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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稿

徵稿啟事

學校動向

媽媽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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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回大地春回大地 陳珮文

德蘭中學新加坡交流之旅德蘭中學新加坡交流之旅

八十年可以是一輩子的時間，對教育而言，則是一個歷史性階段。創辦了
八十年的耀中國際學校，為慶祝校慶，同時為 「希望種子」 計劃籌募經費，上
月舉辦 「耀中八十周年希望種子音樂晚會」 ，籌得的善款，支援在內地貧瘠地
區興建學校，讓清貧學童也能得到知識的潤澤。 撰文：鍾燕冠

母親，您真偉大！
鐘聲慈善社胡陳金枝中學

中二A班 樊友麗

支援山區小學支援山區小學 傳播愛的種子傳播愛的種子
耀中耀中8080周年音樂晚會周年音樂晚會

陳震夏中學廣州遊學團陳震夏中學廣州遊學團

到澳門包思高粵華小學演講，講題
是 「培養傑出少年的十個方法」，出席
家長有二百多人，有爸爸有媽媽，還是
媽媽比較多。

澳門經濟發達，尤其是賭博業發展
蓬勃，加上基建良好，政府錢多的是，
正好多點調用在教育方面。

我說的十個培養傑出少年的方法，
總結為：

方法一：培養傑出的心理，沒有追
求傑出的志向和決心，就是 「爛泥扶唔
不上柄」；

方法二：強化傑出的信念，做人做
事沒信心，談不上得到好成就；

方法三：了解自己成功的條件，天
生我才必有用，但孩子擁有哪方面的才
華？少年和家長要知道，才能針對性地
培養；

方法四：計劃實現目標的方法：做
人，該有長遠目標和實現長遠目標的短
期目標，一步一步走上成功人生路；

方法五：養成成功的習慣，所有好
習慣中，勤力最重要，所謂一勤天下無
難，懶惰習慣最害人；

方法六：塑造完美的品格，孝親尊
師，誠實謙虛與公德，缺一不可，就從
感恩父母和讓座做起；

方法七：開拓傑出的創意，捨棄要
求標準答案，參加活動和獨立思考是最
好的方法；

方法八：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遠
離壞傢伙，結交好朋友，才能
互相提升；

方法九：磨練傑出的利
器，就是掌握好語言文字溝

通應試的能力；
方法十：爭取學習好成績，要傑

出，必須擁有好成績，每個孩子都應該
有固定的學習地方，編訂固定的溫習時
間，一心一意專注努力，必能取得好成
績。

這些重點，是我從事教育數十年的
總結，家長都極為用心的聆聽。會後，
家長還捨不得離開，留下提出一些問
題，其中一位育有三個兒子的年輕媽
媽，詢問我有關對付兒子不專注的辦
法，說說，她哭了，我看到她的無
奈與緊張，我問她親子相處的情況，她
說自己和丈夫都要外出工作，兒子們無
人照顧，小的那個被送去託兒所，最大
的一個升小一，放學就去補習班，學來
粗魯言行，做什麼都不專注，不用心，
不愛讀書溫習，甚至連媽媽講故事也不
愛聽，做媽媽的很擔心，說說就哭
了。其實，用孩子的角度看，才幾歲的
小人兒，整天被人丟在託兒所或者補習
班中，不見爸媽，只有冷漠的陌生人，
他們是多麼的惶恐寂寞，難怪當他們長
大後，再不覺得需要爸媽了，將來，他
們也不會喜愛爸媽，而寧願跟電腦電視
作伴。但是， 「連爸媽也不愛的人，還
會愛誰呢？」社會的冷漠，宅男宅女，
就是這樣製造出來的。

母親節快到了，商家正在大肆宣
傳：媽媽，我真的愛您！這個社會，真
的有給時間讓媽媽去愛孩子，孩子去愛
媽媽嗎？

家長有心將孩子教好，可以參考孫
慧玲著《成為傑出少年的十個方法》一
書，山邊社出版。

為擴闊學生的視野，提升她們學習英語
的信心及能力，德蘭中學於3月27日至3月30
日期間舉辦了為期四天的新加坡英語及文化
交流之旅。是次境外學習活動，由12名英文
科老師率領共115名中四及中五同學前往新
加坡，同學們於學習英語的同時，亦能透過
不同的參觀及導賞活動體驗當地的文化及對
當地的發展模式有更深入的認識。

四天的學習活動中，所有活動均由專業
導遊及導賞員以英語解說，同學們分別到訪
了新加坡的著名旅遊點：克拉碼頭及魚尾獅
公園；多元文化之集中地：牛車水、小印
度、甘榜格南、清真寺及老巴剎熟食廣場；
了解新加坡環保及科技發展的新生水工廠、
濱海堤壩、城市規劃館等。此外，他們亦有

機會參訪當地的中學及大學，了解當地的教
育制度之餘，亦能讓同學們踏足當地的校
園，與當地的大學生交流。每天的行程中，
同學們對新加坡的一事一物均有濃厚興趣，
拍照留念之餘，亦能善用學習手冊記錄所
見、所聞、所感。

在整個學習過程中，同學們透過觀光遊
覽、多元文化、環保及科技考察及學校參訪
等活動，不但可加強英語溝通能力，更能從
不同角度親身感受到當地的文化及生活。而
於四天多元化的旅程結束後，參加的同學們
均表示是次新加坡之旅能讓他們跳出香港的
框架，學習更多不同類型的新事物，得到更
多的體驗，確能為他們創造一個跨境的學習
環境，眼界大開。

不知不覺，2013年過了三
分之一，轉眼之間已到了4月
中旬，春天也靜悄悄地來臨
了。和「春天」（Spring）有關的
英文詞彙，與筆者一樣饞嘴的
同學們大概不會不曉得直譯中
文 「春卷」的spring roll。近
日傳來H7N9禽流感的消息，
令筆者聯想到可能要減少吃
「春雞」──且慢，這個名稱反
而 是 直 譯 自 英 語 spring
chicken，意指年幼、體重約
750至850克、供食用的雞隻。

現代英語spring chicken更
有另一層意義，解作「年輕、天
真 的 人 」； He is no spring

chicken，就是指「他已不再年
輕」。

春天回暖，人們也不能再
躲懶，快把家裡東西執拾好，
來 個 徹 徹 底 底 的 大 掃 除
（spring-cleaning）如何？打
掃完畢，想享受春光明媚，可
拿 戶 外 專 用 的 椅 子 spring
chair出陽台坐坐。住所附近的
商舖如雨後春筍般相繼開業
（New shops are springing up
nearby），一起去逛逛吧，餓
了的話還可以找點吃的。你要
請 我 喝 咖 啡 （You are
springing for the coffee）？正
合我意。謝謝！

為培養學生對中國文化的
認識、加強學生對祖國的了解
及國民身份的認同，校長鄭振
發聯同14位師生於2013年3月28
日至4月1日，參加由和富社會
企業及香港青年學院舉辦之
「2013廣州國情學習班」。五

天的研修課程設有不同的主題
和單元，協助學生全方位認識
國家的發展。

國情學習班於國內著名學
府中山大學舉行，由中山大學
的教授講解 「辛亥革命」及

「珠三角的發展」等題材。學
生亦有機會參觀廣州的名勝古
蹟，如辛亥革命紀念館、中山
紀念堂及大元帥府等，深化對
國家歷史文化的認識。最難能
可貴的是，學生能與校長及老
師一同與中山大學學生探訪當
地老人社區及獨居長者，深入
體驗市民的生活。探訪後，學
生需要就廣州市民的生活、經
濟發展、文物保育等主題完成
專題研習報告，深化所見所
聞。

「耀中八十周年希望種子音樂晚會」除了
超過二百五十名本港中小學部的師生、校友及
職員參與演出，部分表演者分別來自上海、北
京、重慶、青島，以及美國矽谷等不同的耀中
校區，他們在視覺及藝術部門主管冼嘉理的指
揮下，演奏多首名曲。耀中校監陳保在音樂
會上致辭表示， 「當我們服務他人時，理解到
其他人的困境，也明白到本身是何等的渺
小。」 「希望種子」計劃提供機會讓豐衣足食
的人去服務他人，透過服務讓學生明白生命可
以影響生命。她感謝各位老師、學生、家長和
社會大眾的支持，奉獻出集體的愛及努力去滋
養耀中的成長，並祝願音樂會順利完成。

音樂會表演項目種類豐富，包括有不同類
型的管弦樂、合唱歌曲、中國和當代舞蹈、各
種樂器合奏，以及一系列由來自中港兩地學生

表演的獨奏。音樂會在冼嘉理指揮下，奏出多
首名曲，如莫扎特《第四十交響曲第一樂
章》、羅西尼《序曲》等，其特色之一以匯集
多首本港膾炙人口的粵語金曲，編成《粵語金
曲雜錦》，又以六十年代著名美國電視劇的音
樂，編成《夏威夷五十》。而香港耀中管弦樂
團聯同校友以中國歌唱技巧，配合西方的音樂
演繹中國著名金曲《茉莉花》，耀中低小弦樂
團則演奏《雪絨花》。

為「希望種子」籌募經費
另一個嶄新觸目亮點是新成立的音樂比賽

「Allegro」，在過去六個月的初賽中，已選出
三位優秀學生，在當晚進行總決賽。壓軸表演
的節目，將過去五年在香港耀中上演的音樂劇
剪裁整理為一段雜錦拼湊，所有表演者都以華

納迪士尼的動畫主角造型亮相，配以迪士尼電
影歌曲，為音樂會添上完美樂章。

2011年四川大地震，耀中教育機構和耀中
國際學校籌集了人民幣150萬元重建了位於安岳
縣的民主小學。此舉發了耀中在2011年成立
「希望種子」慈善計劃，分別在河北、山東，

今年亦將在廣東省創辦第四間 「希望種子」學
校。過去兩年，耀中舉行達90多個籌款活動，
共籌得超過人民幣一百萬元。

該計劃旨在透過文化交流，即 「種子」探
訪活動，讓新的 「希望學校」與耀中、耀華締
結 「姊妹」關係。在參加 「種子」探訪時，耀
中、耀華學生會跟當地 「希望學校」學生進行
有趣的活動，包括英語班、服務計劃、文化表
演和體育營，讓他們透過學習和活動，互相分
享和扶持。

作品名稱：《薪火相傳 「水墨新苗演繹香江」
集體創作比賽》中學組冠軍作品

學校：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作品介紹：由二十名學生組成了創作團隊，在導師

指導下合力創作繪畫眼中維港兩岸的城
市景物，組成大型水墨畫。

「母親」，一個很平凡的字眼。
是她將我們帶到這個世界上，是她含辛茹苦將

我養大，是她在我哭泣的時候給予我安全感，是她
教會我走路奔跑，是她教會我說話識字，這些都是
她的功勞啊！

母親，在我的生命中有很重要的位置和印
象。她很美，很善良，她的笑容讓人感覺很溫暖，
很甜蜜。

我的母親是偉大的，她從一個二十來歲的年輕
小姑娘花了十四年的光陰在我的身上。我沒有父
親，他在我很小的時候就離開了這個世界。是我偉
大的母親又做爸又做媽的一手將我帶大，我真心心
疼她，有好吃的東西她留給我吃，漂亮的衣服她買
給我穿，即使她身上已經是穿了兩三年的舊衣服。
別人家的姑娘二十來歲是貌美如花的，穿漂亮的衣
服，搽抹美麗的胭脂。而我的母親穿的是穿了兩三
年的舊衣裳，紮普普通通的馬尾辮，但在我的心
目中她是最美麗的，我真心的心疼我的母親，我剝
奪了她的青春與自由。

母親，您真偉大！也許偉大還不足以表達您對
我的付出。您是無私的，您毫無保留地將青春給予
了我，將愛給予了我。

謝謝您，母親！
您將我送上了人生的起跑線，將我送上了天空

自由翔。
母親，您真偉大！

保良局陳守仁小學開放日
日期：2013年4月27日（星期六）
時間：早上10時至下午5時
地點：九龍油麻地海庭道六號
查詢：http：//www.truelightk-c.edu.hk/

香港真光幼稚園（堅道）開放日
日期：2013年4月27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10時至下午4時
地點：香港堅道75號地下至二樓
查詢：http：//www.truelightk-c.edu.hk

▲德蘭中學上月底組團訪問新加坡，學生在魚尾獅公園前大合照

▲表演者分別來自香港、上海、北京、重慶、青島，以及美國
矽谷不同的耀中校區

▲低小弦樂團演奏《雪絨花》

▲校長鄭振發與師生在廣州塔前拍照留念

英語百子櫃

布告板

闖闖新天地戀戀校園

真我風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