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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見到楊德賢（Toby）創作
的卡通形象Pandaluv（熊貓笠笠）
出現，今次他又有新搞作，與電台
節目主持人阮小儀攜手主理潮流品
牌CHIWAWAWA，設計超萌「小
狗兵團」──四隻芝娃娃狗和牠們
的好朋友，講述寵物狗在主人背後
的趣怪故事，呼籲人們多多陪伴和
關注寵物──牠們或許只是我們生
活中的一部分，但在牠們眼中，我
們卻是整個世界。
Toby的「小狗兵團」成員包括
四隻芝娃娃狗芝麻、湯丸、Dee
Dee和細佬佬，另外還有牠們的朋
友稿稿哥哥、寫寫妹妹、㗎犬及
呀牛各有不同性格。芝麻聰明伶
俐喜歡玩惡作劇和經常擁有有趣
的想法；湯丸擁有一個傻呼呼的
樣子，反應也較遲緩，總是給人
樂趣；Dee Dee聰明及有智慧，一
直是同伴中的領導者；細佬佬非
常可愛和忠誠於Dee Dee；稿稿哥
哥喜愛聽朋友的心事，是一位聆
聽者；寫寫妹妹個性友善及隨
和，很喜歡圍着人們蹦蹦跳，惹
人開心；㗎犬是一隻大膽和獨立
的小狗；呀牛性格溫順和勇敢，
喜愛與同伴和睦相處。
當主人不在家的時候，小狗們將

會展現古靈精怪的一面，Toby介紹
道：「角色的性格設計一方面參考
狗仔自身的性格特點，將其擬人
化，再加入一些小朋友具備的有趣
的性格元素，如扭計、不講道理

等。我的芝麻哥哥平時淡定穩重，
但爭食物的時候卻絲毫不讓湯丸妹
妹，有時我們摸湯丸牠還會發脾
氣。」這班超萌小狗兵團由即日起
至 3月 4日在「皇室堡 × CHI-
WAWAWA新春『旺』犬甜蜜工
房」裝置中亮相。

寵物相伴快樂生活
原來最初Toby為兩隻愛犬芝麻

和湯丸設計的品牌名為「CHIWA-
WA」，當他將想法放上facebook
即引起了小儀的注意，彼時小儀雖
只有Dee Dee一隻狗，但為牠打造
產品的想法也是由來已久。小儀便
大膽向Toby 提議，兩人一拍即
合 ， 將 「CHIWAWA」 改 為
「CHIWAWAWA」，寓意兩人的
三隻可愛芝娃娃狗。後來小儀又再
添養了細佬佬，便也將牠的形象加
入品牌中。她稱有了Dee Dee和細
佬佬的陪伴，生活中充滿快樂，而
自己和家人也有了更多交流的話
題，溝通也更密切。
Toby和小儀平時也常交流養狗

經驗，在Toby眼中，小儀愛狗，
待兩隻寵物狗如家人般，而他自己
也是同樣，「我從十幾年前開始養
狗，那時還沒有兩個小朋友，而現
在雖然分給寵物的時間少了，但是
換個角度，牠們又多了兩個新玩
伴。在養寵物狗的過程中，我也完
成了個人身份的轉變，是非常有趣
的經歷。」

敏銳洞察身邊事物
Toby 投身設計及廣告界十幾

年，曾獲頒「香港十大傑出設計
師」，被《透視》雜誌選為「大中
華地區40名最具影響力設計師」
之一。他曾任不同公司的創作總
監，於2010年創立 tobyHK工作
室，工作室成立至今已設計逾15
套不同主題的卡通形象，而每件作
品也都是Toby 對身邊事物的反
映。他說，創作者十有八九都會說
是從身邊事物尋找靈感，看似簡單
卻需要敏銳的洞察力，若只是走馬
觀花般過生活，自然難以看得通
透，「我從小就習慣觀察周圍的人
事物，停留得久自然看得更清楚，
也因為這樣我才做到設計師。」而
「不斷創作」是他給年輕設計師的
建議，「世界不會虧待勤力的人，
不斷努力，不計回報，總會有機
會。」
Toby始終有着出書的計劃，既

有探討人生的深奧書籍，也有淺
顯易明的卡通故事畫冊，他認
為，無論電子閱讀怎樣迅猛發
展，都無法完全取代實體紙質讀
物的位置，「雖然電子媒介是推
廣的有效方式，我也會將漫畫擺
上網，但有時你想尋找的文化會
湮沒在繁雜的網絡訊息中，甚至
消失，所以實體書本更多的價值
是關乎傳承。」他說。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岳悅
■小儀的「Dee Dee」早已是明星狗。

張岳悅攝

■幾隻芝娃娃狗與牠們的狗朋友組成小狗
兵團。 張岳悅 攝

■Toby 設計的 Pandaluv 熊貓笠笠頗受
歡迎。

《大同》電影講述校長周捷君、
呂儀和夫婦在二戰後花

盡畢生積蓄創辦愛國學校「大同學校」，
以校為家，讓窮家子弟也可以接受教育，
潛移默化傳播愛國精神。可見平凡人的愛
國方式更見可貴。校名「大同」出自《禮
記》中的「大同與小康」，講述大同社會
裡人人平等、人人有愛的理想社會。1999
年，兩人離世，他們的子女周月梅、兆
東、兆康、兆西、兆強和月齡為傳承父母
親的教育事業，將父母的遺產悉數捐獻到
廣東清遠農村興建「石聯大同學校」。

紗廠「上山下鄉」體驗生活
第一次參演電影的周月齡，對拍攝經歷
印象深刻，也感到精疲力竭。「我們不是
專業演員，每一次表演都是真情實感，我
流眼淚的鏡頭拍了七八次，但原來每次都
哭得出，並愈來愈激動，甚至無法收
聲。」原來拍攝當時父母的每一個片段都
浮現在她的腦海中，母親過世前的親切叮
嚀也歷歷在目。
同時，戲中的學校和家中佈景是參照舊
相片還原而成，每次進入場景，她都難掩
心中感情，既懷念，卻又怕觸景傷情。她
回憶起父母的無私奉獻，想起父母對國家
的愛，其實是對每個人的愛，「當國家變
得好，人民也將過上更好的生活，國家如

何會變得更好？只有每個人都愛它。」
周月齡中學畢業後曾於香港紗廠工作過

一年半的時間，用父親的話說，是為了讓
她如「上山下鄉」的知青般體驗生活，之
後她曾於夜校教書，1978年入讀暨南大學
歷史系，是學校復辦後的第一批港澳生，
畢業後曾於中藝從事古董銷售工作。她意
識到，銷售並不是自己的心儀工作，隨後
入讀中大教育學院，「父母從來不會強迫
我們兄弟姐妹一定要繼承他們的衣缽去教
書，但當他們聽到我想要讀教育學院時，
開心到不得了，同時不斷鼓勵我。」
她受父母影響深遠，從事教職27年，在聖
若瑟書院主教中文、中史及普通話，多年來
培育無數英才，退休後仍堅持為學生補習，
並開始做「四書」的譯寫和教學工作，對教
育事業的熱忱不變。她表示，最初自己便知
道教書不是一份普通的工作，而是一份使
命，第一日上堂之前，她問母親，如何做才
能成為一名好老師？母親回答說要有「兩
心」——愛心和責任心，要將每個學生都當
做自己的孩子去愛，對教學的每一個細節都
要竭盡所能去做好，改好每一份簿，備好每
一堂課，務必使得學生時刻有得着。
「每當我在學校遇到困難時，總會回家
講給父母聽，詢問他們的建議。當時的校
長曾因為我上堂時學生太興奮而指責我，
當我回家和父母說這件事的時候，他們勸
我不要灰心我不要灰心，，校長的話要聽校長的話要聽，，但最重要的但最重要的
還是教好學生還是教好學生，，每每個學個學生都是一顆種子生都是一顆種子，，
即使即使4545個人中個人中只有一人在聽課只有一人在聽課，，你也要你也要
堅持努力去教堅持努力去教，，不能放棄不能放棄。」。」母親的話母親的話
是她堅持教學的動力是她堅持教學的動力，，她敬業樂業她敬業樂業，，因因
材施教材施教，，即使是教過幾十次的課文即使是教過幾十次的課文，，上上
堂前她也會因應學生的情況再次靜心堂前她也會因應學生的情況再次靜心備備
課課，，如此精神終贏得學生愛戴如此精神終贏得學生愛戴，，她自己也她自己也

樂在其中樂在其中。。
「母親還教我，一定要站着教書，

從而望到每個學生的反應，看到學生
皺一皺眉便知他心有疑問，要及時解

答學生的疑問，才是真正盡到教師的責
任。」她同時自豪地表示，自己教書27年
只請過三日病假，皆是因為發燒病到無法
起身，其餘病痛她都會堅持返工教學，再
趁空堂時間走去看醫生，「病假時便要其
他老師在空堂時代課，但那位老師卻未必
是教中文的，如此就變相浪費了學生的時
間。」

獨遊東北三省更加愛祖國
在周月齡的記憶中，曾任大同學校校長的

父親擅教中、英文，任教務主任的母親則教
中文、中史及中國地理，她說：「母親的地
理堂教得尤其好，繪聲繪色將你帶入到當地
的情境之中，我還記得她說東北三省的土地
是黑黝黝的，種什麼都長得肥，大米又香又
甜，蘋果又大又紅。上她的中國地理堂會不自
覺地被感染，會令人愈加熱愛自己的祖國。」
時隔多年，母親的課堂內容仍在她腦中

縈繞不散，像一粒埋在心底的種子逐漸在
發芽。2016年7月，周月齡開啟了自己獨闖
內地之旅，先是去到母親遺憾未去過的地
方——安徽合肥，再到滁州和南京，同年8
月則去了大連和瀋陽。去年4月，她再次獨
闖中國四大河流中位處最北面的黑龍江，
由上游一路遊至下游，其間曾到漠河、黑
河、五大連池、哈爾濱，7月再到長春、長
白山、丹東和撫遠，在長達25天的巴士、
高鐵、的士和地鐵的貼地之旅中，她見到
母親口中的黑色泥土，興奮莫名，常感慨
流淚，所到之處皆舉目可見處處豐足有
序，人人勤力而上進。她想，當年敬愛的
父母奉獻一生辦教育，他們所追求和期盼
的，不就是自己現在在內地所見到的那國

泰民安的景象嗎？
周月齡說自己熱愛獨自旅行，無論是提
前計劃，預定好車票酒店，還是隨遇而
安，隨着巴士路線無定向遊覽，她都會將
全部精神集中於眼前的人、事、物，也與
當地居民有着更密切的交往，「當我到達
一座城市，便會完全沉浸其中，享受並了
解它。我通常選擇住在火車站附近，在巴
士總站隨意跳上一架車，坐到終點站再下
車步行，去每一間店舖和老闆聊天，了解
他們的生活和想法，再坐巴士回到火車站
轉另一架巴士。」她說。
旅途中，她同樣感受到當地人對自己祖國

和城市的熱愛，「我搭的士時常與司機聊
天，在長春時我問司機『長春美不美』？他
們答『很美』，我再問『哪裡美』？『就是
很美』，三位司機裡面有兩位邊答邊忍不住
流眼淚。我可以深深感受到他們為自己城市
驕傲的感情。當香港發生一些人不愛國的事
情之後，我腦海中總是不由浮現自己在內地
的經歷，我們國家如此地大物博，為什麼有
的人卻不懂得珍惜呢？」

教書27年只請3天病假

去年一部名為《大同》的微電影獲得中央電視台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

觀主題微電影徵集展示活動」優秀作品一等獎，感動了不少觀眾。讓我

們想到一批愛國家庭長大的子女的故事。《大同》學校校長周捷君的六

個兒女都繼承父母志，繼續無條件地愛國。小女兒周月齡繼承了父母的

教師職業，愛崗敬業，在聖若瑟書院主教中文、中史及普通話，多年來

培育無數英才，退休後開始做「四書」的譯寫和教學工作，傳播中國文

化奉獻半生。前年開始，她開啟了自己的獨闖內地之旅，用腳步丈量母

親地理課堂上描繪過的動人景象，感受祖國的壯麗山河和人情之暖。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 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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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周月齡介紹，當年
聖若瑟每周有6堂中文、
2堂中史及 2堂普通話
科，「當年的校長Bro.
Thomas Favier是愛爾蘭
人，他卻經常向我強調
中史科的重要性，表示
每個國家的人都應該了
解自己國家的歷史，所
以這麼多年聖若瑟從未
缺過中史科。聖若瑟也
是香港最早有普通話科
的學校之一，我也是香
港第一批教普通話的老
師，當時還未有考證書
這件事，我的普通話也
是從母親那裡學來的。
同時，校長也督促老師
和學生學好普通話，他
曾表示，將來的中國會
日趨強大，所以一定要
學生具備這項溝通的技
能。」
周月齡現時每年都會

回到聖若瑟教授文言文
班，從同學那裡了解到
學校每周只剩一堂中史
科，使教學進度緩慢，
「曾經Form 1在9月開
學，12月可以教到秦國
統一，但現在1月才講到
戰國。」周月齡笑着
說，神情卻難掩遺憾。

■■TobyToby帶同仔女及小狗帶同仔女及小狗「「芝麻芝麻」、」、
「「湯圓湯圓」」共同出席活動共同出席活動。。 張岳悅張岳悅攝攝

■■周月齡健談且樂觀周月齡健談且樂觀。。
張岳悅張岳悅攝攝

■■《《大同大同》》電影講述了一個愛國教師艱苦電影講述了一個愛國教師艱苦
辦學的感人故事辦學的感人故事。。

■■周月齡在鴨綠江周月齡在鴨綠江。。 受訪者提供受訪者提供

尋找尋找香港好人好事香港好人好事

■■周月齡周月齡（（左一左一））與兄姊一同與兄姊一同
出席微電影觀賞會出席微電影觀賞會。。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設計師楊德賢組「小狗兵團」

籲多陪伴寵物籲多陪伴寵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