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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訪阿福親屬 曉明送暖慰問
撫今追昔讚捨己救人情操 盼弘揚黃福榮大愛精神
善心載神州 義行傳海內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聯辦網站

載，8 月 25 日下午，中聯辦主任
張曉明到新界元朗看望在 2010 年
玉樹地震災害中因捨己救人而獻
身的香港傑出義工黃福榮的母親
等親屬，向他們表達了親切慰
問。
曉明表示，阿福當年經常到內地做
張義工，並在玉樹地震時冒着餘震的

危險多次衝進坍塌的孤兒院救人，把生的
希望留給別人，自己卻獻出了年輕的生
命。他的事跡曾經感動了內地和香港許許
多多的人。為此，國務院曾追授他「抗震
救災捨己救人傑出義工」榮譽稱號，香港
特區政府也給予他很高的榮譽。張曉明表
示，自己和中聯辦的同事們時常談到阿
福，大家都很懷念他。

囑保重身體 祝長者長壽
■張曉明主
任（右二）
與黃福榮的
家人合影。
中聯辦圖片

黃福榮的母親今年 91 歲，身體健康，
精神矍鑠。他的姐姐和弟弟與張曉明共同
回憶起阿福的故事，並介紹了他們支援幫
助在玉樹當地興辦藏醫學校、設立黃福榮
紀念室的情況。
張曉明對黃福榮家人熱心公益、連續多
年開展向內地邊遠山區兒童獻愛心的活動
深表讚賞。
張曉明表示，這些年內地的義工隊伍和
義工服務都發展得很快，許多方面都是向
香港學習和借鑒的。無論是香港還是內
地，都需要弘揚黃福榮的大愛和奉獻精
神。
臨別時，張曉明一再叮囑黃福榮的家人
保重身體，並祝願老人家健康長壽。

& 聯辦主任
張曉明去探望黃福榮的家

屬，黃福榮是誰呢？

衝進坍塌的孤兒院，搶救出3
個孩子和 1 名老師。在第二
次進去搶救時不幸遇難，終
年45歲。

穿州過省 籌款助患

兩闖危樓 捨己救人

綽號「阿福」的黃福榮原
是香港一名貨櫃車司機，
2002 年開始在內地貧窮落
後地區做慈善工作。2002
年元旦，阿福自發為香港與
內地的血癌病人籌款，由香
港尖沙咀出發，展開「行路
上北京」壯舉，孭着笨重背
囊日行數十公里，穿州過
省，終以 3 個月時間行畢全
程 2,800 公里，幫助中華骨
髓庫籌得善款。
2008 年 四 川 汶 川 「5．
12」特大地震發生後，他主
動到災區做了兩個多月義
工，並到青海高原關心照料
孤兒。
2010年，在青海省玉樹藏
族自治州玉樹縣發生7.1級地
震期間，正在當地做義工的
阿福，不顧個人安危，兩次

據當時孤兒院副院長阿周
憶述，阿福在生死關頭仍然
想着危險中的孤兒，在自己
於瓦礫中被救出一刻，仍反
覆詢問自己救出的 4 名師生
情況怎樣。阿福捨己為人的
精神令不少港人和內地同胞
深受感動。
據阿福身邊親友描述，阿
福樂於助人，不捨得在自己
身上花費，卻對有需要的人
毫不保留地出錢又出力，所
有積蓄都捐助他人，從沒想
過得到任何回報。
阿福生前長期從事義工工
作，熱心公益慈善事業。為
表彰黃福榮的英勇事跡，
2010 年 8 月，國務院決定追
授他「抗震救災捨己救人傑
出義工」榮譽稱號。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是次中

■張曉明主
任（中）與
黃福榮的母
親和姐姐親
切交談。
中聯辦圖片

科大生翻譯 App 打字睇片見手語

黎家偉介紹，該手機 App 介面如同一般
「查字典」工具，可讓用家輸入中文句子，

系統會自動將之轉代成符合手語格式，「例
如我們口說『誰是你的爸爸』，手語句法該
是『你/爸爸/誰』」，系統亦會即時整合
「你」、「爸爸」、「誰」等單字的手語影
片，使之成為一條完整教學片段。
團隊共花約 9 個月製作該手語翻譯 App，
當中拍攝及整理影片便用了半年，曾學習

逾半中學生抑鬱「三不」
可解焦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開
學日將至，有團體就中學生抑鬱焦
慮情況進行問卷調查，發現高達
53%受訪中學生有抑鬱徵狀，人數
創6年新高，另有約四分一人出現高
焦慮情況。調查同時發現，逾六成
中學生的寂寞感達中高水平，而寂
寞程度愈高，抑鬱症狀愈嚴重。調
查機構建議家長及學校可協助青少
年學懂與自己相處，從而減低焦
慮，並強化青少年的人際關係以減
低其寂寞感。
■一項調查發現，高達53%受訪中學生呈抑鬱徵狀，即
每兩個中學生，有一個受抑鬱困擾。
逾1.2萬人達嚴重級別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供圖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早前以問
卷訪問了 15 區共 37 間中學，收回逾 1.5 萬份 最多。最多受訪學生認為壓力來自文憑試，
有效問卷。調查發現，有不同程度抑鬱徵狀 其次為學業及前途問題。調查又指有超過六
的學生人數佔整體受訪學生 53%，當中約 成學生自評為中度寂寞水平，顯示他們經常
3.6%人有嚴重至極嚴重徵狀，若以本學年有 感到寂寞，社交表現緊張，有6%人得分更是
33.8萬名中學生推算，即全港有逾1.2萬名中 屬於高度寂寞。
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青少年精神健康綜
學生的抑鬱傾向達嚴重至臨床級別，情況堪
合服務」計劃主任馮澤棠指，中四生在「分
憂。
在各項抑鬱徵狀中，約六成學生自覺「我 科」後要面對新的人際關係，有時會有「選錯
有些時候感到悲傷」，超過四成認為「有時 科」的疑慮，而且學校加緊操練學生以助他們
覺得自己無法作決定或注意力不集中」及 應付文憑試，令該級別的學生較易產生壓力。
服務協調主任盤鳳愛表示，要預防青少年受
「較平常容易疲倦」。
情緒困擾，除家長與學校要予以協助外，學生
高中生「重災區」文憑試壓力源
亦要遵守不苛刻批判自己、不孤立自己、不陷
是次樣本亦反映有 25%受訪學生出現高焦 於負面態度的「三不」承諾，亦宜主動關心別
慮狀況，高中生較多，中四級佔 29%，人數 人，積極參與社交活動，強化人際關係。

手語 3 年、負責在影片中展示各字詞手語動
作的梁銘方分享說，程式能透過影片隨時
溫故知新，特別是透過重組句子掌握較困
難語法部分，對學習手語者尤其重要，能
幫助他們有效與聽障人士溝通理解。目前 ■應用程式介面如一般「查字典」工
團隊正處理翻譯速度及影片流暢度等技術 具，翻譯後能即時整合各個單字的手
性細節，預計最快可以在今年年底推出。
語影片。 香港文匯報記者姜嘉軒 攝

「思動計劃+」精神健教助人自助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姜嘉軒）為促進學
生的精神健康，教育局
邀請港大精神醫學系於
新學年起至 2018/19 學
年 舉 辦 「 思 動 計
劃+」，加強中學師生
對精神健康的認識。計
劃總監陳友凱指，現時
社會對精神病患普遍持
負面印象，期望透過讓
學生接觸復康者等不同
■教育局邀請港大精神醫學系年舉辦「思動計
活動，扭轉既有觀念。
劃+」，加強中學師生對精神健康的認識。
有參與先導計劃的學校
香港文匯報記者姜嘉軒 攝
指，過往曾有學生衝上
天台欲輕生，幸有同學及時通知才
香港神託會培敦中學在 2015/16
化險為夷，相信計劃有助學生培養 學年加入先導計劃，本學年亦有繼
應付壓力的技巧，從而協助更多同 續參加。該校輔導及特殊教育統籌
學。
老師劉俊輝表示，學生除了學到紓
緩壓力的知識外，亦能消除對精神
15校參與計劃 培養同理心 病患的各種誤解，有助學生培養正
計劃的對象是中三級至中四級學 確價值觀。
該校輔導及健康教育主任陳偉民補
生，目前有 15 間學校參與，每校安
排約 15 名學生加入，並由兩名至三 充，曾有女學生因感情問題失控，突
名教師組成核心小組，與港大協作共 然衝上天台，幸得一班同學冷靜應
同發展精神健康計劃。陳友凱表示， 對，「兵分兩路」分別到天台察看情
計劃會透過講座、工作坊、專題研習 況及通知師長和社工，最終成功勸阻
等活動，向學生提供深化而有趣的精 女生，可見加強學生對精神健康的認
神健康知識，亦會安排學生與復康者 識，並非只有參與計劃的學生有所得
着，其他同學也能受惠。
接觸見面，培養同學的同理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教育大學昨
日宣佈向5位傑出人士頒發榮譽博士學位，以嘉
許各人對社會的貢獻，名單包括著名佛教僧侶及
精神領袖一行禪師、教院（教大的前身）前校長
張炳良、全國人大常委范徐麗泰、波士頓學院練
殊教育學院布雷南講座教授和香港大學傑出訪問
教授夏啟安、教院校董會前主席梁國輝。由於一
行禪師未能親自來港出席學位頒授典禮，校方已
提早於昨日在泰國舉行儀式，由副校長（學術）
李子建代表大學向他頒發證書及博士袍。
學位頒授典禮將於今年 11 月 17 日（星期
五）舉行，屆時教大校董會主席馬時亨將主持
頒授儀式。

興－德－醜－聞

即時影片教學 料年底面世

■科大學生
自製手語翻
譯手機應用
程式，最快
年底上架。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姜嘉軒 攝

一行禪師張炳良等
膺教大榮譽博士

賬簿合約未尋回 陳章萍或釘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有感本港
學習手語途徑有限，3 名科技大學應屆畢業
生研發出手語翻譯手機 App，用家只須如
「查字典」般輸入中文句子，系統便會即
時拆解並重組成手語句式，再以影片方式
依次展示整句的手語做法。系統目前已經
存有近 1,700 個詞彙，有望最快本年底上架
予公眾使用，普及手語學習。
上述手語翻譯 App 為科大計算機科學及
工程學系畢業生翁偉超、黎家偉和梁銘方
的畢業作。翁偉超表示，目前香港手語翻
譯員需求比例約為 1 比 1,000，難以全面照
顧有需要人士，而由註冊導師執教的手語
課堂，每課約只能容納十多名學生，因此
想到利用手機App普及手語教育。

■黃福榮捨
己救人的善
舉感動世
人。圖為他
生前在內地
當義工的照
片。
資料圖片

出現包括「影子學生」問題等
連串校政混亂風波的屯門興德學
校，校董會早前罷免前校長陳章
萍後，隨即招聘新校長，今日將
宣佈新校長人選。教育局局長楊
潤雄亦計劃今早到訪該校，與籌
備開學小組見面及打氣。
興德早前委任訓導主任宋卓範
為署理校長暫理校務，消息指校方已
成功物色新校長人選，並在今日召開
校董會特別會議討論聘用事宜，隨後
召開記者會介紹新任校長。
至於前校長陳章萍上月起早前多次
以病假為由缺席校董會及開學委員
會，有消息指她之前是聲稱右手因工
受傷而請病假，但至今未有向校董會
遞交醫生證明。而興德校董會亦未能
找到包括賬簿、教師合約、晉升及招
聘、學校報價和招標等部分文件，懷
疑是否與陳有關，現階段暫作「遺
失」論，有關問題今日校董會會議亦
會作討論，或會考慮報警處理。
而陳章萍早前被指涉嚴重違規，遭
教育局發警告信力數其「五宗罪」，
但她未有按時就各項指控向局方作回
應，據了解，當局已展開有關吊銷其
教師註冊的程序。

楊潤雄：增查「影子生」情況
另外，就近日有指其他學校也曾出現「影
子學生」情況，楊潤雄昨回應指，今年開學
將加強巡查，如發現學生缺課會在之後作跟
進，以肯定學生的狀態。而就有學校先安排
個別學生就讀中一，並在「點人數」後安排
其跳至其他年級，楊潤雄表示，如學校是在
專業考慮下安排學生跳級，局方會尊重其專
業決定，而就相關個案局方會與學校討論是
否需要跟進。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伊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