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闖闖新天地英語百子櫃

四季有音樂 陳珮文

戀戀情深

非洲草原探險
聖公會基榮小學 五甲 黃敬宏

徵稿啟事
《活力校園》誠向各學校及學生徵稿：

． 「學校動向」 講述學校威水史及活動情況
． 「布告板」 助學校推廣活動（點列式刊登）
． 「闖闖新天地」 刊載學生佳作
． 「真我風采」 刊出學生攝影、畫作等美術作品（需附作品簡介）

投稿者請於稿件內附上資料（學校、聯絡人、電話電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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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學生寫下閱讀隨筆，參加 「學
生讀書隨筆比賽」，請將投稿連同個人資料電郵至tkp.reading@gmail.
com；稿例詳見《讀書樂》。

真我風采

色彩拼湊

誰弄污了香港的空氣 孫慧玲

賽馬會官中畢業禮圓滿結束賽馬會官中畢業禮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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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會中學第三十屆畢業禮婦女會中學第三十屆畢業禮

談 「四季」，不得不提十八世紀意大利音樂家威爾第（Antonio
Vivaldi）的巴洛克（Baroque）音樂經典《四季》小提琴協奏曲
（The Four Seasons）。組成《四季》的春、夏、秋、冬四首協奏
曲，各有三個章節；而每首協奏曲則附有十四行詩（sonnets），有說
這些詩就是出自威爾第手筆。這種以音樂引申至非音樂元素的 「標題
音樂」（Program music），讓音樂家抒發情懷，現代人津津樂道的
跨界音樂（crossover music）並非新鮮事，當年已大行其道。

同學們較熟悉的十四行詩體裁，可能來自英國文學家莎士比亞
（William Shakespeare）的十四行詩詩集，但這種短詩其實是源於十
三世紀，威爾第的家鄉意大利，約於十六世紀傳入英國，再發展成英
式十四行詩。中國詩文的結構一氣呵成，較少明顯的分段。但無論是
意式或英式的十四行詩，分段十分顯著；前者分為兩段（前八後
六），後者更分為三段（每段四句），再加最後兩句。

《四季》中的四首十四行詩，就是把詩句與三個章節音樂融為一
體，描繪出第一、第二及第三章節的意境。

（四季系列之二）

2012年12月6日，賽馬會官立中
學舉行第四十八屆畢業暨頒獎禮，是
次典禮由該校校友南豐中國發展有限
公司董事長周世雄擔任主禮嘉賓。

周世雄為該校校友，是日回到母
校，與學弟學妹分享他的人生經驗。
他認為成功的關鍵在於要有明確目
標。他以自己的求學經驗為例，說明
只要有清晰的方向，訂下具體的計
劃，並把握任何一個能幫助實踐理想
的機會，便能成功。他更鼓勵同學要
多涉獵不同範疇的事物，增進自己的
知識、鍛煉解難能力，並且要堅持終
身學習。

袁家頌校長報告過去
一年學校各科組的工作及
學生的表現。過去一年，
學校舉辦不同類型的活
動、參觀、校外比賽、社
會服務及成長歷奇訓練，
協助同學培養成良好品
德，遵守紀律，擴闊視
野，增強抗逆及解難能
力。為提升同學中文及英
文語文能力，學校繼續在
初中推行語文微調政策，
按班別、組別訂定教學語
言，並積極推動同學參加

各類型的語文公開比賽，奪得多項大
獎。中、英及數學科均設普及閱讀計
劃，舉辦書展及作家講座，推廣閱讀
風氣。在全方位學習方面，該校學生
在課堂學習以外，熱心參與德育及公
民教育、音樂、體育及社會服務等不
同類型的活動，亦多次到國內外進行
交流學習，獲益良多。

綜合節目表演環節，同學們盡顯
本領，真情演繹粵語、英語及普通話
朗誦作品，管弦樂團分別演奏動聽悠
人的樂章，典禮在合唱團優美悅耳的
歌聲中結束。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第三十屆
畢業禮已於2012年12月14日假該校
禮堂舉行。典禮當日邀得教育局常
任秘書長謝凌潔貞主禮，出席者包
括校監、校董、各界嘉賓，學校教
職員、家長、校友、應屆畢業生和
得獎同學，場面溫馨愉悅。

首先由劉陳素薇校監致歡迎
辭 ， 接  是 黃 明 孝 校 長 報 告
2011-2012年度校務。黃校長形容
上年度為燦爛且難忘的一年，學生
在上學年積極裝備自己，在學業、
參與校外比賽和課外活動方面均有
良好表現。公開考試方面，該校學
生繼續締造佳績；在香港高級程度
會考中，科目平均及格率高達百分
之一百，經聯招入讀本地大學的比
率為94%，香港中學文憑試的科目
平均及格率為99%，當中數學延伸
部分單元二及生物科的優良率分別
達92%及86%。

主禮嘉賓謝凌潔貞致訓辭。她

指出中學生活是人生中重要的一
環，勸勉同學要懂得珍惜，無論在
學校或社會做事都要全力以赴，即
使失敗或處逆境，也不要輕言放
棄，理想才可達。謝女士亦訓勉同
學要學會分享、關愛，懂得以禮待
人，將來離開母校，投身社會工
作，也應該保持正確價值觀，同時
要以 「少抱怨，多欣賞」的態度待
人接物，使社會達致和諧。

主禮嘉賓致訓辭後，便頒發畢
業證書、各獎項和教職員工長期服
務獎，台下觀眾報以熱烈掌聲
祝賀。頒獎過後由畢業生代表
致謝辭，他們對學校的
悉心栽培和家人的關懷
支持，致以衷心的感
謝。最後在一片悠揚的
校歌聲中，婦女會中學
第三十屆畢業禮禮成。

6D 周銘銘

香港人如果重環保，愛護自己的家
園，便會制約自己的行為與心靈。

先說香港路邊空氣污染、令人難
受，損人健康，是眾所周知的事。明明
已經通過停車熄匙法例，以改善路邊空
氣質素，但許多司機卻嫌費事，私家
車、的士、旅遊巴、更包括政府車在
內，鮮有自動自發地停車熄匙，為環保
盡一分力，還大眾一口新鮮的空氣，還
說什麼電動車貴，石油氣車不方便，對
許多香港人來說，搵食大過天，保護環
境，是一小撮蠢人才做的事。

最可恨是不愛民的食環署，縱容煙
霧污染路邊空氣，通街通巷隨意擺放煙
灰盅垃圾桶，鼓勵吸煙者隨街噴煙，尤
其是擺放在行人群集的斑馬線路口和巴
士站旁的煙灰盅垃圾桶，不斷燃燒煙
蒂，釋放二手、三手煙霧，叫人避無可
避，明知吸煙危害健康，對無辜行人，
尤其對孕婦胎中的新生命禍害至深，政
府就是懦弱怕事，不敢像日本政府一樣
厲行路上禁煙，行人道上畫滿禁煙標
誌，明示 「不准一邊走路一邊抽煙」。
去過日本的人都知道，日本街道上根本
沒有煙灰盅垃圾桶，甚至罕見垃圾桶，
要抽煙嗎，去大廈後巷或某些指定為
「抽煙點」的角落！看，這才是真正愛

護環境，愛護人民，保障人民健康，減
輕社會醫療負擔的好政府，亦只有真正
愛護家人、愛護家園、受過教育有理想
有公德的人民才能支持這樣的好政策！

日本人做得到，中國人為什
麼不能做到？

我曾經多次在專

欄上大聲疾呼，只是要求不要在行人群
集的斑馬線路口和巴士站旁擺放煙灰盅
垃圾桶，及減少人流眾多的地方如銅鑼
灣、尖沙咀、旺角等地區擺設煙灰盅垃
圾桶，甚至向區議員投訴，都不得要
領，感覺就是這個政府、這些議員其實
並不真正愛護環境，也不愛護人民。

香港商販自私圖利，有調查發現全
港500多間零售店，包括超市、便利
店、士多及報攤等，發現多達86%店舖
會售賣香煙給未成年者，理由是生意難
做，有些報攤拒絕賣煙給少年，卻遭童
黨淋紅油，不得不向現實抵頭。

在新加坡旅行一樣，發覺路邊空氣
奇佳，因為除一些酒吧區外，新加坡的
路邊，也不會設置煙灰盅垃圾桶，新加
坡吸煙的人也不多，原因是煙稅極高，
顯示政府愛民，不鼓勵抽煙，嚴打隨街
拋棄垃圾，包括煙蒂，從而清潔了市
容，也減輕了社會醫療負擔。且看香港
煙稅，只佔煙價六成，遠遠比世界銀行
提議的80%為低，香港政府要有效打擊
吸煙行為，尤其是青少年吸煙，增加煙
稅至80%，應該是可行之法。當看到18
歲以下少年有11%染上煙癮，其中有小
至6歲時，政府還躊躇什麼呢？向惡行
宣戰，當然不容易，難道因為不容易，
政府便要讓不吸煙的大眾承受吸煙小眾
之毒害嗎？

香港街道的烏煙瘴氣，香港路邊空
氣污染，眾多的流動吸煙者和停車不熄
匙的駕駛者，要付上很大責任。這些
人，不理自己的行為對環境和別人的禍
害，他們可謂是損人不利己的自私者。

沙田區中小學視藝聯展作品
才俊學校 SOFEAH

創作者自白：本人在小學四年級時視力完全離我而去，我
雖身處完全黑暗之中，但仍喜歡將心中所想，用記憶中的
色彩拼湊出一個表達自我的天地。

李潤森編的《世界名人故事──秦始皇》共分十個章
節，我最喜歡的是 「一統天下」這一節。

它介紹了秦始皇如何滅六國，統一天下，繼而統一文
字、道路，以及度量衡的經過。

秦始皇統一文字令中國各地人民可以互通訊息，有利
文化交流；統一道路，則有利交通運輸；至於統一度量
衡，則有利貿易發展。

雖然秦始皇亦曾做過一些遭人非議的暴政，但他對中
國的歷史發展，確實有不可抹煞的偉大貢獻。

究竟在非洲草原探險是不是很精彩刺激呢？看完《非
洲草原歷險記》這書，你便有答案！

這本書的作者是吳炫、洪在徹，他們不但介紹了在非
洲草原上生活的各種動物，還講述了馬賽族在草原打獵時
使用的武器以及他們捕捉動物的技巧。

此外，這本書還教授了一些實用的野外求生術。例如
在沒有水源的情況下，只要把膠袋綁在樹上，待膠袋吸收
了水蒸氣後，水蒸氣便會凝成水珠，人們就可以把水珠取
來飲用。

閱畢這書，就好像經歷了一次奇幻的非洲旅程，讀者
們如果也想經歷一段精彩的非洲森林之旅，就快些看看這
本書吧。

遇見困難不逃避
聖公會基榮小學 四甲 周信玄

我在聖誕假期閱讀了《魯賓遜漂流記》，我覺得它的
內容除了有趣，還很有教育意義。

主角魯賓遜原本出身於富裕家庭，但他為了實現理
想，於是違抗了父母的命令，展開了他新奇刺激的航行探
險之旅。魯賓遜因一次海難流落荒島，他憑堅毅的精神
及豐富的常識，把困難一一克服，最終能擺脫險境。

身為城市人，我們未必有機會像魯賓遜般，流落荒
島。但我們每天面對的困難一定不比魯賓遜少。遇到困難
的時候，有些人會選擇逃避，有些人會自怨自艾，但讀畢
這書後，我會以魯賓遜作為學習的對象，以積極樂觀的態
度去面對困難！

秦始皇的貢獻
聖公會基榮小學 三丁 李弦澤

去年10月22日，我從臉書上知道自己的畫作《大坑
舞火龍》榮獲奧比斯 「童創光明」繪畫比賽 「童創光明
大獎」，心花怒放。國際奧比斯是著名的非牟利志願機
構，自1982年以來，奧比斯的義工團隊已在89個國家推
行防治盲疾的工作，培育了88000名眼科醫生，提升了
20多萬名醫護人員的技術水平，幫助1500多萬名眼疾患
者重新恢復視力。

2009年，奧比斯醫療團隊飛抵內蒙古包頭市為貧苦
農家出生的七歲男孩張天山治愈了先天性斜視及弱視
症，使他在數學課取得了優異成績。為此，香港奧比斯
主辦了 「童創光明」繪畫比賽，主題是 「我最想與天山
分享的香港景色與事物」。參賽者年齡為6至12歲，水
彩、素描、蠟筆畫均可。得獎者可以與張天山一起暢遊
迪士尼樂園。

我在真善美美術學院接到通知時，離截稿日僅5天
時間，我想身邊的事最哄動最熱鬧的莫過於我家樓下每
年中秋節舉行的大坑舞龍，自我懂事以來，我已經跟媽
媽觀看了8次，龍身全長67米，用珍珠草織成，分成32
節，都插上火紅的長壽香，在夜間舞動，點點星火，十
分可觀。130多年來，本地居民藉舞龍以求消災，據說
還向聯合國申報 「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於是，我憑
腦海中的印象，在真善美的高老師與蘇老師指導下，畫
了一幅 「大坑舞火龍」。按照規定，獎項分兩種，在臉
書上由公眾投票以票數最多的三位獲取 「網上人氣大
獎」，另由20位美術老師組成評審團評出3位 「童創光
明大獎」。從臉書的評審公告上看到，我的畫幅比別人
大6倍多，排列順序也居首位。

捐30元為盲童帶來希望
10月28日，我在媽媽陪同下，來到了迪士尼樂園。

上午10時，奧比斯的楊小姐就在迪士尼門口等候，由她
介紹認識了另5位得獎者藤田弓子（10歲）、嚴文博（6
歲）、劉懿（7歲）、韋睿森（6歲）、何沛澄（6

歲），還有遠道從內蒙古來香港出席盛會的10歲男孩張
天山，這才知道原來張天山的情況是奧比斯 「光明大
使」、影視明星吳君如在內蒙發現的。據說內蒙一百萬
兒童中有五萬人患上了斜視及弱視症，不少病童因貧窮
而終生致盲。我感到每位參賽者捐30元為那些盲童帶來
希望，是做了一件很有意義的事。

我們七個兒童、七位家長在楊小姐與兩名醫生陪同
下出席了頒獎儀式、各人領了獎狀，還合影留念。上午
我們到電影院看了史迪仔。下午自由活動，先和小熊維
尼、米奇老鼠、唐老鴨等合照，再去玩碰碰杯、小飛
象、彈弓狗、降落兵團和灰熊山谷，很高興也很刺激。
黃昏時，坐太空船與過山車，嚇得我心裡噗通噗通地
跳，接乘小船去環遊世界，所見色彩繽紛，美不勝
收。乘月光，我去學開機動車，媽媽說我的駕車技術
挺不錯呢。晚上九點，我們一齊觀賞了煙花，我發現迪
士尼的煙花比中秋節的維港煙花更絢爛奪目。

回到家裡已10點半了，我尚未盡興，希望有機會再
去玩一次，也希望更多的小朋友受惠於奧比斯醫療團
隊。

撰文：跑馬地聖保祿天主教小學 6A 胡元婕

▲胡元婕（左）的畫作《大坑舞火龍》榮
獲奧比斯 「童創光明」 繪畫比賽 「童創光
明大獎」 ，右為張天山

▲綜合節目表演環節，同學們盡顯本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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