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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愛英文朗誦 閒時寫詩閱讀
「閃耀之星」獎學金得主之一郭逸朗

「閃耀之星」才華拓展獎學金的對象為就讀本港小
學的高小學生，他們必須在不同的範疇有卓越表現及潛
質，且家庭需要支援。主辦機構共收到來自 55 所小學
95 名學生的申請。經過面試遴選後，最終選了 24 名
「閃耀之星」，比原定計劃增加了4個名額。24名 「閃

耀之星」可獲得獎學金 5000 元以繼續發展其才華；其
中英文小作家郭逸朗對自己的專才充滿熱忱。

把同學名字寫成詩
現於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小學分校就讀小六的郭逸

朗，在一年級參加校內朗誦節時發現自己對朗誦很有興
趣，於是便逐漸培養起讀英文詩的習慣，更參與創作，
至今已寫了近一百首英文詩和英文短篇小說， 「英語除
了溝通外，還可以表達內心的感情。」

他在小三開始寫詩和短篇小說， 「因為從小喜歡閱
讀，看過一定數量的書後便嘗試自己創作。」逸朗閱讀
興趣廣泛，包括故事書、自然科學和科幻小說也是其狩
獵範圍，他每次去圖書館都會挪用父母的借書證，一次
借18本書回家看！一年下來，平均看超過200本的英文
書，最長的一本是被荷里活拍成電影的《朱古力掌門人
》。閱讀之餘，他也會查字典、記下深奧的詞彙，認識
更多生字。

希望日後能成為作家的逸朗，閒時除了創作，也愛

誦讀英詩。寫詩的靈感來自周圍環境， 「描述我身邊的
東西，例如同學仔和屋企，作品很生活化。」他有一次
與媽媽到 「雀鳥天堂」南生圍參觀，看見大自然的美麗
景致便忽發奇想，寫出一個忍者於森林迷路的故事。每
逢節日，他亦會將每一位同學的名字寫成一首詩贈送予
他們， 「同學收到我寫上詩的聖誕卡都會很高興，他們
的欣賞是我很大的鼓勵，也是我繼續創作的推動力。」

母親幫「出書」圓作家夢
創作時總會遇上問題，他指有時會沒有靈感或不小

心將讀過的書用在作品上，成為copy cat。 「試過寫到
一半的時候發現同某本小說的內容很相似，之後就不想
再寫下去。」他直言不會抄襲別人的作品，皆因原創的
東西才是真材實料， 「有時突然靈感到，會馬上寫下來
，讓自己想到的故事能夠完全表達；如果時間隔太久便
不記得自己想寫什麼了。」今次所得的獎學金他會用來
買故事書，豐富創作閱歷。

逸朗的才華得以發揮，全賴幕後功臣──逸朗媽媽
。郭媽媽每年均會替他出一本書， 「我會將他的詩作收
藏起來，有時他寫到地上放滿了紙張，我逐一幫他拾起
放好，貯存了一定數量後便拿去釘裝，就當是替他出版
了一本書、圓了作家夢。」要培養小孩子的興趣，郭媽
媽認為最重要是讓他們養成自學能力，父母再加以鼓勵

， 「我的作用就是幫兒子收集和整理作品，令他覺得自
己的興趣受到重視，便會積極繼續下去。」郭太補充說
，不時會將逸朗的作品投稿到不同的刊物，至今已有三
篇詩作獲得刊登。 （閃耀之星．上）

這個農曆年假期，筆者不需
到處拜年。在家中跟家人玩 Wii
，還特意選一些耗費體力較大的
遊戲，如打網球、劍擊等，希望
有助消耗卡路里。筆者在球類的
「賽事」中經常與對手打成平手

。形容比賽或遊戲打成平手，我
們 可 以 用 「tie」 ； 「The game
ended in a tie」就是遊戲 「打和
」、無分勝負。上月底一場西甲
賽事，巴塞隆拿與維拉利爾0：0
打 和 （Barcelona and Villarreal

ended in a 0-0 tie.）。
另外，在農曆年這個節日，

相信不少人都會多吃一些 「好意
頭」或較貴的菜式。早前有報道
指一些食肆及酒店已經不再向客
人提供魚翅，更有人以 「The
fate of humans is closely tied to
the survival of sharks」為題撰文
討論。文章作者指出人類的未來
與鯊魚之存亡有着密切關係，由
於鯊魚位於食物鏈較高位置，若
鯊魚絕跡世上，整個食物鏈以至
人 類 都 會 受 到 影 響 ； 上 述 的
「tied to」（tie 作動詞用）指有

關連、有關聯的意思。然而，今
天還有不少高級酒店供應瀕危的
海鮮。筆者忘記了何時開始不再
吃魚翅，即使是假的，也不沾一
點。看來，今後點菜時更要三思。

這個農曆年，筆者聽到不少
人在談論生龍 B 和於龍年結婚。
有些朋友已事先張揚告訴筆者將
於龍年結婚，稍後時間會送上
「紅色炸彈」。原來結婚也跟
「tie」有關─ 「tie the knot」

就是指結婚。筆者希望在這些朋
友的婚宴上最少不會找到魚翅
這道菜！ 葉溵溵

行行出狀元，要培育子女成才，不一定要他們挑燈夜
讀才成事，最重要是發展孩子的潛能，將其專長用得其所
才是實際。由已故醫生鄔維庸創辦的慈善團體資優教育基
金，於2011年首次成立了 「閃耀之星」 才華拓展獎學金計

劃，為資助在不同範疇有卓越表現和另類才華的高小學生，避免他們因為家境限制而
未能發展才華。 撰文：鍾燕冠

位於荃灣的保良局李城璧中學是保良局於荃
灣區開辦的第一所中學。近30年來，李城璧中學
秉承了保良局 「愛、敬、勤、誠」的校訓，既為
學生提供充實知識、訓練技能及鍛鍊體格的機會
；亦着重培養學生優良的品格，高雅的情操及正
確的人生觀，達致 「德、智、體、群、美」五育
之均衡發展。

今年為李城璧中學30周年校慶，學校今年會
藉着多元化的活動，貫徹 「學習氣氛滿校園」、
「培育展能當領袖」及 「砥勵實踐求進步」三大

主題。日前李城璧中學更邀請教育局首席助理秘
書長（教育統籌委員會及策劃）葉靈璧為學校30
周年校慶開幕日作主禮嘉賓。

葉靈璧助理秘書長在典禮中對李城璧中學近
年發展讚譽有加；典禮後，李城璧中學的師生家

長以及俄羅斯籍的交換生向眾嘉賓分享了對李城
璧中學的觀感！

佛教茂峰法師紀念中學開放日 2011 已於 12 月
16及17日圓滿結束。開放日期間，學校籌備了多項
活動，並邀請了區內五間小學到訪，親身體驗中學
生活、感受學校特色；訪校師生對開放日活動及安
排均感到滿意和讚賞。

開放日劃分了不同的區域，包括英文科的
「My First DIY BOOKMARK」、科學科 「生活中

的科學」介紹納米科技；視藝科 「水晶果凍蠟DIY

」及設計與科技科 「襟章、收縮膠匙扣和小風車」
可親手製作各種飾物；家政科 「蛋撻製作班」令參
與者大飽口福，回味無窮。除此之外，到訪小學生
亦參與了數學及英語 IPAD 體驗課堂及參觀了校園
電視台。

在才藝區裡，競技啦啦隊的精湛技巧和高難度
動作令觀眾讚不絕口；魔術表現效果奇幻令人意想
不到，來訪小學生更有機會與魔術師同台表演，齊
齊感受魔術的樂趣；銀樂隊演出專業，歌曲協奏鏗
鏘動聽、氣勢澎湃；跆拳道表演剛勁有力，贏得觀
眾的熱烈掌聲。

學習成長支援區展示了學校各項成就，包括
2011 年度高考成績報捷，63%學生考獲大學入學資
格，高於全港的46.2%；高考英語及格率達96.2%，
高於全港的 69.7%；此外，學校亦設有獎學金鼓勵
成績優異的學生。

至 於 新 來 港 學 童 學 習 及 成 長 支 援 、 匯 智
PROJECT WISE及優化英語提升計劃則為學生提供
全面的支援。環保午膳則為學生帶來健康、美味、
環保的膳食，到訪家長均表示支持和認同。

是次開放日吸引了不少家長及坊眾蒞臨參觀，
到訪者盛讚學校安排妥善、內容豐富，學生表現優
異、待人有禮親切，為此留下深刻印象。

農曆年的結

內容：集體創作、水彩、雕塑等
日期：即日起至2月14日
時間：上午9時至下午8時
地點：沙田大會堂一樓展覽廳

香港N無
財政司宣讀末代曾政府最後一份財政預算

案，不再派錢，立即招來一些好心人為N無人
士出頭：慨嘆他們繼續N無了─抨擊政府免
公屋租金、寬減差餉、退稅、補貼電費和綜援
出雙糧等措施未能惠及N無市民，認為政府應
該再派錢才算還富於民。

這些言論可算是好心做壞事，要幫助窮人
脫貧，政府當然有責任，但並不等如不停派錢
。人要向上流，一定要靠自己 「力爭」，過多
的福利只會削弱貧窮家庭脫貧的決心。

一些年輕人被迫上學，但無心向學，一心
想做兼職掙錢，28元一小時，放學後去上班、
做5小時，每天便掙得140元；一星期六天，便
得 800 多元、一個月 3000 多元，很好用，可以
逛街、買衫、買鞋、買機、唱 K。如果做全職
，更有八、九千，為什麼要讀書？沒有想到將
來嗎？以後的事誰知道？將來的事將來再打算
吧！對，到將來住 「劏房」、板間房時，可別
後悔自己年輕時無心向學，以致無學歷、無學
識、無能力向上流。

一些大學畢業生，因為在學時便已經申請
公屋，到就業後為保住輪候公屋的資格，不但
沒有勇氣去開創新局面、接觸世界，更故意只
用半個心去工作，表現不積極，以免被加薪、
被升職；這種貪圖便宜的心態，正是無上進、
無遠見。

社會走向物質化，不論男女都努力追求名
牌，2萬多元一個的Chanel、3萬多元一個的LV
，名牌衣服動輒幾萬元，許多專業人士就耗盡
月薪追求物質，月入十多萬也無法買樓；這便
是一些無樓專業的真相。少女嗲男朋友買名牌
手袋，月入一萬多的男孩子不勝苛索、無法滿
足女友要求，女友反目分手，無法釣到金龜婿
者便去做援交，有愛情變得無愛情、有純潔的
變得無廉恥……

老年夫婦領取綜援，老翁昏迷倒斃大廳、
行動不便老妻餓死床上，駕平治的兒子前去探
望才揭發爹娘死去多時，想是兩老簽了 「衰仔
紙」，證明不得子女供養以取得綜援，這只是
冰山一角，小家庭的社會結構使年輕人不與老
人家同住，使老人家老無所依，在無關心、無
照顧、無尊嚴中慘度晚年。

市民生活離不開的超市，油魚當銀鱈魚、
自家店內製作出售的燒鴨被驗出有禁用獸藥、
菜有農藥，但兩大超市對事件回應並無內疚和
道歉，亦沒表示有人要為此等事負責。市民窮
一生積蓄買了發水樓，或購入發水股票基金，
作為企業，無良知、無良心、無道德、無造福
社會之責任心，竟然到這地步！

香港被罵為狗，立即以牙還牙，還以蝗蟲
論；罵香港人為狗的孔姓學者為求出位，語出
囂張跋扈，是謂無學養、無內涵、無識見，香
港人無論如何也要做好自己，不能表現得無教
養、無容量。

韓國針對近代教育偏重配合經濟發展的應
用技能，過分強調英文與數學、忽略培育情操
和人文精神，引致社會失衡、人心消沉、自殺
率攀升，故此有書院大興儒學，用教授儒家的
四書五經和詩歌來培育新一代價值觀；用儒家
禮儀來教育禮節儀表、構建尊重文化。

真的，為什麼中學中文課本要刪去論語的
論孝、論仁、論君子和孟子、老子、莊子諸篇
？誰是道德教育淪落下令香港變成N無的始作
俑者⁈ 孫慧玲

裘錦秋中學校董、丹斯里拿督邱達昌
在 2011 年 11 月 19 早上，出席了裘錦秋中
學（葵涌、屯門、元朗）聯合舉辦的學生
領袖活動： 「踏上成功路─邱達昌校董
與同學談人生」。當天活動在裘錦秋中學
（元朗）的錦蘭堂舉行，三校共有逾百師生
出席，參加的學生主要為校內學生領袖生。

在超過一小時的演講和答問環節，邱達
昌校董強調成功之道是貴在工作和待人接物
的熱誠投入、勤奮、善於管理時間和抗逆能
力。演講中，他由個人青年時期的歷練到數
十年來縱橫商場的經驗無所不談，又引例子
出入古今中外，如蘋果電腦創辦人之一的喬
布斯、香港當前的成功人士；又引述中國傳統
文化智慧名言，處處顯現濃厚的中華人文情懷。

到了答問環節，學生領袖生踴躍提問，特
別關心當前香港教育和國際宏觀視野。高潮一
刻加在三校同學為了感謝邱校董的盛情，特別
各自製作了一份有意義的禮物送贈邱校董，其
中包括校園生活的相片集和寓意揚帆萬里的模
型船隻。

除了在錦蘭堂的分享活動，邱達昌校董又在
講座後，與學生們一起遊覽校園、參觀校舍設施
，用心聆聽老師和同學的介紹。

活動完結在一片親近熱烈的氣氛中完結，嘉
賓和三校校長師生共同度過了一個充滿學習意義
和溫情的早上。

五小學到訪茂峰中學開放日

我的領悟
聖公會油塘基顯小學 4D 黃家傑

曾經有一件事是令我流淚的，這件事也令
我明白了「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的道理。

昔日的我（在八歲時）是一個游手好閒的
人，每次都要媽媽催促，我才會做家課。由於
成績差，望子成龍的媽媽只好讓我到補習社補
習。

儘管我在五花八門的補習社補習，但是我
的成績還是一成不變。有一天，我到媽媽的房
間裡，驚見媽媽錢包的錢幾乎花得一乾二淨了
。為什麼呢？因為媽媽要付補習費啊！媽媽為
了令我的成績進步，就讓我到補習社內補習。
雖然我的成績每況愈下，但媽媽還是苦口婆心
地勸導我： 「努力讀書，加油！」這時，我想
起媽媽這句肺腑之言，不禁流下一滴滴的淚水
來。媽媽看見了我在哭，便立刻抱着我，溫柔
地說： 「乖孩子，別哭！有媽媽在你身邊啊！
不用害怕！」我說： 「媽媽，對不起，我錯了
，我沒有做一個盡責的孩子。」媽媽說： 「只
要你盡力而為就行了。」自從這次以後，我便
努力讀書，學業成績更突飛猛進。

現在，我明白了為什麼媽媽要我們努力讀
書了，因為她想我們成為有用的人。以後，我
要孝順父母，別讓他們擔心，這就是給父母最
好的回報了。

闖闖
新天地

戀戀
情深

布告板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師生
與俄籍生分享校慶觀感

學校
動向

特稿

英語
百子櫃

▲逸朗小一時已漸漸養成讀英文詩的習慣，後來
更寫過近百首英文詩和短篇小說，他更會把同學
的名字寫成詩，寫在卡上送給對方

鍾燕冠攝

裘錦秋中學校董分享
成功之道在熱誠投入

▲校董邱達昌在「踏上成功路」中分享了他
的少年及商場經驗，強調成功之道包括了
熱誠投入和勤奮

▲到訪茂峰法師紀念中學開放日的小學生，參
與體驗IPAD數學課樂趣

▲李城璧中學師生家長，與俄羅斯籍的交換
生一起向眾嘉賓分享對談

徵稿
啟事

逢周一及周四的《活力校園》，歡迎學校及同學投稿：

．講述學校威水史或活動情況的 「學校動向」

．點列式提示學校活動的 「布告板」

．學生佳作可投至 「闖闖新天地」

． 「初學粵劇」讓同學分享學粵劇的苦樂，需附一圖

投稿者請於稿件內附上個人資料（學校、電話及電

郵），寄往香港北角健康東街39號柯達大廈2期3樓大

公報 「活力校園」，或電郵至 ed@takungpao.

com.hk。
另外，逢周三的《讀書樂》歡迎學生

寫下閱讀心得，參加 「香港學生讀書隨筆

寫作比賽」，投稿（連個人資料）請電郵

至tkp.reading@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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