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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出狀元

近年，中國在運動方面成績出
眾，在北京和倫敦奧運會獲獎的數
目都名列前茅，有些項目如游泳亦
達世界水平，可喜可賀。而個別單
項如女子網球也有顯著的進步，表
現出色。至於香港，繼黃金寶之
後，李慧詩也在奧運和世界錦標賽
中獲得不少獎項，今年更贏得冠
軍，喜獲彩虹戰衣，證明香港的運
動員也可以是世界級的，最重要的
是不要看輕自己，要不斷突破自
己。為了發展單車運動，政府已在
將軍澳興建單車練習場，加以配合
算是一件支持運動好事。另外，香
港的渣打馬拉松比賽也搞得有聲有
色，參加的人數逾七萬，確實是一
個難得的熱潮。

中國人重視教育，德、智、
體、群、美五育並重，是最理想的
全人教育，不過，香港的家長和老
師較重視智育，放了最多的時間在
成績分數、測驗和考試之上，有時
會忽略了其他四育，甚是可惜。其
實體育和運動是一個人最基本的發
展，不能忽視。最近衛生署就對全
港的學童做了一個體重的統計，發
現20.7%的學童是超重或肥胖，而且
情況日益嚴重。幸好我校的肥胖率
只有約10%，較全港平均少了一半，
算是有不俗的成績。

其實學生自小有良好的體質和

體能是很重要的，因為健康的身體
和強健的體魄是應付日常學習的基
礎。如果孩子體弱多病，就一定會
影響他們的學習和吸收能力，很難
會有理想的成績，所以應該說是健
康第一，學業次之。我認為要有健
康的身體就必須做到三件事，包括
健康的飲食，適當的運動和充足的
睡眠。

近年，我校的運動發展有不俗
的表現，許多同學都有機會被挑選
進入校隊，接受有系統的訓練。同
學們都能享受運動帶來的好處和樂
趣。首先，他們大都身材適中，沒
有過胖或過瘦的情況；其次，他們
經常都是精神奕奕，精力充沛的，
很少生病。還有，他們都較前有積
極性和爭勝心，做事都較為認真，
有些成績稍遜的同學，他們參加了
校隊練習之後，學業成績不跌反
升，可能是因為透過運動和比賽，
增加了他們的鬥心和自信心。最
後，是同學和同學之間的關係也密
切了。許多運動都需要有團隊的合
作。

最近我觀看我校在西貢區校際
籃球比賽和他校比賽，爭奪冠軍。
我看到同學們都全情投入，鬥志高
昂，雖然那仗輸了，但表現是令人
欣賞的。因為比賽必有勝負，同學
要學習面對勝和面對負，這都是寶
貴的經驗。

天才教育協會會長 陳家偉

我回答，原因要你親身到運動場
走一趟才能明白。

運動場上的賽事固然精彩，但看
台上的風景也令人大開眼界。參加學
界第一組別田徑錦標賽的學校只有二
十五間，看台上每一間學校的位置都
是旗幟飛揚，人強馬壯的啦啦隊整天
喊口號，幾乎沒停頓過。在場地各比
賽的取景有利位置都有三腳架和攝錄
機，攝錄成果無論屬哪家學校都會慷
慨分享，讓別校欣賞到各校健兒們的
比賽情況。

當中得終生受用
最有趣的是午膳時間，雖然在該

段時間沒有太多賽事舉行，但看台上
卻堆滿西裝筆挺的觀眾，全都是參賽
學校的舊生，當中不只有剛畢業一兩
年的年輕受薪一族，也有頭髮花白的
學長校友，趁辦公午膳的空檔時間
來臨場打氣。

當啦啦隊的同學，也許未參與過
任何賽事，但在打氣的過程中，多少

也明白運動員背後的故事。在臉譜上
我看到同學們的分享，有田徑隊的同
學說聽到打氣的同學的聲音都沙啞
了，非常感激。同學回應知道田徑隊
每星期練習四天，隊員受傷了只能拐
走還堅持落場完成賽事，叫人感
動。

田徑隊也上載了一段她們拍的短
片，訴說她們每天堅持沉悶的練習，
原因只有一個： 「鍾意囉！」短片廣
被同學及校友瘋傳，短片的第一張定
格成了很多人臉譜的封面照片。

近陣子聽到另一句 「鍾意囉！」
是出自戲劇學會的同學口中。我帶了
戲劇學會多年，看到很多同學的成
長。前天聽到一個連續參與後台工作
五年的同學很感觸地說， 「這是我最
後一年參與比賽了。五年黑衣人的生
涯，我們會為如何最快速換布景而思
考，為15秒的進步，求完美而反覆練
習。觀眾不見我們才是最高境界。辛
苦 沒 人 見 到 。 但 我 享 受 ， 我 鍾 意
囉！」

家長也年輕過。也因為一句 「鍾
意囉！」燃燒青春，一頭栽下去，堅
持再堅持，成就了大大小小令我們自
豪的事情。課堂上學習的也許很快會

忘記，但校外活動給子女的回憶和當
中培養的價值觀，卻終生受用。

撰文：聖嘉勒女書院副校長
陳倩君

家長新思維

闖闖新天地

年輕人運動燃燒青春

心同此理

某日接到姨甥來電，她氣急敗
壞地說晚上做了一個可怕的夢，看
見自己不斷往山上跑，最後到了懸
崖，一墮而下，就在這刻她驚醒
了，還全身冒汗。姨甥一向性格溫
和，遇事鎮定，這回也給噩夢嚇怕
了，急忙找筆者解夢。

以往也有朋友請筆者解夢，雖
說習心理學，筆者一向不喜歡以別
人的理論去解析夢，因為這是危險
的做法，若聽的人太沉溺於解析，
很可能會影響他們的生活甚至行
為。可是，筆者常發現坊間有些自
稱心理學家的，在媒體上繪聲繪影
給讀者解夢，是不負責任的做法。

夢到底是什麼？它為什麼會出
現？儘管古今中外有不同的理論，
但直至目前為止，世上仍未有共識
的答案。精神分析始創人佛洛伊德
的 著 作 《 夢 的 解 析 》 （ The
Interpretaion of Dreams ）認為夢
不是偶然的，它是欲望的滿足：人
白天受壓抑的欲望會透過夢顯現出
來；相似於中國人說的 「日有所
思，夜有所夢」。

一些學者認為人有第六感，也
即是預感，而夢是第六感的一種表
現狀態，所以解析夢可以預知未來
云云。也有認為夢是反映人現實中
的精神心理狀態，生活的壓力在夢
裡得到釋放。

我國民間傳說稱周公為 「夢
神」。傳統的夢文化認為一個人若

有重要事情將要發生，周公會來投
夢。而 「周公解夢」書設夢為15
類，依其內容預測未來。

人一生做夢無數，然大部分的
夢醒來時已幾乎忘掉。有些夢情節
逼真，令做夢者相信或憂慮厄運將
臨。很多人會發覺噩夢縱然可怕，
但往往不會在現實中發生。筆者曾
看過一些解夢書，發現同一個夢在
不同的書有不同的解析，令人愈看
愈模糊。寄語希望在解夢書中尋到
答案的人決不要誤信。

筆者較為關注的倒是夢的兩位
近親， 「夢想」和 「白日夢」。
「夢想」多是朝目標進發的希望，

有推動的作用。而 「白日夢」多是
靈感的泉源，有利創作。這兩種夢
能於現實中發生的例子原來比噩夢
多。著名美國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
德金發表了意義深遠的演說《我有
一個夢想》，感動世人，獲得了諾
貝爾和平獎。美國最近有大腦和認
知力的研究發現，人愈常做白日
夢，工作記憶（或短期記憶）就愈
強，人也比較聰明。短期記憶常被
認為與閱讀理解力和智商有很大的
關係。

是以，有夢想的人會懂得奮勇
向前，常發白日夢的更可能是下一
個愛因斯坦！

集仁琛
電郵：psyche9191.reader@gmail.com

夢

美德你得

運動好處多

我想做一隻小鳥，
在蔚藍的天空中自由地翔。

我想做一條小魚兒，
在浩瀚的大海裡快活地暢泳。

我想做一匹駿馬，
在遼闊的草原上灑脫地飛馳。

我想
培僑書院（小學部）5P魏嘉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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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面。

上星期學校田徑隊參加了學界第一組別的田徑錦標比賽，為期三天，而每天學校都動
員同學和老師到灣仔運動場為田徑隊打氣。決賽那天，總共約有300名師生到運動場支持
比賽健兒。有新來的同事問我，參賽的田徑隊員只有五十人，又不是全校運動會，為什麼
這麼多同學要參與其中？到運動場打氣的同學可以不用上課，任教的教師很為難，應教的
課程是教還是不教，要不要等缺席的同學呢？

天才速度畫家的絕技
創新的意念及獨特的方法，往往

能令一件本來很平凡的事件或事物，
變得令人耳目一新，帶來令人意想不
到的驚喜效果。

早前在網上熱傳一段關於美國的
一個才藝比賽的短片，一位名叫D.
Westry的速度畫家（speed-painter）以
一個獨特的方法，於一分半鐘的比賽
時間中，繪畫出其中一位比賽評判的
人像畫。於比賽初期，畫家以不同顏
色的顏料，好像在畫紙上胡亂繪畫一
些沒有條理的東西，大家也看不出他
在繪畫什麼，評判們亦在竊竊私語，
評論畫家的作品不大像樣，還認為他
不能在大會限定的一分半鐘內完成比
賽。

當比賽時間結束，這時畫家突然
把他所畫的畫作倒轉，誰不知畫紙上
所看到的，竟是一幅繪畫其中一位比
賽評判的頭部側面的人像畫，且繪畫得維肖維
妙，所有在場的觀眾及評判，即時看得目瞪口
呆，全場所有人亦即時起立，對畫家報以熱烈的
掌聲。而評判們亦坦承直至比賽結束的前一刻，
亦看不懂畫家在繪畫什麼，但當畫家把畫作倒轉

而顯示出令人嘖嘖稱奇的畫像，亦不能不稱讚畫
家以反傳統的方法，由底而上繪畫畫像，的確別
具創意，為所有人帶來意外的驚喜。

通常家長及老師們都常以傳統的方式，灌輸
知識給予子女及學生，導致大部分的孩子都像倒

模般的方式思想及應付問題。但
從以上的例子可見，創意往往需
要跳出一般的思想框框，甚至需
要逆向思維，才能出奇制勝。我
們亦可從以上例子，得到另一個
啟發，就是當我們在觀賞一些創
意或藝術作品，例如電影及畫作
時，應抱有一個開放的態度，才
可感受到當中作品的創意威力。

因此，若你們的孩子或學
生，向你們提出一些反傳統或甚
至天馬行空的意念時，千萬不要
給予他負面的反應，反而應耐心

地聆聽他的想法，並加以鼓勵，因他日後的成功
創意之路，很可能就是由你們對他的鼓勵開始！

香港新一代文化協會科學創意中心總監
黃金耀博士

進學篇

有效練習音樂法
筆者慶幸獲得寶貴機會於 「進學篇」分享了自己

多年教學經歷，能夠藉此抒發心中感受。這段時期寫
了不少文章有關現今學習音樂風氣、遇過的不同學生
以及兒童教學分享，接將分享較實際且有效之練琴
方法。正如上周文章所言 「音樂需練得其法」，否則
結果只會 「事倍功半」。

第一法是為 「聚焦集中法」。從經驗當中得知，
有一類學生練琴往往只會在自己有限時間內走馬看
花，把每首歌草草地練過幾遍便匆忙上課。對於一些
較聰明之初階學生而言，這種練習模式或許有機會僅
僅過關；至於到了第二類學生而言，他們努力練習、
練習時數較長，可惜同樣只把每首歌由頭至尾練習幾
遍，回來上課後每首歌被打道回府，問題出現在哪
裡？因不少學生練習樂曲時，出現問題只不過是僅僅
幾小節，但他們每次練習經常由頭再練，這樣不單浪
費時間且不能完整地解決幾小節，加上一些學生不肯
面對現實，卻陶醉於自己流暢的地方。 「聚焦集中
法」正正要求學生針對問題，勇敢面對那幾個小節。
這樣可以節省時間之餘，亦可解決問題。

第二法是為 「倒轉練習法」。這種方法適合學習
較高級數之學員，由於級數越高，學習樂曲越深越
長，樂曲篇幅往往超越三首以上。一般學生遇上篇幅
長之樂譜，大多對第一頁之內容最為熟悉，至於緊接
其後幾頁的水準就越來越差。譬如學員於樂譜第三頁
上遇到多處難題，若自動自覺地使用 「聚焦集中
法」，問題應順利解決。可惜不少學員每當遇上問
題，只會不斷地從樂曲的開首由頭到尾重新練習，所
以儘管他們付出相應的時間，最後只令到第一頁內容
練得最流暢，其後幾頁所遇到的問題依舊未能解決。
故此筆者會建議學員由最尾一頁倒轉地向前練習，改
變正常從第一頁開始練習之慣例。

其實，所謂 「有效」之練習法最終是希望達到
「快而準」之目標，既縮短練琴時間亦可把問題解

決，可是這些練習法的大前提是需要學員配合，若果
連最基本的練琴時間亦未能付出，所有方法、心機只
是徒然，希望各位習琴朋友緊記！

香港藝術音樂協會主席 何俊榮

高呼： 我享受，我鍾意囉！ 

文康資訊

2013年與作家會面：踏出成長路

系列一：心靈與我─在實現抱負中成長
講題：《還有比喜馬拉雅山更高更難的嗎？》
講者：何永業（政府工程師）
時間：3月16日下午3:00-4:30
地點：屏山天水圍公共圖書館推廣活動室
主辦：香港公共圖書館
查詢：21267520

2013中醫藥健康講座︰

「探視中醫藥的宏觀及微觀世界」

中醫在糖尿病治療中的地位
講者：張娟醫師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臨床部）
時間：3月16日下午5:00-6:30
地點：東涌公共圖書館推廣活動室
查詢：21093011

◀美國一個才藝比賽的短片，
一位名叫D. Westry的速度畫
家以一個獨特的方法，於一分
半鐘的比賽時間中，繪畫出其
中一位評判的人像畫

▲課堂上學習的也許很快會忘記，但校外活動給子女的回憶和當中培養
的價值觀，卻終生受用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