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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思想助成長

從圖集看澳門興起與變遷
特
稿

我喜歡讀圖，最新出版《澳門 500 年：一個特殊中國
城市的興起與演變》，引起我極大興趣。浸大當代中國研
究所所長薛鳳旋以 「地理學家對地圖功用和空間分析的掌
握，加上對國家歷史和世界大局的理解，編撰出特別而可
讀、可觀賞的佳作，不但再次展現澳門這座歷史悠久的中西方商貿及文化交流重要軸
心城市的發展，也大大促進讀者對其在經濟、社會及政治方面演變過程的了解」 （原
話出自澳門大學校長趙偉）。
撰文：本報記者 于敏霞
現代化和匯合中葡文化特色的城市文化。葡萄牙作為世
界最早的航海大國，非常重視地圖的應用，且因當時只
有葡國人可住在中國本土，以致吸引大批葡國藝術家到
澳門繪畫，作品流向世界，使世界了解中國；同時亦使

當時澳門樣貌通過大量鮮見的圖片，得以較好地保留下
來，成為旅遊、歷史研究及藝術珍藏者雅俗共賞的
讀物。
如此資料詳實地通過地圖、嚴肅解釋城市發展歷史
的出版物目前在世界範圍亦不多見，從世界看，日本研
究水平高，京都大阪有城市地圖集但內容較少，而粵、
滬、京等大城市亦無詳實的歷史圖集，所以作為一個城
市歷史研究的個案，該圖集具有 「樣本作用」。
讀圖不僅了解過去，亦關注將來。澳門具博彩、旅
遊、會展城市的地理和經貿優勢。交通便利，可與廣東
省合作形成點到點旅遊線；博彩業仍是城市重要依靠，
但需吸收拉斯維加斯、蒙地卡羅的成功經驗，在世界各
大城市加大宣傳力度，現八成為大陸人，如有一半來自
世界各地，即可恢復往日風采。港珠澳大橋落成必加強
地區一體化，區域合作和發展機會增加。

繪於 1590
年最早的澳門城市圖，圖中所示地點名
稱、功能至今未改，體現歷史的延續，成為澳門歷
經數百年風雨的見證

圖集分五章，第一章東西方對海權態度的轉變、第
二章黃金百年（1550-1643）、第三章漫長的蛻變：鴉
片走私與侵略的前哨（1644-1844）、第四章殖民地擴
張與現代化（1845-1949）及第五章當代澳門：世界級
博彩、旅遊及會展城市（1950-2010）。直至 2020 年政
府規劃，通過地圖、不同類型的城市畫像、數字坐標等
易觀易理解的方式展現其 500 年發展歷程，為讀者提供
作為中西文化樞紐的澳門興起、蛻變、博彩業發展過程
的脈絡及澳門城市角色的定位等。

◀

傳教士以澳門作中繼站
澳門開埠歷史較香港長 300 多年，研究史料眾多，
薛教授用了五年時間收集、選擇最具代表性的中外歷史
地圖編撰而成，為使讀者更形象及清晰觀賞澳門數百年
前的周邊地區狀況及澳門城在不同年代的具體樣貌，圖
冊中不少原始資料經過顏色和剪裁。
澳門特殊性可用澳大校長趙偉的 「東望洋 西望
洋 東西望洋望東西」來形容。數百年中國傳統文化隨
內地居民遷入被帶入澳門，形成澳門華人主體文化。自
16 世紀初，葡萄牙人逐步在澳門落地，西方傳教士以
此為中繼站，西方學術思想亦經此逐漸傳入中國內地，
許多中國人亦在此學習西方語言及文化，演變成今天具

匡智會聯校畢業禮 曾俊華主禮

學校

道聯會大埔區 3 屬校匯演
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院第二中學
於 5 月 18 日舉行一年一度香港道教聯合
會聯校大埔區會屬學校文藝匯演。目的
讓學生通過表演，向家長及學校師生展
示學習及文化體藝成果。香港道教聯合
會所屬三所學校參與演出，包括圓玄學
院第二中學、雲泉吳禮和紀念學校及圓
玄幼稚園（富善邨）。
是次晚會承蒙教育區大埔區高級學
校發展主任柯鎮州、教育區大埔區學校
發展主任林方盛、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
學院第二中學校董湯修齊、香港道教聯
合會副主席吳耀東、中聯辦代表及各友
校校監、校長、老師、家長教師會主席
及各家長出席，濟濟一堂，與學校家長
師生一同欣賞精彩演出，令晚會生色不
少。
當晚表演由下午 6 時至 8 時，表演項
目包括幼稚園組的開心水果操、太極劍
十五步拳、粵曲知多少；小學組的口琴
表演、西方舞曲及中樂表演；中學組的
英詩獨誦、爵士舞 Tribe、拉丁舞等。最
後在合唱團的兩道樂曲《虹》及《道》
的熱情歌聲之中，為文藝匯演劃上完美
的句號。

早前談到喬治．奧威爾
（George Orwell）的名著《動物
農 莊 》 （Animal Farm） ， 今 期
再續。
動物農莊成立之初，穀倉牆
上 寫 上 「七 誡 」（The Seven
Commandments）， 明 確 地 指 出
「所 有 動 物 一 律 平 等 」（All
animals are equal.）。農莊裡所有
動物都要工作，其中叫拳擊手
（Boxer）的馬最強壯也最勤勞，
牠的格言（maxim）是： 「我會更

◀

2011-2012 年度教育局公益少
年團屯門區周年頒獎禮在 5 月 21 日
於屯門大會堂演奏廳舉行。是次典
禮由屯門民政事務專員劉淦權及教
育局屯門區高級學校發展主任陳
若嫻擔任主禮嘉賓。
首先由主席蕭興銳致歡迎詞
。他回顧公益少年團過去一年舉
辦的活動，他除了表揚同學們體
現了本團宗旨—— 「認識、關懷
和服務」，亦盼望同學能再創佳
績。他又提醒要培養個人對社區
的感情，也要愛護自己及他人，
各團員要在社區中互勵互勉、
通力合作，創造另一個新階段
，繼續服務社會。
接着是主禮嘉賓劉淦權致
訓詞。他總結公益少年團全年
的活動概況以及今年度各校的
投入程度。今年共有逾千間學

校、超過 10 萬學生參與公益少年
團的活動。例如 「尊師重道好少年
選舉」宣揚以禮待人的美德，今年
度中小學組合共 73 位學生獲獎，
成績令人欣慰。他寄望在座各位能
跳出框架，實踐本團的宗旨，為未
來社會打下良好基礎。
緊接着進行一系列的頒獎儀式
。是次典禮主要頒發公益少年團傑
出團員獎、公益少年團中級獎章、
慈善籌款活動嘉許、尊師重道好少
年獎及主題活動獎。
到了典禮尾聲，副主席文桂媚
致謝辭，再次感謝每一位在座的嘉
賓、同學，特別是劉淦權及陳若嫻
在百忙中抽空蒞臨作主禮嘉賓，不
但令頒獎禮生色不少，也為同學作
一個模範，盡顯熱心公益、關懷社
會的真意義。此外，她也非常感謝
各會員、老師、同工及一眾幕後人

員的支持和參與，體現了團結精神
，令籌款活動順利舉行。這項活動
一方面幫助了機構，另一方面令學
生學習 「認識、關懷和服務」，實
踐公益少年團的宗旨。
最後，公益少年團的團歌徐徐
奏起，象徵着本年度的公益少年團
屯門區周年頒獎禮圓滿結束。

勤 奮 工 作 。 」（I will work
harder.）
早期，發動革命的其中一頭
豬雪球（Snowball）教授其他動物
讀書寫字，農莊運作良好、豐衣
足食。豬隻們自封為領導，並特
別扣起糧食自己享用。
在一場權位的角力中，雪球
建議修建風車（windmill）被另一
領導豬拿破侖（Napoleon）反對及
驅逐；後者成為最高領導，並迫
害雪球的餘黨。生性愚昧的拳擊

手順從拿破侖，提出第二條格言
： 「拿 破 侖 永 遠 是 對 的 。 」
（Napoleon is always right.）
當權的拿破侖開始濫用權力
，苛待其他動物，同時修改規則
自肥；其後，領導豬更要更改
「七誡」，情況一發不可收拾。
究竟這個烏托邦會如何持續發展
下去？
動物系列之十八
陳珮文

滬江維多利亞學校（中學部）
入學介紹會
內容：校長簡介、校舍導覽及問答
日期：6 月 15 日（星期五）
時間：上午 10 時至 11 時 15 分
地點：香港仔深灣道 19 號
查詢：34021024

闖闖

筷子（上）
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 5D

▲學生獲頒發小學中級獎章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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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農莊的腐化

中國文化哲學思想三大體系是儒道釋，上
文討論過儒家的 「擔得起」、道家的 「看得開
」，今天要談談佛家。
佛教自印度傳入中國，歷史悠久。中國境
內佛寺林立，佛學思想早已深入人心，構成中
國文化的一部分；即使在香港，佛學研究也成
為高等學位課程。香港到處皆可見佛寺廟宇供
奉三寶，不信？去大嶼山法門古道走走、大街
小巷搜尋，一定見到佛教蹤跡。
佛家思想，最重要的精髓是 「放得下」。
佛家認為萬事萬物皆非永恆，有生必有死、有
加必有減、有聚必有散；不要被眼前種種所迷
惑、不要被過去牽扯着，也不要被未來牽引着
，該放下就放下。有關成長，現代心理學愛強
調童年陰影，今天諸種行為缺失、心理不正常
甚至變態都能夠從童年的遭遇中找到端倪、原
因，但這種死攬着過去不放、為自己今天的失
敗找理由的方法對個人成長和成功並沒有好處
，何不聽聽佛陀的教誨，把一切放下，不快樂
的，甚至快樂的都放下，要好好活着這一刻，
人生自然有所得。痛苦不會永久，快樂亦是，
少年人不必為自己不好的行為或遭遇找藉口，
放下一切不快和不好，每天，甚至每刻都是新
的開始。所謂放下自在，惟有放下，才不被捆
綁，感覺自在寫意。
佛說人生無常，世間一切都受無常主宰。
大自然界的一場地震、一場海嘯，山崩地裂便
會家破人亡；最無恥無知的是人為戰爭，血腥
破壞使一切灰飛煙滅。世人所追求的金錢物質
，難保永久；尤其是勾心鬥角去爭來的，更不
是真正的幸福快樂。真正的快樂是內心的清淨
祥和，這要有完整的人格與智慧，在物質引誘
的世界中能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不應該做對
社會無益甚至損人的事，如製造有毒藥物、食
品，更不要以鑽法律縫隙，法律奈不了何而沾
沾自喜，如售賣油魚當鱈魚、發水樓、僭建犯
法等。佛教以人為根本，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善心善行，才能自在步紅塵。
最重要是把握當下。就學生來說，上課時
要專注，聚焦在當時的學習上、和老師互動溝
通。其實，一個人如果能專心致志於一件事，
就能夠湧現 N 倍威力、無事不成功。如果身在
課堂，心卻想着放學後去逛街，又哪能把書聽
進去？如果眼看課本，腦中卻想着她的一顰一
笑、他的一舉一動，又哪能把書溫習得好？一
邊溫習一邊打遊戲機、上網、臉書，肯定會成
績泡湯。即使正在作球賽，心中卻先擔憂會輸
波，又哪能把球打得好？活在此時此刻，一心
一意，自能傾力專注把現在手上的事做好，是
你種的因；將來的成功，就是你應得的結果。
佛教講因果。凡人現在的種種遭遇，都是
以前所做的種種的果，也為以後的際遇埋下了
因。佛教講慈悲，對人對物要有愛心，即孟子
所說的 「惻隱之心」，不忍他人受苦受難的善
心、不欺負弱小、不妄殺小動物，種善因得善
果，才不會給惡事惡緣纏上。做不好的事如借
了債，始終要還；自身還不了，子孫要還；今
世還不了，下一世都要還。這種善惡因果觀，
警惕了我們做事要三思，應當成人之美，不成
人之惡，莫不幫助我們廣結善緣，建立良好的
人際關係，更是為自己開拓成功的未來。
（系列之二）
孫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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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 10 萬學生參加公益少年團活動

▲嘉賓一同拉炮，為文藝匯演掀開序幕

百子櫃

電子版，協助說話有困難人士改善其溝通能力及技巧
。香港賽馬會去年亦贊助匡智松嶺第三校試行視障訓
練及設置訓練室，促進有視障智障學生學習，成效顯
著。
本學年學生不但踏進香港紅磡體育館，應邀擔任
「全港特殊學校學生才藝大匯演─讓愛閃亮」的嘉
賓司儀，並向觀眾大展才藝；他們在多個不同類型的
公開賽事，包括於希臘雅典舉行的 「
2011 特殊奧運夏
季世界比賽」、渣打馬拉松及香港青年獎勵計劃，均
取得驕人成績，盡展多方面才華。潘主席表示本會將
繼續堅持以學生的需要為先的理念，為學生在不同階
段提供最適切的教育。

匡智會屬下 所特殊學校
的聯校畢業典禮由財政司司
長曾俊華擔任主禮嘉賓

匡智會屬下 13 所特殊學校的聯校畢業典禮日前圓
滿舉行，由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擔任主禮嘉賓。曾司長
在致辭時表示政府一直重視特殊學校的發展，並會因
應特殊學校的實際情況而推行適切的政策和措施。近
期的措施包括在特殊學校開辦新高中課程、推行學生
延長學習年期的改善措施，以及逐步進行改善學校設
施的工程等。過去數年，匡智會屬校屢獲 「行政長官
卓越教學獎」及其他嘉許狀，曾司長對屬校教學團隊
的努力予以肯定，亦期望本會繼續與政府緊密合作，
為智障學童提供優質的教育，並勉勵畢業學生謹記師
長多年來的教誨和照顧。
匡智會教育執行委員會主席潘展聰作校務報告時
指出，去年為教育服務定立了新的三年發展計劃，
其四大範疇包括培育人才、專業培訓及交流、教育
研究和發展項目，以及發掘學生潛能。在培育人才
、專業培訓及交流方面，本學年除舉辦了多個針對
中層領導的講座，誘發同工的新思維；兩位屬校校
長亦參與教育局培訓課程，到訪英國了解當地特殊
教育的發展，獲益良多。
為配合本會大力推行研究及發展以提升服務質
素，屬校亦積極推行研發項目，除鼓勵屬校及同工
與大專院校加強協作，本會亦成功申請利銘澤黃
瑤璧慈善基金撥款，研發《圖片溝通簿教材套》

動向

英語

星期一

樂》歡迎學生寫下
另外，逢周三的《讀書
學生 讀書 隨筆 寫作
閱讀 心得 ，參 加 「香港
資料）請電郵至 tkp.
比賽」，投稿（連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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筷子，對很多人而言只是吃飯時的工具，
更甚的可能只會被說成是中國人的一種傳統，
我們只是在追隨前人罷了。對我來說，它卻有
一層特別的意義。
今天去參加親戚的婚宴，宴客禮品是一雙
紅色的筷子，以一條絲帶綁着，再用一個透明
包裝袋裝着，象徵一雙一對；我卻想起了一件
往事。
小時候，爸爸媽媽都忙着上班、工作，我
就由外公外婆照顧，於是關係很不錯，我又是
家中的獨生女，因此他們對我寵愛有加。不知
道是不是這個原因，使我變得有點嬌生慣養，
成了大小姐脾氣。
外公外婆在我小時候經常給我說故事，這
我都很喜歡，我唯一討厭的就是外婆教我拿筷
子一事。我上幼兒園時，學校只會準備叉和湯
匙給我們使用， 「根本用不着學用筷子！」我
心想。但對外婆而言，學用筷子是必然的，畢
竟中國人就是要用筷子吃飯啊！儘管外婆多有
耐性地教我使用筷子，我還是一直扁着嘴、交
叉着雙手，不願拿起筷子。那時我大約四歲吧
， 「寶貝，妳乖啊……」、 「不學拿筷子，以
後怎吃飯啊？」這些話我聽了不知多少遍，但
我就是倔強、不願學用。
我人生裡第一次感到內疚的，應該就是因
為筷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