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逢周一、周四刊出
B13校園責任編輯：陳淑瑩 二〇一三年四月十五日 星期一

語文學習無捷徑 孫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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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別性別 葉

譜出 「可樂」 世界
東華三院鄺錫坤伉儷中學 中五 何諾謙

扶輪社文理書院職業博覽扶輪社文理書院職業博覽

常言道：滿招損，謙受益。謙虛的人，別人肯教，接收的養分比人多，自
然更能茁壯成長。在強手林立的競賽中，能夠脫穎而出，卻絲毫沒有高傲之
態，自有其過人之處。說的是剛在 「藝術同行」 連奪最積極進取獎和最佳導賞
員獎的校園藝術大使麥曉彤。

實習記者 馬文煒

禮物
旅港開平商會中學 5C 陳灝勤

透過創作表達自我透過創作表達自我
─訪 「藝術同行」 得獎者麥曉彤

萬鈞教育聯校陸運會萬鈞教育聯校陸運會

特稿

學校動向

闖闖新天地英語百子櫃戀戀校園

徵稿啟事

真我風采

每一件事，各人總有各人的意見，
眾說紛芸，就看決策者如何洞悉本質，
決斷英明。我說的是學習中文。

記得許多年前，某教師團體大力抨
擊教育署，說小學的背書默書加重孩子
的學習壓力，導致有小學生默書不合格
跳樓自殺，傳媒搧風點火，社會人士儼
如專家，也紛紛橫加指責，逼使教育署
下令小學不可要求學生背書默書，一切
要以遊戲方式進行。

接，又有人抨擊考評局，說中學
中文科設範文教學和考試，是逼學生死
記爛讀，扼殺創意，要求取消範文，讓
老師自主，從報章雜誌上擷取文章教
學，結果2007年開始，課程取消了範
文，任由老師發揮，結果中文科成了什
麼都不是的通識科、人云亦云八卦科、
不邊際的大放厥詞科，學生被迫從不
規範的文章甚至是片言隻語中學習語
文，規範句子掌握不到，詞彙學不到，
品德薰陶沒有了，甚至和傳統文化的接
軌也砍斷了。

到了現在，看到句子不全的小學
生，詞不達意錯字連篇的中學生，超過
大半成績不能 「達標」而被拒於大學門
外的高考生，還有語文 「騎呢」駭人的
大學生，才忽然發覺現今學生的中文水
平真的退步了，水平下降了。於是又有
人重提要研究中文科重設範文教學和考
試。中文教學，這樣的兜兜轉轉，原因
何在？

一是教育官無識，亦無膽。他們不
真正明白學習中文的真諦，以

為學習中文不必下死工夫，用玩玩遊
戲，搞搞活動和氣氛就可以蒙混過去，
即使有明白學習中文真諦者，卻又無膽
力排眾議，逆流而上；二是求諸專家意
見，但不知許多專家，得靠破舊立新來
建立自己的權威，因而不管舊的是好是
壞；三是社會不明白，當學生成績不達
標時，並非檢討教學問題，反而指摘考
試評分不公平。

先說小學背書默書。背書絕非壞
事，小孩子學習中文，得靠多背誦多操
練，才能掌握到中文字句結構的規律，
接受到中文語境的潛移默化，才寫得通
順的文章，而非理解主謂賓定狀補的語
法規律。背誦記憶是學習方法之一。其
實，在小學階段，兒童大腦能記憶細胞
正值蓬勃發展的階段，記憶，對孩子絕
非難事─只要老師不要太執著的的了
了逗號句號，扣分扣得孩子信心盡喪。

中學的範文教學，有文言有白話，
其中字詞句段、內容分析、布局謀篇，
一應俱全，鉅細無遺，老師教學有根
據，教得心裡有底；學生學習有範本，
有所根據琢磨，一點一滴建立基礎；文
學之才亦能協力，做好教與學的支援，
出版社亦有出版方向，知所配合；下一
代亦能在傳統文化上作出承傳，在傳統
深厚的根基上創建新意。每個人對某種
語文所擁有的水平，絕對取決於他曾背
誦過多少篇千錘百鍊的優秀作品，而非
報章雜文。

考試勝負雖在一試間，但是，卻要
累積長期的鍛煉歲月，才能取勝。學習
中國語文，絕無捷徑可走！

3月23日，由 「扶輪與校同行」計劃及
文理書院（香港）聯合舉辦的 「職業博覽
2013」（香港東）於文理書院柴灣校舍舉
行，安排了兩場主題演講及四十節分組講
座。獲邀參加的多間中學共五百餘位同學在
參與活動後，均表示獲益良多，認為增加了
相關職業的認識以及有助於思考個人的人生
規劃。

大會先由快活谷扶輪社社長馬耀添致歡
迎辭。之後兩場主題演講分別為香港青年協
會督導主任鄧良順主講的 「一切從規劃開
始」以及武偉昌大律師主講的 「Who Am
I」。鄧先生指出現今世界瞬息萬變且日新
月異，良好的計劃對同學日後的發展十分重
要。接，武先生分享怎樣認識自我。他表
示，同學需要認清個人的長短處以及人生目

標，從而在充滿競爭的職場中找出自己的方
向。他勸勉同學要把不可能的變為可能，為
未來創出新天。

主題演講後是分組講座。今次活動最大
的特色，是校方邀請了二十個行業、共二十
多位講者主持講座，絕大部分是該校畢業校
友。行業遍及會計、行政管理、航空、飲
食、教育、法律、旅遊以至娛樂等。講座分
兩節進行，同學按照個人興趣選擇參與不同
行業的分享。主講者均在相關行業有一定的
經驗和成績，他們為同學講解所屬行業的概
況、入職及發展機會、困難與挑戰以及個人
從工作中所得到的經驗和感受。同學有機會
與在職人士直接對話，了解有關行業的最新
情況，並從分享中感受職場的苦與樂，不僅
有助於增加相關的知識，也從中思考人生。

筆者曾經於本欄談及一些與性別有關的詞彙的用法，今天打算乾脆
談談 「性別」。

在香港，初生嬰兒的家長於嬰兒出生後42天內可為其辦理出生證明
文件（免費），而這也就是新生嬰兒的首份身份證明文件。這張俗稱出
世紙的文件上會載有嬰兒的性別（sex）。要是你有護照，也可翻開個
人資料那一頁看看，同樣也有註明你的性別（sex）。特區身份證上也
有持證人的性別，只是沒有以 「性別」（sex）來標註這一欄。

簡單來說，今天以 「sex」來說明男女之別，其所指的是生理上的
分別，包括染色體、生殖器官等，亦即是 「biological sex」。男就是
「male」，而女就是 「female」。

在談及性別時，你也許曾聽過 「gender」。 「gender」的中文翻譯
也是 「性別」。香港有大學現時有提供性別研究（gender studies）的課
程。然而，此性別（sex）不同彼性別（gender）。 「gender」所指的是
社 會 或 文 化 建 構 出 來 的 分 別 。 男 就 是 「masculine」 ， 而 女 就 是
「feminine」。

換言之，不管在哪個社會或文化， 「sex」所指的男女都是一樣
的，但因社會或文化而對男女在社會或文化所擔當的性別角色的期望則
有所不同。這時，我們也就要用 「gender」來表達了。

當大家明白sex與gender的分別後，下次談及性別時，就應該知道要
選用 「sex」抑或 「gender」了。

由匯知中學、伯裘書院、賽馬會毅智書院合辦的聯校陸運會，
已於3月7日假天水圍運動場舉行。三校同屬萬鈞教育機構，是次聯
校陸運會請得仁濟醫院陳耀星小學校長陳碧蘭以及嗇色園主辦可銘
學校校長吳子雷主禮。兩位主禮嘉賓不約而同地表揚各位健兒於比
賽中的努力，亦讚揚全場學生都能投入陸運會賽事，即使沒有參與
任何賽事的學生，也能於看台上為健兒們打氣。今年更是首屆邀請
到內地締結姊妹學校，進行四乘一百接力賽。

全日的高潮，是三校啦啦隊比賽。三校師生自創新奇有趣的口
號及動作，為健兒打氣，更加出動全校 「人馬」，聲勢浩大。其
中，匯知中學動員全校約九百多位師生，傾盡氣力，結合歌曲旋
律，以創意無限的口號，成功奪取啦啦隊比賽冠軍。在宣布賽果的
一刻，大家高呼 「匯知十載，全場喝采」的口號，得見同學們極具
團結精神。聯校陸運會的頒獎禮開始，一隊隊整齊排列的制服隊
伍，在步操樂團的演奏伴隨下進場，標示了三校制服團隊步操比賽
要開始了。是次比賽的意義並不在於勝負，而是體現各制服隊伍專
業和團結的一面。同學們即使在烈日當空的環境下，仍然面不改
容，保持筆直的站姿，盡顯專業精神。

由藝發局、浸大創意研究院和教育局合辦的
「藝術同行」計劃，日前舉行結業禮。就讀觀塘順

利天主教中學中五級的麥曉彤，未正式學過畫畫，
卻連奪最積極進取獎和最佳導賞員獎。她謙稱從未
想過得獎，又指自己對畫作認識未夠深入。經過6
個月以來一系列的活動，包括藝術欣賞與評論座談
會、藝術評賞實戰、參觀展覽， 「藝術同行」來到
尾聲。結業禮上，一眾校園藝術大使接過結業證書
和獎項，都急不及待引領觀眾到展覽廊介紹自己的
作品。

麥曉彤的作品是一張海報，題為《我眼中的城
市》，以塑膠彩作為媒介，表達她對香港這個城市
的觀感。她指出，香港是一個容納多元文化的地
方，香港人用電話、電腦接受大量資訊，新聞資訊
以及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每日恍如泉湧，就似畫中

的流水一樣，源源不絕。她認為，資訊科技發達並
不一定於社會有益，畫中被蒙上眼罩的人就代表普
羅大眾，每天被資訊 「灌水」，盲目接受而不加以
分析的結果，只會是非不分。

麥同學表示，作品意念源自吸煙的題材，後經
老師啟發而生出對青少年是非觀念的探討。她認
為，網上交流平台對社會有很多意見，表達方法層
出不窮，例如改歌詞，但內容正確與否恐怕無人問
津，如此可能造成其他人對資訊吸收錯誤，她形容
此類平台是 「半好半壞」。被問到有否使用這類交
流平台，她指出即使使用也不能沉迷，若24小時都
沉醉在網上社交，人際關係反而會因此疏遠。

從未正式學畫 立志投身藝術
雖然未正式學過畫畫，但麥曉彤十分享受畫畫

創作的過程。她認為，跟其他學科鼓勵背書不同，
藝術創作有助放鬆自己、紓緩壓力，在創作當中可
以幻想，可以夢想， 「表達自己所想的東西」。

身為今屆最佳導賞員的得獎者，麥同學亦主動
向記者介紹其他作品，包括獲得最佳創意獎的作品
《我想……感恩》，她形容此作品畫工好，用原子
筆、木顏色作素描，熟練地控制筆觸，再用拼貼的
方式，在末日之前表達作者對身邊的人的感恩，意
念創新且震撼。

立志為香港文化藝術事業作出貢獻的麥曉彤，
樂見香港開始重視文化產業，她表示， 「希望可以
每人都懂得欣賞和認真對待藝術，而不會取笑、輕
視它」，這樣藝術在香港才有未來。她希望將來入
讀有關文化管理的學系，從事文化藝術工作。

作品介紹：中五學生何諾謙最喜愛踏單車和繪畫，
他以單車作為修讀視覺藝術科作品集的主題，以可樂罐
的各部分組成一輛1：1比例的爬山單車，造型、結構及
組件上都非常仔細。

有關作品將於5月2-4日假沙田大會堂《東華三院
中學聯校視覺藝術展2013》展出。

人在一生中也必定收過不少的禮物：朋友送的、親
人送的、伴侶送的……送禮物給你的人可能多不勝數，
而你也一定送過不少禮物給別人，在眾多的禮物中，你
又記得多少呢？那些令你印象深刻的原因是什麼呢？因
為是貴重的？因為是伴侶所送的？還是因為它的意義才
令你銘記於心呢。

小時候，當自己成績有進步、學校默書十次滿分、
聖誕節、生日的時候……也會收到父母送的禮物。兒
時，當收到禮物時，也會十分興奮，十分雀躍，當每次
拆開包的花紙，花紙一層一層的被我拆開；禮物一層
一層的接近，那期待的心情是畢生難忘的，那類感覺也
是難以用筆墨來形容的。而每一次也是期盼的，每一
分、每一秒也是在等待驚喜，等待下一份禮物。

年紀也漸漸長大，開始了中學的新生活，這時對禮
物也要求漸漸的高了，現在不再希望禮物是新衣服、新
玩具……開始對物質有要求，人也開始不知足了：想要
最新型號的電話、最好的電腦、遊戲機……當收到的不
是我所希望，不是我所期望的，便會開始對父母生氣；
而收到禮物這回事，也不再高興，當是理所當然的事，
不再期待，只是在要求！

但是，於最近才明白，禮物的真正意義。
近日，天氣漸漸轉冷，見到母親正在穿兒時送給

她為生日禮物的毛衣，毛衣變舊了，不再像以往光鮮，
在邊口的地方也漸漸裂開，但是母親依然視它為一個寶
物，雖然破、雖然舊，但是她依然穿，因為，這是我
第一次送給她的禮物。

晚上躺在床上，回憶過去收過的禮物，發現自己變
得物質化，虛榮化，不會去珍惜以前收到的禮物，小時
候如果收到火車玩具，也會興奮得手舞足蹈，現在呢？
就算收到電腦，也只會冷淡地說一聲謝謝，不再興奮，
不再滿足。

可是，如今，我驟然醒覺，我現在快要十八歲了，
快要成為成人了，要長大了，我能再迷糊任性麼？要學
會知足的重要性，要學會感謝每一位送過禮物給我的
人。擁有新型號的電話、電腦，不是長大，而是退步，
比小時候更加不懂事；學會知足、學會珍惜，才是真真
正正的長大！

是的，別人送給你的禮物，要學懂珍惜，不要去要
求物質，明白別人送禮物給你的原因、禮物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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