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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視障到健將 幫人亦幫己
黃纓淇曾被醫生勸棄學不氣餒 進中大「uShine SEN」力挺反歧視
自小受眼疾困擾的黃纓淇一向相信「冇嘢難到我！」在學界體育賽事屢創佳績，

本科考入名校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之後在中大攻讀研究生時，更積極參與校內

支援SEN（特殊學習需要）學生的「uShine SEN」服務隊。本身也是SEN生的她，

中大畢業後在校擔任心理學反歧視推廣研究助理，同步在城大修讀法學專業證書課

程，希望在不同層面，為反歧視而努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柴婧

雖然皇帝是一國之君，權傾朝野，但若論
古今中外，大臣不給皇帝老闆面子的故事，
可有不少，像中國史上最負盛名的諫臣魏徵
就曾把唐太宗李世民氣得大動肝火。不過，
君臣之間「鬧到火攻土掩」，把大臣家門口
弄得戰場一般，則非三國時張昭莫屬。
張昭，字子布，徐州人，後來走難到江

南，加入孫策旗下。孫策死後，孫權成了江
東領袖，張昭也成了江東重臣，而最為人所
知的，恐怕就是最老貓燒鬚的一次。

話說曹操在荊州打敗劉備，劉備一路逃
難，並派諸葛亮去江東求救。而江東眾臣就
是戰是降一事進行口水戰之時，張昭正是
「投降派」的大將。最後周瑜、魯肅兩位
「主戰派」說動孫權出兵，還在赤壁之戰中
大勝，張昭可以說是被當眾打臉。
之後，張昭和孫權為了遼東公孫淵稱臣一

事意見不合，孫權不顧張昭阻撓，堅持派使
臣出使遼東，惹得張昭大怒，稱病不朝。
這時孫權也發火了，公孫淵不給自己面

子，連手下都這樣，叫江東之主這張臉往哪
裡放？於是派人用泥封住了張昭家門，意思
就是你不出來，那以後都不要出門了。

「火攻土掩」家門如戰場
張昭脾氣也是一絕，你封我門，我也封

門，從內部堆土把門封住，以後也不打算出
門了。
雙方僵持之間，傳來了使臣被公孫淵所殺

的消息，孫權知錯能改，但張昭堅持不出門
口。孫權見之大怒，放火燒張昭家門。結果
張昭仍是死不出來，孫權怕張昭真的變「燒
豬」，灰溜溜的自己救火，然後長站在門前

思過認錯。
張昭本來還不打算放過孫權，可是他兩個

兒子怕再鬧下去就收不了場，硬是拖張昭出
門和解，事件才告一段落。
雖然雙方曾經鬧得這麼不愉快，但孫權還

是很尊敬張昭，張昭以81高齡離世之時，孫
權親自戴孝弔唁。 ■文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
香港演藝學院公佈委任著名劇作
家及導演潘惠森為戲劇學院院
長。他由今年7月至10月期間出
任署理戲劇學院院長一職，接替
由2011年至2017年擔任戲劇學
院院長的薛卓朗。

前為戲劇學院駐院編劇及戲劇
文本創作課程組長的潘惠森，畢
業於美國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
校，獲取亞洲研究碩士學位。他
自2012年加入演藝學院，在加
入演藝學院前受聘於香港新域劇
團為藝術總監。

他的第一部編劇作品《榕樹蔭
下的森林》，由香港話劇團於上
世紀80年代中演出，即備受注
目。其後他創作不輟，在劇本內
容與劇場形式上進行持續探索，
並獲得多個獎項。2003年他獲香
港藝術發展局頒發藝術成就獎，
最近則獲上海戲劇谷頒發2017
年度最佳編劇獎。

潘惠森任演藝學院院長

麗澤中學日前於斧山道
運動場舉行第四十五屆校
運會，由該校校運會仁、
義、禮、智四社分組作
賽，為個人及所屬團隊爭

取殊榮。校方指創校88年來一向以全人教
育為目標的辦學精神，培養學生團隊精神，
配合新高中的發展，體藝教育是學生學習經
歷的重要部分。
本屆其中一項最矚目的賽事，是師生接力

邀請賽，參賽隊伍由學校教師和學生組隊參
加，最後由「仁社」師生代表勝出。此外，
該校亦邀請了油尖旺區十間小學參加友校

4×100米接力邀請賽，以促進體育交流及建
立友校關係。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麗澤師生接力賽「仁社」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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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澤中學於斧山道運動場舉行第四十五屆
校運會。 校方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為增進中
學生對心理健康的常識、增強積極正面思想
及解決困難的能力，香港心理衛生會舉辦
「第七屆全港中學生心理健康常識問答比
賽」，主題圍繞心理健康的常識，涉獵正面
思維的方法、壓力問題、常見的精神病及其
相關康復服務的資訊等範疇。來自本港23
所中學逾150名學生參加，最終由保祿六世
書院奪得冠軍。
應屆比賽分簡介會及講座、參觀中途宿

舍及研習賽、筆試及問答比試3個部分。參
賽學生於9月初先要參加比賽簡介會，了解
比賽規則並參與精神健康地區資源講座，增
加心理健康知識。

其後各參賽隊伍經大會安排，分別參觀
該會為精神病康復者而設的7間中途宿舍，
了解服務內容、宿舍特色，並與舍友交流，
共同完成研習賽作品。
至正式比賽日子，參賽學生先過首輪筆

試賽，篩出10隊入圍進行兩場準決賽及一
場決賽，合共解答了約150條心理健康常識
題。日前比賽完畢，最終由保祿六世書院奪
冠。
香港心理衛生會教育及預防小組召集人

麥永接表示，中學生是其中一個很需要認識
心理健康的群體，希望參賽學生可以將所學
到的知識帶回校園，推動更多人關注心理健
康。

保祿六世書院心理常識賽奪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嶺大服

務研習處舉辦第一屆「香港創業周末銀髮
社會@嶺南大學」，希望讓比賽參加者運
用創新思維，回應長者需求的同時，推動

跨行業的經濟合作。有獲獎團隊構思聘請
長者擔任銀髮導賞員，帶領本地遊、工作
坊和製作手工紀念品，以解決老年貧窮問
題，計劃書獲得「商業模式獎」，想法獲
得評判認可。

回應長者需求 促跨業合作
是次創業比賽有來自不同界別的40名參

賽者及20名包括嶺大校友的導師參與，希
望回應長者需求，在健康和營養、休閒和
福利、交通和住屋、經濟、社會政策、教
育和就業等各方面推動跨行業的經濟合
作。
相當於全場總冠軍的「商業模式獎」由

「Silver Hong Kong」奪得。他們構思聘
請長者擔任銀髮導賞員，借此給長者提供

發揮才能及分享生活故事的機會，解決老
年貧窮的問題，以及承傳本地文化。
「最佳驗證獎」由「Body Activation

Hub」獲得。他們建議成立一所按摩中
心，應用原始點療法來為長者預防或減
輕因慢性疾病而引起的痛楚。計劃亦包
括研發原始點療法按摩椅，以解決現時
原始點療法治療師人手不足及技術各異
的問題。
提供在家醫護及照顧服務的「醫護你」

則奪得「設計及執行獎」。團隊將研發手
機應用程式，包括AI護士及AI醫生，監
察長者的身體狀況，在偵察到異常時發出
通知。他們希望可以減少因延遲確診而引
起的額外成本，及減輕公營醫療系統的負
擔。

團體研聘長者導賞員 嶺大創業賽折桂

中大學生事務處於 2014 年成立
「uShine SEN」 服務隊，為

SEN學生提供點字教材、課堂協助、
定期聚會等支援服務。中大學生事務
處心理健康及輔導中心臨床心理學家
張詠恩表示，中大目前已知有約110
名SEN學生，希望通過「uShine」令
他們和其他同學之間建立互相支援的
意識，明白每個人都有獨有的特點和
長處。
「uShine」義工由起初的6人，發

展到每年約40人，當中包括中大心理
學研究畢業生黃纓淇和心理學一年級
學生陳柏豪。
黃纓淇雙眼天生嚴重外斜視，看東
西沒有立體感、會出現疊影，同時有
專注力失調及過度活躍症。

學界賽創佳績 獲「學生運動員」
她坦言：「曾有醫生勸我不要讀

書，亦有同學知道我視力問題後過分
關心，也有一些其他學校需要我提供
多份證明才提供支援。」

小妮子不甘心就此放棄，在自身努
力下，中學時是運動健將，更在學界
賽事中創下佳績，包括曾打破沙田及
西貢分區中學分會的跳遠及100米跨
欄大會紀錄，2009年獲「香港學生運
動員獎」。
至於本科考入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

院，更證明她能文能武。
她指有時同學、老師甚至醫生都不

理解SEN學生的需要，所以她在中大
修讀心理學研究生時，毅然加入
「uShine」做推廣SEN的工作。
通過和同學不斷分享，她發現自己

變更勇敢，「日常生活遇到看不清楚
的時候，再不會像以前不敢出聲，也
會較有自信心地分享，不再擔心被標
籤。」幫助別人，也是幫助自己。
中大研究生畢業後，纓淇目前正一

邊修讀城大法學專業證書課程
（PCLL），為大狀夢發奮，一邊在中
大做心理學反歧視推廣研究助理，繼
續為反歧視努力。
至於陳柏豪，小四時證實有「青少

年先天性黃斑點退化症」，由於剛入
中大不久，現正在適應大學校園生
活。
他笑指在認路方面出現了一些困

難，還曾遇到坐錯校車的情況，但他
迫不及待地加入了「uShine」，希望
盡自己微小的力量幫助其他SEN同
學。

「過分關心」反「幫倒忙」
柏豪會向同學坦白自己有視力問

題，但有些同學「過分關心」的態度，
也會令他不知所措，「他們認為SEN
同學很難交到朋友，所以我希望通過
『uShine』廣交朋友。」
稍後他會負責幫助其他視障同學準

備上課用的點字教材。
有服務經驗的同學曾提點他，說這

項工作需要將上課資料做成文字版，
再轉為點字，如若資料當中有圖表，
10張A4內容可能要花三五個小時，但
柏豪已有心理準備，有信心可以應
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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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臣鬥鑊甘 張昭最「攞命」

有關「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
識大賽」資料，可瀏覽http://
cnc.wenweipo.com/，或掃
描有關二維碼。

編者按：
為提升學生對中國國情、歷史、文

化及社會科學等方面的知識水平，培養
學生常閱讀、多思考的良好學習習慣，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特別舉辦「回歸
盃—第七屆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
賽」，有關活動已圓滿結束，而大會專
設的「中華學堂」欄目則會繼續以輕鬆
手法介紹與香港回歸及國情相關知識，
深化讀者對國情的了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香港浸會
大學上周舉行「冠名講座教授就職典禮
2017」，本屆共有3人獲頒授冠名講座教授
席，其中物理系副系主任謝國偉獲頒授「羅
嘉穗博士先進材料研究講座教授」榮銜；協
理副校長（中醫藥發展）卞兆祥獲頒授「曾
肇添中醫藥臨床研究講座教授」榮銜；創作
系系主任陳錦榮獲頒授「馮漢柱基金全人教
育講座教授」榮銜。

典禮由浸大校董會暨諮議會主席鄭恩基和
校長錢大康主禮。
錢大康致歡迎辭時表示，浸大冠名講座教

授席計劃可協助大學吸納最出色的學者，推
動頂尖的創新科研、拓闊學生的環球視野。
浸大於2006年起推出冠名講座教授席計

劃，以表揚校內傑出學者的貢獻，並加強浸
大的研究實力，開拓各知識領域，啟迪後學
並為社會培育英才。

3學者獲頒浸大冠名講座教授席

■黃纓淇（中）和陳柏豪（右二）希望通過自己努力推廣普及SEN學生需要。 香港文匯報記者柴婧 攝

■中大為SEN學生提供支援，學生可根據需要借用
相關儀器。 香港文匯報記者柴婧 攝

■視障同學可使用這款便攜式放大機隨時閱讀資
料。 香港文匯報記者柴婧 攝

■浸大舉行冠名講座教授就職典禮。圖左
起為陳錦榮、謝國偉和卞兆祥。浸大圖片

■香港心理衛生會舉辦「第七屆全港中學生心理健康常識問答比賽」，增進中學生對心理
健康常識、積極正面思想及解決困難的能力。 香港心理衛生會供圖

■嶺南大學舉辦創業比賽回應人口高齡
化。 嶺大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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