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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中文
大學新亞書院將舉行「錢賓四先生學術文
化講座」活動，邀得著名學者北京師範大
學哲學學院特聘教授及香港中大哲學系中
國哲學與文化研究中心名譽主任劉笑敢主
持3場公開講座，全部皆以普通話進行，
歡迎公眾人士參加。

劉笑敢是知名中國哲學研究專家，不單
為當今漢語哲學界中國哲學研究成果最豐

碩的學者之一，他的道家哲學研究亦飲譽
國際學術界。

論人性善惡 如何「報怨」
其第一講於3月16日（星期五）上午11

時30分假座中大邵逸夫堂舉行，題目為
「人性之古今：從孟子理論到科學發
現」，以探討人性的本質是善是惡。

第二講「人性之有無與善惡：實然與應

然」於3月17日（星期六）下午3時於香
港歷史博物館地下演講廳舉行。

第三講是「以直報怨與以德報怨：儒道
合論」 反思老子「以德報怨」及孔子「以
直報怨，以德報德」的主張，有關講座於
3月19日（星期一）下午4時正於中大祖
堯堂舉行。

有興趣者若有疑問，可致電39437601
查詢。

中大邀劉笑敢談儒論道

今 日 繼 續 討 論
《 新 世 紀 福 爾 摩
斯 》 Sherlock 和

John的經典對話：
Sherlock: "Pass me my phone." （傳我

的電話給我）
John: "Where is it?" （在哪裡？）
Sherlock: "Jacket (his own)." （他自

己的外套）
在 The Great Game 一集中，Sherlock

和John的對話又再一次顯出他們是非常好
朋友的關係。那場景是，Sherlock特別叫
John到他的身邊，然後跟他說：「傳我的
電話給我。」當John問Sherlock他的電話
在哪裡時，他竟然說在自己的外套裡面！
從這裡，你可以見到Sherlock Holmes有
幾懶惰，英國的影評更以「World-class la-
ziness」世界級懶惰去形容他。

如果有朋友這樣跟你說，你一定會覺得
他在搵你笨，玩你，你很可能要跟他斷絕
來往。但是Sherlock就是知道他和John的

友誼深厚才夠膽這樣說！
Sherlock: "Punch me in the face."（打

我的面）
John: "Punch you?"（打你？）
Sherlock: "Yes, punch me in the face.

Didn't you hear me?"（是啊，打我的面
呀。你沒聽到嗎？）

John: "I always hear 'punch me in the
face' when you're speaking - but it's usual-
ly sub-text." （當你說話時，我經常聽到
「打我的面」—不過那通常是潛台詞。）

在A Scandal in Belgravia一集中，好友
John 又忍不住要嘲諷 Sherlock。當 Sher-
lock想John打他的面時，其實他是想肯定
自己所看到的是事實，不是自己的幻想，
所以希望透過John打他面時的痛楚確定自
己不是在發夢！John本來都不能置信，堂
堂Sherlock Holmes怎會叫人打他呢？所
以他也再確認一次，問他是不是真的要打
下去。Sherlock 嫌他煩，不耐煩地重複
說：是啊，打我的面呀。你沒聽到嗎？

結果，John乘機寸Sherlock說，其實當
Sherlock說話時，自己是經常聽到「打他
的面」的 — 不過那通常是潛台詞，即是
沒有人真正說出口但大家都意會到的言下
之意。John 正是要告訴 Sherlock，以其
「得罪人多，稱呼人少」的做人態度，逢
人都說是 「idiotic」（愚蠢），有誰不會
在聽完他嘲弄人的說話後想 「Punch him
in the face」呢？

可能大家更想知道，最後John夠不夠膽
真的「Punch him in the face」？答案
是，除了諷刺他，今次John終於有機會報
仇了，乘機「gives him a real punch」，
等Sherlock下次還夠不夠膽說John 「idi-
otic」! 以上的對話，絕對是很好的朋友才
會說出口的，要不然已經絕交，無朋友
做！所以雖然Sherlock和John之間會互相
嘲諷，甚至大打出手，但是這全都是建基
於他們很深的友誼當中呢！

■吹水同學會會長馬漪楠
［曾獲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英國語文

教育學習領域）（2009/2010），與岑皓
軒合著暢銷書《Slang：屎爛英語 1&
2》］

互嘲打鬧 死黨「特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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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年暑假，我去
了 新 加 坡 一 家 名 叫
AbleSociety 的初創社

會企業實習。其宗旨是以創新科技來改善視
障人士的生活難題，幫助他們融入社會。我
相信每一個人生下來都應該是平等的，一個
理想的社會應該讓殘疾人士能有公平的機
遇，AbleSociety與我追求社會公義的理念
相近，我希望能花一個暑假去做一件有意義
的事，盡自己的努力為社會帶來改變。

視障者常常被社會冷落和遺忘。在新加
坡，保守估計最少有一萬名視障者，但到今
天還沒有確實的官方數據，連政府在過去
50年的人口普查中也沒有統計他們。

他們每天面對嚴重的歧視，超過三分之
一的僱主稱不會聘用視障者，四成新加坡人
甚至直言雖然他們容忍殘疾人士的存在，卻
絕對不會與他們交流。學校也甚少教導學生
如何回應殘疾人士的需要和如何與他們相
處，令歧視問題日趨嚴重。

在實習的過程中，我與同事主動去接觸
這個群體，與社企「黑暗中對話」、the
Singapore Association for the Visually
Handicapped、Running Hour等機構的視障
者聊天。

普遍的市民都對這個群體了解不深，把全
盲與視障劃上等號，又以為視障就等於無
能。其實全盲只是視障的一種，而視障是指視
力小於20/40、且不能用眼鏡來糾正的障礙。

視障者其實十分渴望可以與非視障者一
樣擁有平等的機會，能靠自己的努力照顧自
己，但現實卻令他們沮喪，而第一批主動去
關心他們需要的學生，竟然是我們這一群外
國人。與他們聊天讓我感覺到一股迫切感去
改善他們的處境。

透過聊天，我知道當地雖然有企業和機
構服務視障者，但大部分都是圍繞全盲人士
的，忽略了局部視障者的需要，而室內定向
和購物是他們在生活上面對最大的困難。

與超市補習社合作「除障」
在AbleSociety，我們有很大空間發展我

們想做的項目。我與其他實習生一起設計了
一個應用程式「The Able Advisor」，與超
級市場合作，結合室內定向和產品數據庫，
讓視障者能輕易在超市購物。在設計過程
中，我們與「黑暗中對話」合作，他們給了
我們不少寶貴的建議。

此外，我們還設計了一個結合創業與社
會責任元素的教育課程，教導年輕人如何回
應視障者的需要，在網頁版面設計、商業運
作等方面做到平等，由年輕人着手解決社會
對視障者被歧視的問題。我們與補習社合作
試行了這個課程，學生反應正面，為我們帶
來鼓舞。

作為修讀市場與管理學的大學生，我為
AbleSociety初擬了未來的發展計劃，拿着
企劃書戰戰兢兢地去接觸投資者與企業孵化
器，成功為AbleSociety爭取到第一筆啟動
資金。

我們亦有幸在香港貿發局和新加坡管理
大學分享我們的經驗，獲得不少有關創業及
社會企業的寶貴意見。

我很感恩在這個暑假能為社會帶來改
變。在初創企業裡實習給了我很多啟發及學
以致用的機會。這個暑假總算沒有枉過。

■香港科技大學市場系學生 陳雅琳
（標題和小題為編輯所加）

初創社企助視障 改善生活爭平權

香港可持續校園聯盟2015年至2016
年度報告指出，香港高校總共有

175,925名全職員工、大學生和工作人
員，產生13,086噸堆填垃圾。

為了從大學群體入手有效減廢，浸大
去年率先成為本港首間「無飲管大
學」，該校的「浸大無飲管行動」成功
令校園餐廳塑膠飲管的使用率大幅下降
近九成。

活動預計每年可為地球減少近40萬支
即棄塑膠飲管。港大亦於去年舉辦「無
飲管周」，收效顯著。

零廢市場放映會宣環保
為進一步擴大此類減飲管運動在高校

的影響力，香港可持續校園聯盟主辦
「八大走飲管」運動。

港大、中大、科大、城大、理大、
浸大、嶺大、教大齊齊響應於今日起
至本月 16 日期間，分別在校內舉辦
「無飲管周」或「無飲管日」，屆時
校園內的食肆只會在要求下才提供飲
管。

各校並會舉辦電影放映會、零廢物市
場及派發可循環再用的飲管等。

八所大學亦承諾訂立長遠的措施，包
括定期舉辦提升環保意識的活動、無飲
管日或於校園內全面停止使用塑膠飲
管。活動詳情可瀏覽網站http://www.
hkscc.edu.hk/activities/skip-the-straw。

院校互相學習 緊隨「減塑」風
嶺大核心課程及通識教育主任兼科學

教研組主任、香港可持續校園聯盟召集

人 Mark McGinley 表示，透過共同努
力，夥伴院校之間可互相啟發和學習，
成為積極轉變的催化劑。

「減塑膠飲管」風潮正在各地興起。
台灣地區上月宣佈明年起大型餐飲業如
連鎖快餐店等，堂食將禁止提供塑膠飲
管，2025年連外賣都全面限用，巿民要
用飲管須自費購買，到2030年商家全面
禁用。

在英國，繼英國首相文翠珊今年1月
宣佈「減塑」計劃後，英女王早前宣
佈，白金漢宮等王室房產內將禁止使用
膠樽和塑膠飲管。

塑膠飲管是地球十大海洋垃圾之一，
極難分解，倘若流入海洋易被海洋動物
誤食，影響其呼吸道或消化系統，嚴重
者會致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即棄

塑膠飲管是地球十大海洋垃圾之一，

為保護環境，教資會轄下八所大學聯

合發起「八大走飲管」運動，由今日

起至16日實行「無飲管周」或「無飲

管日」，校內食肆只會在食客要求下

提供飲管。各校並會設立零廢物市場

及派發可循環再用的飲管等，更承諾

會訂立長遠措施、或於校園內全面停

用膠飲管。浸大、港大曾率先開展類

似活動，收效顯著，此次八大聯手有

望擴大行動的影響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嘉瑤) 為讓小學
生亦能親身了解大學校園的學習和生活實
況，從而訂立人生目標，嶺南大學日前安
排了106名來自屯門區11間小學的學生，
參加「做個大學生」體驗活動，藉此加強
嶺大與所屬社區的聯繫。

「做個大學生」體驗活動已連續舉辦七
年，由嶺大、屯門區青年活動委員會和屯
門民政事務處合辦，亦是 2017/18 年度
「成功有約」屯門區小學生獎勵計劃的其
中一項活動，旨在鼓勵小學生完成自己訂
下的目標，從而建構正確的價值觀及人生

方向。本年度共有18間小學參與「成功有
約」屯門區小學生獎勵計劃，合共172位
五年級或六年級的學生獲得嘉許狀，當中
有11所小學106位學生獲安排出席是次嶺
大體驗活動。

與嶺大生午餐互動交流
當日的體驗活動包括由嶺大中文系講師

蕭欣浩主持「跨代飲食文化及寫作」課堂
及討論、與嶺大學生共晉午餐互動交流，
以及參觀嶺大校園設施如圖書館、體育館
和學生宿舍等。

屯門區青年活動委員會主席程志紅在活
動的嘉許禮上致辭時表示，感謝嶺大的支
持和配合，讓小學生親身了解大學校園的
生活，開拓視野，立定志向。

嶺大學生服務中心副總監麥美珠則表
示，是次活動能鼓勵嶺大學生及服務研
習計劃下的長者參與社區服務，讓他們
為屯門區的小學生籌辦遊覽校園的活
動。

她續說，嶺大會繼續與不同的機構攜手
合作，籌辦有意義的活動，為本港培育優
秀人才。

106小學生體驗做「嶺大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嘉瑤）東華
三院馮黃鳳亭中學日前舉行40周年校
慶典禮，當日校方邀得香港資優教育學
苑院長吳大琪主禮，並向學校職員頒發
長期服務紀念品，以表揚他們對學校的
貢獻和忠誠。

東華三院第五副主席馬清揚致歡迎辭
時表示，學校在歷任校長的領導、全體
師生的努力、家長和各界的支持下，得
以成長，他深信學校在未來的日子，在

良好的基礎上，再接再厲，努力栽培學
生，為社會培育人才。

近年，學校致力營造關愛的教學環
境，鼓勵學生參與不同的課外活動，啟
發個人潛能，亦鼓勵學生參與義務工
作，希望培育學生成為勇於承擔及關懷
社會的良好公民。

此 外 ， 該 校 又 發 展 電 子 學 習 及
「STEM」教育，以提升學生對科技發
展的認識，從而鼓勵學生發揮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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