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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生活富庶平穩，但其

實社會上亦有着成長路崎嶇

不平的一群人，曾經面對戰

亂、經歷流離失所或種種困

境，最終仍能堅毅努力學習，以知識改變命

運。香港文匯報今日起推出專題報道，聚焦

兩名難民出身並克服戰亂難關、如今學有所

成於大學任教的學者，他們跨過人生苦困於

自身知識領域盡展所長，並為年輕一代授業

解惑引領其走上正軌。

對浸大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助理教
授陳秀琼及其家族來說，戰爭是

難以消磨的烙印。她的祖父母輩早年因
逃避戰火從內地移居柬埔寨，以為能安
穩地過新生活，但到她出生幾個月柬埔
寨戰爭爆發，父親更被奪去性命，剩下
孤兒寡婦於戰地走難逃生。

食一次蛋糕 全家捱餓數周
對陳秀琼來說，雖無法記得戰爭的畫
面，但因戰爭而變得顛沛流離、家徒四
壁的生活卻深深影響着她的人生。逃離
柬埔寨時，母親僅帶了一件值錢物
件——珍珠項鏈，輾轉抵達法國後的一
段長時間，全家人就靠一粒一粒地賣掉
項鏈上的珍珠來換取食物，「一次生日
我求媽媽給我買個蛋糕，媽媽先是拒絕
了，可後來還是買給了我，但之後的幾
周我們就只能買得起特別少的食物。」
陳秀琼以難民身份在法國長大，由不
諳法文的母親獨力照顧她和弟弟，並同
時打兩份工維持家計。雖然生活艱難，
但陳媽媽卻沒有喪失對生活的希望，更

堅持孩子要有良好教育。陳秀琼說，當
時難民區的學校校風較差，女同學被強
姦的案例亦時有發生，母親為能讓她在
好的環境中學習，在十分拮据的情況
下，依然讓她讀私立學校。
年幼的陳秀琼知道媽媽非常辛苦，

「唯一能幫上媽媽的就是好好學習，而
且因為窮，我沒有玩具、電視，反而讓
我只能去圖書館看書，我也因此愛上了
讀書，愛上了學習。」
生活的困難並不能得到所有人的同情

與理解。「那時候媽媽交不起電費，我
寫作業就只能靠大廈公共地方的燈光，
它一分鐘滅一次，我就一分鐘按一次開
關，誰料我的鄰居十分生氣，衝出來衝
我吼。」
雖時隔多年，陳秀琼講起這段經歷，

仍眼泛淚光：「因為我是個孩子，我們
家窮我才會這樣子……如果我是那個大
人，我一定會邀請這個孩子到我家來做
作業。」
後來，陳秀琼以優異的成績憑藉獎學

金升學，本科畢業又赴瑞士修讀國際

關係，後再獲獎學金回法國攻讀博
士。自小對戰爭感到迷惑的她，起初
只為探求「人殺人」的原因，可後來
發現答案十分簡單，許多戰爭和衝突
無非由於經濟利益和貪婪，而意識形
態也起了重要作用。
她進一步認識到「最重要的不是了解

戰爭的原因，而是防止未來再發生戰
爭，所以我投身教育」。她希望通過教
育，向學生傳授思想和技能，使他們能
夠學懂反思，不再重複上一代的錯誤。

曾受別人恩惠 自然想幫別人
陳秀琼對自己苦難的經歷充滿感恩：

「我的經歷不僅讓我專心、愛學習、慷
慨，而且我也建立了不一樣的價值觀，
我們因為別人的幫忙才可以過有價值的
生活，自然也要幫助別人。」
她在無國界醫生當義工，亦恒常捐

血，並登記成為器官及骨髓捐贈者，還
在香港及其他地方做許多講座，分享自
己的故事，希望幫助別人改變對生活的
看法。

陳秀琼常常會結合自己經
歷和體會，制定針對學生和
自己孩子的「教育經」。她
做了十多年大學老師，學生
都給她好評，因為她不僅能

清晰講解晦澀難明的理論，還會結合自己的
親身經歷，為學生指點迷津，「我會告訴他
們，生活中遇到的都是小事，我能成為教授，
就是因為無論遇到什麼都不放棄學習。」學
生喜歡跟她分享自己的事情，「我並不能全
部幫助他們解決，但我會告訴他們，我會一
直傾聽。」所以，學生們都稱呼她為「第二
個媽媽」。
對自己的孩子，陳秀琼則添加了幾分感

性。她年幼時，母親忙於工作，幾乎沒有
和她一同進餐的機會，所以她做了媽媽後，
十分珍惜和孩子一起晚飯的時光，生怕再
次錯過這失而無法復得的體會。在子女教
育方面，她則和母親一樣不遺餘力。
當年為追求學術夢想輾轉多地，從瑞

士到法國、又先後在上海做訪問學者、
在澳門教書的她，最終因香港有更適合
孩子的教育環境而毅然選擇這裡。
不過，雖然她為孩子教育投入許多心血，

且自己亦因為學業成績優異而改變了命運，
但她卻不是「虎媽」，「我覺得學習很重要，
但生活也很重要，兩者要平衡，我鼓勵孩子
多參加活動，不強迫孩子學習不喜歡的東西，
他想學什麼就學什麼，不過，如果學就要讓
自己學到最好。」

■香港文匯報記者 柴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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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秀琼常結合自己經歷和體會，為學生指點迷津，學生們稱呼她為「第二個媽媽」。
香港文匯報記者柴婧 攝

■上世紀80年代初，陳秀琼剛到法國不
久。 受訪者供圖

■陳秀琼曾在澳門聖若瑟大學行政及領
導學院擔任院長，圖為其參加畢業典
禮。 受訪者供圖

■2014年7月在歐洲參加學術活動。 受訪者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2019年中
學文憑試（DSE）即將展開，「打頭陣」
的是於3月12日起舉行的中文科口試，考
評局昨日透過網誌（http://blog.hkeaa.edu.
hk/）為考生送上三個「口試攻略」：備妥
證件提早15分鐘到達試場、確保遵守試場
規則、要積極有禮勿「搶鏡」霸佔發言。

提早15分鐘到達試場
考評局提醒考生，口試時必須帶備准考
證和身份證/有效身份證明文件正本應試，
並提早15分鐘到達試場。由於遲到15分鐘
以上將不獲安排於當日考試，建議可瀏覽
試場一覽表或下載最新的「HKDSE
App」應用程式，利用新增的「我的考試
日程」功能查看獲派試場位置，如有需要試前亦可
作實地考察。
在試場規則方面，考生進入報到室後不可進食，

但可喝水；除口語溝通時段外，考試結束前亦不可
與其他考生交談；其他規則包括要關掉手提電話、
電子器材及響鬧裝置，進入備試室或考室後不可閱
讀任何參考資料等，違反者可能會被扣分、降級或

被取消全部考試成績。
考評局強調，口試主要根據發言內容質量及溝通

能力評分，考生於交流時積極有禮、神情自然便
可，主考員如發現考生壟斷、搶奪或霸佔發言，會
適切跟進並就評分作適當處理，並提醒口試於傍晚
舉行，考生或被編配到較後組別，建議進入試場前
可先進食，以免「空肚」上陣影響表現。

DSE中文口試攻略 帶證守規勿「搶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職訓局將與香港青年協
會合辦三場「停一停……聽聽子女的心聲」家長講
座，分享親子溝通心得，剖析全方位升學資訊及未來
職場新趨勢，費用全免，有興趣人士可於www.vtc.
edu.hk/ero/talk網上登記或致電28361098查詢。
首場講座於本月23日假香港專業教育學院（黃克
競）禮堂舉行，由演說訓練顧問黃潔慧以「『說』出
好關係」為題，分享與年輕人建立有效溝通的各種心
得，提升家長說話技巧，同場並邀得藝人康子妮與觀
眾談談親子溝通點滴和技巧。
第二場講座「DSE家長學堂」在本月30日於香港
知專設計學院VTC綜藝館進行，香港輔導教師協會
主席曾志滔將就最新升學資訊及數據進行全面分析，
助家長掌握子女升學選擇及各大專院校的最新入學要
求。
第三場講座「未來職場展望」將於下月13日在香
港青年協會大廈9樓演講廳舉行，人才解決方案顧問
王俊喬剖析職場新趨勢，助家長緊貼資訊科技的時代
步伐，盡早裝備子女，迎接21世紀職場變革。3場講
座的時間均為下午2時半至4時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曾經
爆出「影子學生」醜聞的屯門興德學
校再出現管理層變動，事件發生後接
任校長的蕭麗珊掌管學校迄今只一年
半，近日已向校董會請辭，留任至本年
8月31日。
興德校監湯修齊昨日回覆香港文匯

報查詢時，確認蕭麗珊因個人理由請
辭，校方正按程序物色新校長人選，預
計可於9月新學年到任。

興德在 2017 年前曾爆出「影子學
生」醜聞，在前校長陳章萍被辭退後，
同年8月由蕭麗珊接任，她曾提到計劃
於興德服務至退休。而至去年9月，具
豐富辦學經驗的圓玄學院派出多人入主
該校校董會，提升學校管治。
不過，蕭麗珊上任後興德仍然出現

連串風波，包括去年中的赴內地考察
團，蕭麗珊與數位帶隊老師被投訴在
遊船行程期間於房間打麻雀，致未有

足夠人看顧學生，最終遭校董會發信警
告，之後又有指該校考察團未收到足夠
報價便成團。
而上月中，該校又被指濫用閉路電視

調查學生亂丟垃圾，引起侵犯私隱爭
議。
據了解，在前校長被辭退後，興德校內

老師的派別分歧及人事紛爭仍然存在，雖
然蕭麗珊任內工作獲校董會支持，但此前
沒有校長經驗的她卻未能解決兩批同事爭

拗，被指政治手腕不足，至上月中以個人
理由請辭。校董會隨即成立遴選委會，展
開校長招聘及物色程序。
湯修齊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

示，蕭麗珊因個人理由向校董會提出
請辭，校董會現正按程序積極物色及
公開招聘新校長人選。
教育局確認興德換校長，表示會就

此與校方保持緊密聯繫，並提供適切
支援，以確保學校運作暢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詹漢基）理工大學前
校長唐偉章自年初卸任，至今一直由常務副校
長陳正豪暫任校長一職。有傳媒引述消息指，
曾於理大任職廿多年、現深圳南方科技大學副
校長的結構工程專家滕錦光有機會重返理大，
成為新校長大熱，並指理大校長遴選委員會最
快於本月底向校董會推薦他為校長人選。
理大去年7月宣佈進行全球招聘新校長，並成

立校長遴選委員會。有傳媒引述消息指，委員
會經過半年遴選程序，最近選出身兼中科院院士
的滕錦光為新校長候選人，預計最快於3月26
日向校董會推薦人選，並待校董會「拍板」通
過。
滕錦光與理大淵源甚深，他自1983年畢業

於浙江大學，1990年獲澳洲悉尼大學博士學
位並於當地任教，1994年起正式加入理大，
由講師逐漸晉升為教授，於2005年成為理大
結構工程講座教授。
在2006年至2010年期間他曾擔任理大協理
副校長，並於2012年起成為理大可持續城市
發展研究院院長。而去年他獲聘為南方科大
副校長並兼任研究生院院長。
在學術研究方面，滕錦光從事結構工程研究

逾30年，研究範疇包括土木工程複材結構及薄壁鋼結構。
2016年，他入選由上海軟科與愛思唯爾（Elsevier）集團
首次合作發佈的「全球土木工程學科高被引學者」和「全
球機械工程學科高被引學者」名單。他於2013年及2015
年分別當選為香港工程科學院院士及愛丁堡皇家學會通訊
院士，也於2017年成為中科院院士，顯示他的學術地位。
對於新校長人選的消息，理大發言人表示，校長遴選

過程仍在進行中，沒有進一步資料可以提供。

興德曾爆「影子學生」接任校長又請辭

職訓局青協講座
「說」出親子好關係

■DSE中文口試考室模擬圖 考評局網誌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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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讓人互相殘殺，帶來無盡傷痛。出生於柬埔寨的浸會大學華人學者陳秀琼曾是一名難民，尚未

足歲當地便爆發戰爭，父親更因而喪生，母親不得不帶着她和弟弟逃難到泰國，最後移居法國。顛沛

流離的生活讓陳秀琼的童年吃盡苦頭，她不明白人為什麼要殺人，於是刻苦學習攻讀國際關係博士，

希望尋求答案。但後來她卻發現，對她而言防止未來再爆發戰爭比知道戰爭原因更重要，於是她投身

教育，希望啟發學生反思，讓上一代的錯誤不再重演。 ■香港文匯報記者 柴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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