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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困難積極克

服跨越，逆境亦可

轉化為優越才能，

闖出新天地。對快

將13歲的簡煒晉來說，自小確診過

度活躍症不一定是憾事；在母親的

安排及鼓勵下，他借助運動消耗過

盛精力，更以鋼鐵意志成就「鐵

人」好苗子，年紀輕輕就成為香港

三項鐵人總會地區發展隊及單車隊

明日之星隊員，並成為今屆「閃耀

之星」獎學金得主。他亦立志未來

成為三項鐵人職業運動員，為港爭

光。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虹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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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勝過度活躍「小鐵人」膺閃耀之星
借運動消耗過盛精力 立志成職業運動員為港爭光

資優教育基金2019─2020年度第九屆
「閃耀之星」才華拓展獎學金頒獎禮

昨日舉行，25名高小生獲選成為「閃耀之
星」獎學金得主。主禮的教育局局長楊潤雄
提到，教局近年已向資優教育基金注資16億
元，大力推動資優教育發展，幫助學生發揮
潛能，他寄語得獎學生要感恩對其悉心栽培
的老師，積極面對生活，活出快樂人生。

母拒讓子服藥 安排運動緩解
今屆獲獎學生各有不同方面的潛能，其中
就讀粉嶺公立學校的簡煒晉，在優異體育表
現背後自有一番曲折經歷。4歲時他因經常
到處搗蛋靜不下來，經醫生診斷確認他有過
度活躍症，並建議以藥物作調節。不過，簡
媽媽堅決不同意，擔心兒子太過年幼長期服
藥會有副作用，遂決定用多項體育運動消耗
仔仔多餘的精力，以緩解他的狀況。
從此，游水、跑步及單車成為煒晉生活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算學業再繁忙，每

周二、周六、周日三天都會堅持三小時訓
練時間。現今，愛笑自信的他憶起小時的
經歷，還會用「活力充沛，是學校鄰居的
開心果」來形容自己，對身患過度活躍症
的經歷不以為意。

克服嘔吐感 衝過終點線
說起訓練中的趣事，煒晉笑言，有一次
訓練長跑時，到衝刺階段身體快到極限一
邊跑一邊作嘔，但自己堅持着一股勁，心
想着「已經快到終點，嘔什麼嘔」，一鼓
作氣衝過終點線。還有一次，他訓練時忘
記帶跑鞋，堅持赤腳跑完全程，途中他一
直提醒自己「雖然（腳）好痛，一旦停下

來就再也邁不開腳步，終點在觸手能及的
地方，加油！」。眼前身體健壯，下個月
即將滿13歲的簡煒晉，現已是三項鐵人總
會香港特區地區發展隊及中國香港單車聯
會香港特區車隊明日之星的隊員，他的目
標是成為一名三項鐵人職業運動員，代表
香港參加世界級的比賽。
來自慈幼葉漢千禧小學的胡嘉雯及番禺會

所華仁小學的麥仲禮，亦為今屆的「閃耀之
星」。前者雖然性格安靜腼腆，但透過舞蹈
展現出自信及才藝，去年更代表香港到韓國
參加世界賽事取得佳績；後者則醉心國際象
棋及數學解題，從中鍛煉出冷靜思考及解難
能力，獲獎無數屢次獲得表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涉嫌在台
灣殺害女友潘曉穎的疑犯陳同佳，日前已通
知台灣代表律師聯絡相關部門，處理其赴台
自首安排，台方則聲稱已設立「單一窗口」
處理有關個案。香港特區政府保安局昨日回
應指，香港警方並沒有與台方建立所謂「單
一聯繫窗口」，這是台方單方面描述，不涉
及任何證據協助，並呼籲台方積極方便陳同
佳赴台自首或投案，特區政府會在符合法律
下提供可行安排。

批有議員發表誤導言論
針對民主黨立法會議員涂謹申早前接受傳

媒訪問時聲稱，倘能將陳同佳在香港錄取的

口供轉交台灣，相信能有助台方調查，保安
局發言人批評有議員發表誤導言論，並強調
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並不適用於台
灣，政府不可能違反法律就陳同佳案向台方
提供證據。

管浩鳴盼死者安息
一直協助陳同佳的聖公會教省秘書長管浩鳴

昨日出席聖公會港島區主教祝聖禮後見記者時
透露，他已經和陳同佳及其父母見面商討有關
赴台自首的問題，台灣的律師將在明日（5
日）與台灣有關方面商討陳同佳自首的法律問
題，並希望死者能安息，生者陳同佳能有改過
自新的機會；雙方家庭都能釋懷，重新生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虹
宇、高鈺）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
英創立的「803基金」近日入稟
司法覆核，要求教育局公開被裁
定專業失德的教師及學校資料。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回應指，事件
已進入司法程序，不便評論，並
重申局方會按嚴謹程序為教師專
業操守把關，如教師被發警告
信，局方及學校會幫助他們改
善，希望給其機會做好教學工
作，最終讓學生得益。梁振英同
日發帖質疑，絕大多數失德教師
仍然於原校任教，正是問題癥結
所在。
在黑暴風潮下，大批「黃師」

涉專業失德，肆意煽動仇恨暴力
以至違法播「獨」，令莘莘學子
慘被洗腦。教育局至今接獲數以
百計投訴，惟最嚴重者均只是發
出譴責信及警告信，程度較輕者
則遭發勸喻信及口頭提示，並無
一人被釘牌。

同時，局方一直將投訴及處理內容保密，
不少家長因而提心吊膽，擔心子女遭此等失
德「黃師」毒害。為此，「803基金」近日
入稟司法覆核，要求教育局公開被裁定專業
失德的教師及學校資料。
楊潤雄昨日首次親身回應時承認，教局過
往曾與基金會律師溝通，惟對方不滿意。由

於事件已展開法律程序，他不便評論，將交
由法庭處理。
不過，他強調，教育局一直有做好教師專

業操守把關工作，嚴謹依照《教育條例》基
於事實處理投訴，務求達到不枉不縱，保障
學生權益及整體教師操守水平。
在聘請教師層面，楊潤雄表示，局方已要
求學校事先查詢老師註冊情況，及是否牽涉
調查個案，相信有關程序可保障整個教育界
老師的質素。

楊潤雄：按程序不公開資料
就不公開失德師資料，楊潤雄辯稱是根據

現行程序處理，局方認為應該對被發警告信
的教師「給一個機會」，幫助其改過自新。
自「803基金」入稟以來，一直包庇失德

「黃師」的教協多次施壓，聲言會「全力抵
抗」、「考慮介入是次司法覆核」云云。梁
振英昨日在fb發帖質疑，教協對失德師如斯
緊張，「是不是因為被譴責和警告的教師絕
大多數是教協的會員？」
他續說，同意教協所指教育局處理投訴過

程「黑箱作業」，正因如此局方更應該「在
陽光下處理投訴」，公開相關資料。
另外，就教協葉建源近日聲稱「（失德）

教師若已離開教育界，家長為何還要知道相
關資料」，梁振英反駁指，幾乎沒有被教局
譴責和警告的教師離開教育界，強調「家長
知道的是絕大多數被譴責和警告的教師繼續
在原校任教，這是問題的癥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
將於本月中復會，21位攬炒派立法會議
員日前決定留任。行政會議成員、工聯
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昨日在接受電台訪
問時表示支持攬炒派留任的決定，認為
此舉可增強議會及立法的認受度，在一
定程度上減少了外部勢力干預香港的藉
口，更意味着一直「反中」的攬炒派終
「認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憲制權力。
他呼籲攬炒派抓住契機修補與中央關
係，摒棄在議會中的敵對思維，讓立法
會正常運作。
黃國健和「民主派」召集人胡志偉昨
日接受訪問。胡志偉稱，支持去留的
「民意」均不過半，故無論他們作何決
定都會有不滿的聲音。黃國健就表示，
攬炒派議員留任證明他們「最起碼接受
或默認」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將令
未來攬炒派對人大常委會決定的爭辯能
力就會變弱。
他續說，攬炒派決定留任亦符合中央
期望，因為中央此次處理立法會延任時
較為寬鬆，並沒有限制攬炒派議員的去
留，這是攬炒派與中央修補撕裂的契
機，希望關係緩和後，能真正坐下來討
論問題。
胡志偉隨即稱，攬炒派選擇留在議

會，將運用議事規則阻止「明日大嶼」

等議題的投票，及要求「立即重啟選
舉」。黃國健直言，劍拔弩張是沒有好
處的，和解、溝通、以及關係的平復，
需要雙方的努力，相信攬炒派與建制派
之間存在協調空間。
黃國健強調，目前最重要的事情是

重啟經濟，讓打工仔有工開、有收入，
讓立法會正常運作，亦能為社會做一些
事。但如果攬炒派仍然保持鬥爭的態
度，未來一年的立法會仍將充滿拉布和
抗爭。

籲攬炒派摒棄敵對思維
他並呼籲攬炒派摒棄敵對思維，就民

生政策可多作溝通，共同爭取存在共識
的議題，如失業援助金等。建制派在議
會雖然有票數優勢，但不代表可以為所
欲為，也會顧及市民是否接受某些議
題。
在另一個電台節目上，民主黨議員涂

謹申聲稱，未來攬炒派的首要工作是爭
取「重啟選舉」，阻止政府修改選舉條
例，又稱不排除二十三條會在未來一年
內迅速通過。

謝偉俊：攬炒派趨「扮激進」
謝偉俊在同一節目上批評，攬炒派議

員已經出現「扮激進」的趨勢，奉勸攬

炒派不要只聽
議會外的激進
勢力，不要當
他 們 的 「 傀
儡 」 議 員 ，
「邊度有票，
邊度惡啲就埋
嗰邊。」
他續說，偏

激的思維對香
港完全沒有好
處，傳統「飯
民」的老本都
會被蝕盡，又批評攬炒派不應污衊建制
派「有權用盡」，中央的手法並非完全
「強硬」，因為有相當多建制派要求，
無參選資格的民主派不應回立法會，但
中央現在希望氣氛緩和，相信不會專門
挑爭議性議題進行討論。
謝偉俊強調，現在大家都關注市民有
沒有工作、香港有沒有經濟復甦、會不
會盡快通關等民生議題，這些都是需要
很快做、很重要的議題，沒有人有空搞
譴責動議。未來一年中，更難以完成以
特權法對修例風波事件的調查。不斷做
出一些純粹為了表達政治姿態的動議是
沒有結果的，否則就是對不起市民，倒
不如一起為市民的經濟民生做實事。

黃國健：攬炒派留任「認同」常委會憲制權力

■黃國健

保安局：港警與台無「單一聯繫窗口」

▲楊潤雄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梁振英發帖質疑，
絕大多數失德教師仍
然於原校任教，正是
問題癥結所在。

梁振英fb截圖

決定傳統「飯民」
立法會議員去留嘅
「民調」早前揭盅，
但無論係走定係留，
都被立法會前議員區
諾軒「鞭屍」。有

「黃絲」就覺得區諾軒都係「主留
派」，所以爆粗大鬧佢唔聽民意支持延
任，結果被區諾軒寸佢「搭錯線」。有
網民懷疑被法庭裁定非妥為當選嘅區諾
軒，因為連選擇嘅機會都冇而四圍「鞭
屍」刷存在感，叫佢咁得閒不如學返好
啲英文，專注返「民主國際線」喎，究
竟咩事呢？
早前話唔想再講延任呢個話題嘅區諾
軒，喺「民主派」議員宣布去留後就出
嚟「鞭屍」，話政治人物應該領導民
意，唔應該「俾民意牽引」，而不論離
任定延任，只要講清楚理由就足夠，可
惜主留「飯民」決定匿喺民調後面。
佢話，走嗰啲想走就直接打辭職信，唔
應該問完其他「飯民」議員走唔走後，又
唔當一回事，然後喺另一個post再講：
「有時候，扮聾都係好重要的。」唔知係
咪寸緊主留「飯民」既然已立心延任，都
係要搞場大龍鳳以「名正言順」呢？

不過，「黃絲」網民「Roy Lee」就乜
都唔理，仲將所有不滿發洩落區諾軒身
上：「大多數叫你地（哋）唔好做，你
地（哋）咪又係為錢玩留任！你地
（哋）唔止扮聾，仲埋沒埋你地（哋）
既（嘅）良心呀 ! 明知唔夠票，再做都
係俾建制（派）食住上 ! 所有『惡法』
一樣通過，你地（哋）袋多百二萬
（元），但就出賣所有香港人啦 ! ×
街！」
區諾軒就回覆話「Roy Lee」搭錯線，

仲問：「係咪可以講粗口鬧番（返）你
架（㗎）……你同《文匯報》『作野
（嘢）』屈我有咩分別呢？」

網民寸不如惡補吓啲英文
fb專頁「國際化本土日常生活」就覺得
區諾軒係自己攞嚟衰，仲話如果佢得閒
開post寸人，不如惡補吓啲英文喎。事關
區諾軒早前接受外媒Reuters訪問時講到
九唔搭八，俾個「澳洲佬」嫌英文廢，
最後人哋連稿都唔想寫。個post最後仲揶
揄：「（區諾軒）對號入座啦，人哋
（外媒）就真係唔扮聾都聽到一舊
（嚿）雲『什麼』喇（啦）。你記得個
澳洲佬嘅。」

「James Cheung」就覺得區諾軒只好
眼紅昔日「戰友」有得留低：「如果政
府宣佈（布）恢復佢同范國威嘅議
席……」「9up Finance」就回覆：「你
就會聽到『雪雪』聲。」「Kay Li」就
話：「呢條友個post擺明博人×，睇到火
都黎（嚟）！」「Wing Mak」亦批評：
「阿區生你真豬隊友嚟」「David Wang
Da Wei」就話：「無用架（㗎）『黃
豬』一樣好buy（支持）。」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區諾軒寸搞民調卸責「鞭屍」「飯民」反被鬧爆

■「國際化本土日常生活」寸區諾軒英文
太差，連外媒都聽唔明佢嘅訪問講乜。

fb截圖

■麥仲禮(右)詳細解釋自己解題的思路。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胡嘉雯立志成為「文舞雙全」的有志之
士。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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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煒晉(右)榮獲「閃耀之星」才華拓展獎學金。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資優教育基金第九屆「閃耀之星」得獎學生及頒獎禮大合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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