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逆境可快樂 自強讚蕭媱
讀障女力抗硬化症 鼓勵抑鬱媽財困爸自閉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只要心

中注滿熱情，就算頑疾纏身，夢想亦能

閃閃發光；只要心中有愛，縱使出身困

苦，也可滿有鬥志迎難而上。年僅18

歲的蕭媱，小學時被發現有讀寫障礙，

通過不斷練習摯愛的粵曲，中文水平

竟大有改進。可惜好景不常，兩

年前她又確診患多發性硬化

症，左邊身無法自控，情緒亦

大受影響。身體孱弱，但她

拒絕認輸，不但堅持如常讀

書、學粵劇，照顧有抑鬱症的媽媽及

自閉症的弟弟，並鼓勵生意失敗的爸

爸。崎嶇的成長路無改她的樂觀，「未

來還有很多事等我做，要結婚、事業有

成，都是很美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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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媱小時候和其他孩子一樣，活得無憂無慮，
終日夢想着要成為粵劇演員。不過，在小一

時，她被證實患有讀寫障礙，其後慢慢發現要閱
讀劇本時困難重重。不過，從不輕言放棄的小妮
子堅持刻苦練曲，終令中文水平大大改進。

患病長住院 粵劇夢受挫
原以為距離夢想近了一步，命運卻出現了變

奏。兩年前，蕭媱的左眼突然看不清東西，初時
以為是患上青光眼，但萬萬沒想到是多發性硬化
症的影響。這病會導致腦神經發炎，需要長期入
院，注射高劑量的類固醇緩解病徵。
兩年來，蕭媱三分一時間都在醫院度過，左邊

身體的控制力變差、左眼視力永久缺損、情緒和
記憶力亦大受影響。
無法控制身體，粵劇演員的夢想像是判了「死

刑」。蕭媱最初無法接受現實，終日發脾氣，
「外面的世界很大，為什麼我只能被困在一張床
上！」直到一位素不相識的義工分享自身經歷，
令蕭媱明白，「其實關心他人，也可以給自己帶
來快樂呀！」

自習控情緒 傳揚正能量
此後，她開始學習控制情緒，即使被病痛折磨

也忍耐着，以免令抑鬱症的媽媽不安；患有自閉
症的弟弟在家從不會主動講話，她便鼓勵他分享
生活點滴，幫他分擔憂傷。而早年生意失敗的父
親，現在要做兩份工，十分辛苦，無暇照顧家
庭，蕭媱坦言，「家裡氣氛不太好，但我要堅持
住，因為家人很需要我。」
無法擺脫病魔，但蕭媱總是希望給別人帶來正

能量，她常常安慰媽媽，「未來會很好的，您再
堅持幾年，等我長大了，就可以照顧你們了。」
為了兌現承諾，小妮子即使受困於病床上，亦

不放棄學業，而患病前每周學習兩至六小時粵劇
的習慣亦沒有改變。她坦言，現在學粵劇需要老
師調整難度，「但很幸運，我半年能參與一次大
型演出，可以做業餘演員。」
心知或不能完成兒時做粵劇演員的心願，樂觀

的蕭媱又從苦難的經歷中尋找到新的夢想，她希
望成為中醫，為更多受疾病困擾的病患者減輕一
點點痛苦，讓人做到真正的「逍遙」。
由青協主辦、中電作夥伴的「中電新世代．新

動力獎勵計劃」（前身為黃寬洋獎勵計劃）昨日
舉行頒獎禮，表揚包括蕭媱在內的20位以積極
態度迎難而上的青少年。他們有些面對家庭問
題、有些經歷突如其來的變故、亦有些身患危
疾，與死神搏鬥，但他們仍然懷着自信與希望，
為人生注入新動力，凝聚正能量。

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
柴婧）華英
中學學生黃
迪燊，是應
屆文憑試考
生，他皮膚
黝黑，給人
感覺陽光、
積極上進。
很難想像他
生於單親家庭、18年來輾轉寄居在近10個
寄養家庭和兒童之家、需要學習與嚴重抑
鬱及焦慮症的媽媽相處。他坦言無法選擇
自己的人生，但會在重重困難中學會「與
問題共處」。即使成長之路坎坷，但他對
未來仍然衷心嚮往，希望終有一日在天
文、地理領域有所作為。
黃迪燊在「新動力獎勵計劃」分享會上

問台下來賓什麼是家？他說自己對家的印
象模糊，「印象中，和媽媽住過一年半時
間，這些回憶就是我的家。」

來往寄居院舍 單親兒念母愛
在分享會上，他沒有提及爸爸，只談及自

己和媽媽同住的回憶。家中的雜物由地板一
直堆到天花，少不更事的他，最愛在雜物堆
裡玩，卻不知道，媽媽瘋狂購物及儲物的習
慣，是嚴重抑鬱症和焦慮症的表現。
由於母親的精神狀態欠佳，迪燊自小已

被安排到不同的寄養家庭及兒童之家暫
住，開始時主要由院舍的「陌生人」教
育、培養，只有周末可以和母親相處。即
使家境困難，但他心底更願意和媽媽同
住；不過，經歷數年時間，他慢慢理解媽

媽的無力感，明白她「已經做了最大的努力」，而
不是對自己棄之不顧。
小伙子知道媽媽對自己的期望，「她想我生活要

有熱情，追求知識，要我學有所成」。為達成媽媽
的心願，他很着緊自己的學業，自信今年在文憑試
中一定能考獲升讀資助大學的資格。

投書海尋知識 開天文拓地埋
在匱乏的環境中長大，迪燊特別珍惜自己擁有的東

西，他每天都會在兒童之家家舍的大書櫃裡尋找知
識，讓自己從不同的角度認識廣闊的世界。他說，
「身世無法選擇，但思想上的自由，可以選擇。」
他讀得第一本關於天文的書籍後，覺得這學科很

有魅力，後來他又愛上地理，未來希望能在這兩個
領域大展拳腳，開拓全新的天地。

香港文匯
報訊（實習
記 者 鄺 錦
蓉）本身是
中葡混血兒
的沙曜麟，
患有過度活
躍症及讀寫
障礙，小學
時讀書屢遇

挫折，加上同學歧視其混血兒身份，令他變
得自卑又火爆，以「蝦蝦霸霸」報復，結果
被送到群育學校。直至升中，「小惡霸」沙
曜麟竟也被其他同學欺凌，他才明白「弱
者」的感受，並覺悟不應欺善怕惡，生命開
始有重大轉變。在昨日的分享會上，他流淚
分享自己的成長故事，並公開對母親表達深
深的歉意，浪子回頭，令人動容。
沙曜麟有過度活躍症，他哽咽地說，小學

時難以控制情緒，會因為別人一句說話，就

衝動地打人，讓同學滿嘴都是血，被老師歸
類為「問題學生」，也是同學眼中「會打架
的猴子」，「醫生叫我吃藥，但沒有用，甚
至還有副作用。」

過躍症難自控 屢動粗遭排擠
珍貴的小息時間，別的孩子和同學快樂地

玩耍、吵鬧，沙曜麟卻老是被罰站，被同學
們恥笑。他意圖向同學示好，但正走過去的
時候，同學們就會結束話題。
屢被同儕摒棄，在沙曜麟的內心埋下了仇

恨的種子，人也敏感起來，開始報復同學。
母親經常接到投訴，不勝其煩。

感謝師友關懷 覺今是而昨非
其後，他轉到群育學校讀書，學守規矩，

「但我覺得學校的人並不了解我」，暴躁個
性未見改善。
直至升讀中學，昔日經常發難的「小惡

霸」沙曜麟開始被其他同學欺凌，他才覺悟

不應欺善怕惡，也因為老師的一句「精人出
口，笨人出手」，讓他明白出手打人只會承
受更多處罰，而四處挑釁別人的日子其實十
分無聊，「改變性格並不容易，但因為師友
的關懷，成為了我改變的動力。」
由於有讀寫障礙，本身英語成績糟糕的

他，在英語老師鼓勵下，每天堅持學習生
字，最終獲得合格成績，更在一次話劇比賽
中獲得優秀男演員的獎項，更能克服先天的
不足，盡力背稿，在舞台上找到自信。

投話劇克難關 舞台上覓自我
「優點與局限，視乎你的角度。」沙曜麟認

為過度活躍症表面是缺陷，「但當別人練習話
劇疲累的時候，我仍然是充滿精力。」這種體
能優勢，更令他在運動方面表現卓越。
回望成長的經歷，沙曜麟害羞地感謝母親，

「媽媽對不起，我經常發脾氣。」他希望未來
可以修讀演藝課程，成為可以為台下觀眾帶來
正面能量的演員，令媽媽刮目相看。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鄺錦
蓉）陌生的環境，語言不通，令鄭
嘉豪一度覺得自己「又聾又啞」，
心裡既孤獨又不安。現就讀中四的
他，兩年前由內地來港，家人為了
慳錢，一家四口入住100呎狹窄的
凶宅，一切從頭開始。靠着堅毅的
精神，小伙子慢慢融入了香港的校
園生活，更與兄長在校外的科學比
賽中發明了「溫差發電定位手
環」，更憑英語演講而獲獎。未來
他立志要考入大學，成為醫護人
員，回饋社會。

四口家擠凶宅 難越障常思鄉
鄭嘉豪是「新動力獎勵計劃」的

其中一名得獎學生。兩年前在父親
的安排下，由內地移居香港。由於
家人難以負擔高昂的租金，透過上
網找到一間租金便宜的凶宅，一家
四口擠在這 100 呎狹窄的劏房過
活，算是有瓦遮頭。
嘉豪認為一家人平安就是「富

有」，父親因工作關係，要留在內
地生活，一家人難得團聚，原先的
老友也都在內地，鄭嘉豪坦言很掛
念他們，「中三那年，我寫的作
文，多數都以內地的親戚或朋友為

題材，表達思念之苦。」
談到初來甫到時的情況，鄭嘉豪

坦言「起初我一句廣東話都不
懂」。
雖然來港前一個月，他已有努力

學習廣東話，一邊聽電視，一邊跟
字幕讀，但來到新校園，因其口音
不準，又不懂規矩，總被同學嘲
笑，加上年齡較同班同學大，他根
本沒有朋友，最後被迫放棄以往在
內地最愛的籃球運動，孤獨感油然
而生。

破冰廣結朋友 互砥礪學英文
上課時，老師叫他的英文名字，

他卻沒有聽懂，英文成績差到只有
幾分，令原本在內地成績優異的他
變得寡言，「中二、中三兩年內，
一日說不多於十句。」他形容當時
像「行屍走肉」，因此他只能去圖
書館消磨時間，卻培養起讀書習
慣，更發現對科學書籍有濃厚興
趣。
父親一直勸解兒子，認定「你先

對人好，別人就會對你好啦！」鼓
勵着嘉豪改變現狀。為了不讓家人
失望，嘉豪試着改變原本的消極態
度，「既然改變不了環境，那就改

變心態吧！」
現時他不再介意被嘲笑，也視

自己口音為笑點，積極與朋友聊
天互動，現在他的朋友不但教他
講廣東話，還會教他英文。
同時，他一直堅持聽電台學講廣

東話，口音進步不少。他還會與哥
哥互相勉勵，查字典學習英文，又
主動找外籍老師聊天，英語考試成
績大躍進，早前更在英語演講比賽
中獲獎，也由於他對科研感興趣，
他與哥哥在校外科學比賽發明了
「溫差發電定位手環」，一步步建
立起對學習的自信。
嘉豪希望將來可以升讀大學，成

為物理治療師或精神科醫生，幫助
他人，實踐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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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昨 日 的
「新動力獎勵
計劃」分享會

及頒獎禮上，嘉賓、觀眾聽罷一眾
年輕人的感人成長經歷後，都感動
得眼淚直流，其中行政會議成員兼
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林正財作為主
禮嘉賓，也分享了自己少年時代面
對過的困難，包括家庭暴力傾向、
犯罪傾向、自殺危機、學習困難等
等，他和獲獎同學一樣，並非成長
在「滿地都是玫瑰花」的環境，當
他提到「我們需要在重要的時候得
到鼓勵」時一度落淚，約兩分鐘後
才再度開腔。
林正財哽咽自爆，中學時家境貧

困，得到同學幫助，令他可以無條
件在同學家中住了足足兩年，挨過
人生中最困難的時期。他寄語現場

的年輕人，在覺得自己最低潮的時
候，「記得有人真的關心你，讓你
有新的動力行這條路。」
中華電力企業發展總裁莊偉茵發

言時亦十分動情，她說作為媽媽，
不希望兒女經歷苦難，而台上獲獎
同學的堅持令她感動，她衷心祝福
各位得獎同學。

■香港文匯報記者 柴婧

「小惡霸」浪子回頭 勤學自省爭上游

新來港堅志懸壺 自發融港破「聾啞」

哽咽憶訴寒微時
林正財勉青奮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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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媱蕭媱（（右右））患病後的粵劇演出照患病後的粵劇演出照。。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中電新世代．新動力獎勵計劃」昨日舉行頒獎禮，表揚包括蕭媱在內的20位以積極態度迎難而上的青少
年。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林正財演講時一度「眼濕濕」。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蕭媱自幼熱愛粵曲蕭媱自幼熱愛粵曲，，雖然確診患多發性硬化症雖然確診患多發性硬化症，，
但仍堅持操曲習慣但仍堅持操曲習慣。。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黃迪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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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嘉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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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曜麟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