內地升學的港生，
將分享經驗及解答問題。大
會指今年講座的預約人數比
去年多一倍，有近600人。
今年文憑試報考總人數較

去年下跌9.5%，中國教育

留學交流（香港）中心主任
鞏萬指，今年免試招生報名
確認人數較去年下跌約
4%，相關高校將於本月22
日起陸續公佈首輪取錄結
果。未獲取錄的同學，須於
本月27日上午10時至28日
下午 3時內，提交補錄志
願，補錄結果將於29日至
30日公佈。
中心於今年3月向申請了
免試招生的港生進行問卷調
查，發現港生赴內地升學的
主要原因包括：本身希望報
讀的專業較香港更強或香港
沒有、在港無法就讀理想專
業、在內地讀書有更好發
展、生活費及學費較低等。
另一方面，他們最擔心內

地學位在港的認受性、無法
適應內地生活、與內地同學
難相處、不習慣普通話授課
等。鞏萬回應指，內地學位
獲香港官方認可，至於僱主
認可方面，未來會再做更多
跟進工作。
上述「香港學生內地升學

行前輔導講座」，舉行地點
為九龍塘教育局教育服務中
心西座。其中中山大學場次
已預約滿，其他講座需要先
行預約，網址為：http://
class.umainland.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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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香港中文大
學校園佔地137公頃，當中有不少擴建及翻
新工程，為了不影響日常的教學活動，一些
幕後功臣其實付出了不少努力。同樣加入中
大27年、隸屬校園發展處工程監督團隊的陳
宗德和徐偉華，會盡量安排工友於假期施
工，偶爾甚至要在凌晨工作，故他們工時
長，絕少在公眾假期放假，甚至要24小時
「on call」。徐偉華透露，「雙軌年」時
期，他全程投入監督多所書院的工程，看到
學生入住新書院，心裡也感到自豪。
中大日前舉行長期服務獎頒授典禮，表揚

116名員工，當中96人獲頒「25年長期服務
獎」、20人獲頒「35年長期服務獎」。 其
中校園發展處二級工程監督陳宗德和徐偉
華，在1991年一同加入該校，近27年來，
校院內的大大小小工程，他們均有份參與，
貢獻良多。陳宗德解釋指，中大的工程普遍
由承辦商負責，他們則督導承辦商工作，了
解進度、有否錯漏及違規。

監工全天候命 長假最忙
2003年的一個晚上，陳宗德收到消息，指
十多座高級職員宿舍突然沒有供水，他和同
事即漏夜與承辦商商討解決方法，「我們基
本上是24小時『on call』」，當遇上緊急工
程，會立即到現場了解，並早已習慣在周六
日及公眾假期回校工作。」公眾假期更是工

程最繁忙的時候，因大學要求工程不能影響
教學，「有人投訴（噪音）就要停工」。他
們也要犧牲長假期，陳宗德就很少和子女去
旅行。
徐偉華透露，2009年起工作特別繁忙，因
要預備「雙軌年」的首屆新高中中六及最後
一屆舊制中七畢業生一同入學，當時中大要
逐步增加5所書院，他負責過其中4所的工
程。其中和聲書院位處斜坡，地形複雜，難
以建立上蓋結構，花了不少時間安排。
陳宗德最難忘的工程則是擴建及翻新圖書

館，在現時的「烽火台」位置向下掘地洞，
將之發展成地牢「進學園」。當時要鑿開岩
石，電線和電纜要改道，工程最終花了3年
多時間，並於2012年投入服務，圖書館其後
更榮獲設計獎項，令他甚感滿足。

中大表揚116「幕後」功臣

■余裕（右）和文家名（左）分享他們的「重生
歷程」。中間為恩師馮順寧。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伊莎攝

■鞏萬建議港生要以職業為
導向選科。

香港文匯報記者柴婧 攝

■石漢基指今年整體書價
較去年上升約3%至4%。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丁同學與母親買課外
書，以完成閱讀報告。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即將升中的守浩，昨日
與母親到書局買書。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陳宗德和徐偉華獲中大頒發長期服務獎。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忞 攝

警方昨日起進行為期7天的全港行人道路安
全行動，嚴厲執法票控亂過馬路或干犯嚴重交
通違例事項的行人。總體而言，本港交通安全
情況良好，近年亦未見惡化，但行人亂過馬路
並造成嚴重意外的事件時有發生，需要引起高
度重視，時刻保持安全意識。警方在一定時段
加強執法固然可以起到一定的阻嚇作用，但受
資源所限無疑難以長期實施，只能收一時的治
標之效。有關部門應該多管齊下，一方面通過
加強宣傳，樹立行人尤其是長者的交通安全和
守法意識；同時設法改善某些交通黑點的行人
過馬路的安排，降低違反交通規則的誘因，維
護良好的道路秩序。

根據法例，行人不遵守交通燈號過馬路，最
高可判罰款2,000元。根據警方數字，今年首
5個月，共有 1,340 名行人於交通意外中傷
亡，其中26名行人死亡，死者當中，13人為
65歲或以上長者。與去年同期比較，交通意外
傷亡總人數減少77人，有輕微下降趨勢。不
過，每個月平均都有以百計的行人在意外中傷
亡，顯示這個問題依然不能忽視。

警方是次道路安全行動為今年的第二次。
其實，類似的重點行動主要靠外力約束，看
似雷厲風行，但限於人手和資源，行動不可
能長期維持，之後行人很容易故態復萌，其
長期成效未必會十分顯著。所以，促使行人

遵守交通規則，還是要透過加強宣傳教育，
令大家都做到自我約束方為上策，尤其是要
針對長者這個事故率較高的群體，作出有效
的宣傳安排。據分析，由於部分長者有「我
食鹽多過你食米」的心態，認為亂過馬路無
需大驚小怪；部分長者更有「倚老賣老」的
心態，認為區區小事何必大動干戈。這些都
是導致長者在過馬路時容易不守規則而出事
的原因之一，當局要根據其特點，與有關的
社會服務團體一起，對長者進行有針對性的
馬路安全教育，確保他們聽得進去並自覺遵
守交通規則。

另一方面，本港部分路段的設計對行人過馬
路甚為不便，有時還需要繞遠路，或要上天橋
落隧道，對長者尤其不便，這也是令一些行人
因貪方便而違反交通規則的客觀原因之一。因
此，政府今後在規劃設計道路時，除了考慮方
便車輛使用外，能否也兼顧行人過馬路的便利
性，盡可能平衡兩者的需要。至於已經落成的
道路，則應視乎情況盡可能改善過馬路的設
施，比如在天橋隧道加裝電梯或扶手電梯，盡
量方便行人。至於交通黑點則應加設宣傳標語
或設置紙板公仔，以作警示。總之，只有通過
多管齊下的方式，加上定期進行的重點行動，
才能有效地改善交通秩序、遏止行人亂過馬路
的行為。

多管齊下遏止行人亂過馬路
深圳市規劃國土委昨日發佈了《中國（廣東）自

貿區深圳前海蛇口片區綜合規劃》（草案），統籌
發展的總面積達37.9平方公里，比原有的自貿區面
積增3成。緊鄰香港的前海自貿區不斷發展壯大，客
觀而言是對香港固有優勢的新挑戰，如果香港固步
自封、畫地為牢，既有的相對優勢必然不斷弱化，
難免不斷邊緣化；但如果充分運用「一國兩制」的
制度優勢，以香港本身的特有優勢，主動積極融入
自貿區發展，找準自身新的定位，發揮「超級聯繫
人」作用，就可以化挑戰為機遇，實現強強聯手，
共創雙贏。

前海蛇口自貿片區於2015年4月27日掛牌成立，
定位為：依託港澳、服務內地、面向世界的粵港澳
深度合作示範區和城市新中心、「一帶一路」戰略
支點。可以說其成立目的與港澳特區密不可分。前
海自貿區成立以來，吸引了大量港資參與，充分利
用深圳的科技產業優勢，又得到了廣闊的腹地支
撐，其發展潛力不可限量。相對之下，香港傳統優
勢正在激烈的競爭中有所減弱，需要進一步激發危
機感，在鞏固自身優勢的同時，以新的思路和新的
做法，加強與前海自貿區等周邊區域的合作，努力
建立起新的經濟增長點。

香港一直都是以外向型經濟為主的經濟體，其發
展轉型從來離不開外部力量的推動。在上世紀50至
80年代，香港利用資本優勢和從內地來港人力資
源，發展工業經濟；到了80年代起，隨着內地的改

革開放以及世界性的產業東移，香港資本積極進入
內地，特別是與珠三角形成「前店後廠」的經營模
式，帶動了整個香港經濟繼續騰飛；回歸之後，香
港更利用國家的支持政策，積極運用金融業等原有
優勢，並藉助CEPA發展現代高端服務業，內地經濟
發展也一直為香港帶來巨大機遇和發展空間，目前
香港機場有超過95％的出口貨物來自內地華南地
區。廣東幾個自貿片區的發展更是與本港密不可
分。截至6月，廣東自貿區南沙、前海蛇口和橫琴片
區吸引的港資企業累計接近4700家。

因此，面對前海等自貿區的快速發展，香港一方
面要看到由此帶來更為激烈的競爭；另方面，要以
積極的態度，抓住機遇，迎接挑戰。香港當前面對
的嚴重問題，正是一些人藉着外部競爭誤導市民，
鼓吹一種抗拒融合、閉關鎖港的排外意識，以致社
會深陷內耗，民粹主義抬頭，蹉跎誤事。若長此下
去，實難逃被邊緣化的厄運。客觀而言，國家的自
貿區發展和「一帶一路」戰略，雖然希望香港能夠
發揮所長，但如果沒有香港的參與也照樣前行。相
反，香港如果不把握此歷史機遇，恐怕不僅原有優
勢將不斷流失，而且，未來一代人都將落後於時
代。因此，廣大港人應看清大勢，化被動為主動，
化挑戰為機遇，主動搭上內地快速發展的順風車，
融入包括前海自貿區等周邊地區發展，積極推動經
濟轉型和產業多元發展，方可讓香港經濟獲得穩定
發展的源源動力。

香港要化挑戰為機遇 主動融入自貿區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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