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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捷偉

接任內地助學小組主席才六個月，回想在這短短的日子裡，環繞著我們日常生活所發生的事，叫人悲喜交集。有過短
暫的驚喜，但令人欷歔歎息的，始終揮之不去。
五月的汶川大地震，死傷抌籍，讓人掩目傷泣。災難當前，各地施援不甘後人，國民的團結一時無兩。八月的北京奧
運盛況空前，盡顯國勢，令全球矚目。可惜最近的「三聚氰氨」事件，又再叫人洩氣和失望。正當無良奸商一手泡製出來的
食物安全事件仍是沸沸騰騰，金融海嘯又來侵襲，給全球的金融體系帶來了莫大的破壞，頓時令全人類對經濟前景感到迷惘
和無助，把他們的信心丟進深谷去。
面對如此的莫測人生，有時細想一下，自己家中天倫樂融，能吃能睡，簡直天眷之福。比諸生活於水深火熱中的同胞，
我們縱有沮喪和疲累的一刻，仍然是幾生修來的福祉。
我仍然是校友會的執委之一。數月來，校友會經多次會議，除通過一次性撥款予四川賑災，還決定把資助內地學生的
名額增至 120 個 (每年的助學金額達港幣 25 萬港元)。 此外，每年聖誕節假期，我們都會抽空探訪那兩所由我們資助重建的
小學 - 新寧小學和聯豐小學，給小朋友們派贈糖果，與他們分享歡樂；也會視乎需要，替學校更新一些殘破的文教器材。
一個令人振奮的消息: 由趙廣輝，李沃深和甘海恩等學兄 (74 年校友) 發起，感召了一班志同道合，慷慨為善的朋友，
成立了他們自己的助學基金，取名「摘星計劃」
，主要是給內地資優但貧困的高中畢業學生提供資助，讓他跨進大學的門檻。
因利乘便，經我們推荐，8 名曾獲 HUCMS 資助的懷集一中和懷集二中畢業生，已成功被納入計劃。「摘星計劃」的成立，
做就了 HUCMS 的延伸，讓有志升學而欠經濟能力的高中畢業生不致埋沒了佳績，坐失攻讀大學的機會，誠屬美事。
最近，HUCMS 成員無懼風塵，遠赴廣西的梧州了解當地兒童的就學情況，看看可否成為我們下一個開展資援計
劃的目標山區。在尋找新的助學目標的同時，我們也得為善款問題而籌謀。本打算在今年年尾向校友們發動募集，只是一個
金融海嘯，捲去了我們不少的希望；大家也在為此而躊躇，議題都離不開如何籌募經費。計劃中除了繼續過往的籌募活動，
還會主動接觸個別事業有成的校友，包括已移居海外的，呼籲他們支持我們在祖國的助學事業。你們可有獨到的心得或有用
的資訊歡迎給我們提供。我在電話 (9026 6690) 或電子郵箱 stephen@fls.com.hk 旁邊等候你們賜教。
祝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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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國英

我們的「內地助學計劃」在懷集開始，自 03 年至今，轉眼工作了五個
年頭。隨着國家整體經濟向前，各地方的社會都進步了，懷集也不例外。其
他的不說，單是教育方面，失修的校舍差不多都恢復過來、教室的設備也都
改善了、真正無力供子女上學的家庭數目續漸減少，雖然還未追上發達城市
的水平，改善的空間依然存在，境況堪憐的家庭還未絕跡，但整体而言，情
況逐步向好，讓我們畧為鬆一口氣，但這不代表我們已經完成任務；中國幅
員遼闊，貧困的山區依然無數，期盼我們伸出援手的同胞仍然多着。是時候
我們到懷集以外地方走走，步署新基地的開發，繼續我們的助學計劃。

由張國英率領的十人考察團

離開懷集去建立新基地，我們必須自量本身的資源。HUCMS 没能力僱用受薪職員，一切工作 (包括策劃和具體執行) 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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倚賴平日有工作在身的義工去分擔。除了應付每兩個月一趟的例會，每年在校友會周年大會上安排傳統的籌款活動，
還要趁復活節和聖誕節兩個長假期，組織三日兩夜的「助學之旅」，到基地了解一下 HUCMS 在當地的工作，包括到學校為
學生交學費、舉辦教育活動、家訪貧困學生、審核資助申請個案等，好讓新團友親身體驗這有意義的工作，藉以吸納他們加
入。鑑於往返基地的舟車費時，加上資源緊絀 (主要是人手)，我們不得不把新的目標基地局限於一天車程範圍以內的地區。
廣西 藤縣接近廣東的西北邊陲。我們一行十人，先從深圳乘六個半小時公共巴士到梧州市，再駁一小時市內交通才
抵藤縣。得當地教育局接待，我們先後參觀了三家中學和一家小學，中間還會晤了數十名由學校推薦的貧困學生，並且家訪
了其中幾位，了解他們的家庭狀況。表面看來，藤縣的經濟環境不比懷集差。我們打算再多考察幾個地點才作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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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年的聖誕節，HUCMS 都會趁假期安排「助學之旅」，一來親身替接受本會資助
的學生交學費，二來關心一下有關學校和學生的近況，三來讓會員和他們的親友多些了
解山區兒童的生活和教育情況。過往的助學之旅，家長們都喜歡帶同他們的子女參加，
除了一家樂敍天倫，也讓小朋友親身體驗一下貧苦人家的生活，明白米珠辛貴，令他們
更加熱愛和珍惜生命。身為家長的，可以給子女作個好榜樣，示範如何行善助人。HUCMS
也會邀請隨行的小朋友幫忙，為當地小朋友安排一些具教育義意的活動，透過這些活動，
讓兩地兒童建立友誼和互相交流知識。歡迎校友帶同親友參加。詳情如下：
日期 : 2008 年 12 月 25 至 27 日
費用：每位 $700 （大小同價、多除少補），包來回深圳至懷集及當地交通費、兩
晚賓館住宿、每天早午晚餐（不包括首日早餐及尾日晚餐）。
報名：請致電 9429 9452 向李旭權（STEVEN）查詢及訂位。
保險：參加者須自行購備旅遊保險。
集合： 12 月 25 日（星期四）上午 8 時半於落馬洲火車站商場(零食物語門前)集合
領隊：陳捷偉 STEPHEN（聯絡電話 : 香港 9026 66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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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年 5 月的懷集之行，我們多了幾位新的成員，當中包括 74 年校友趙廣輝和李沃深 - 他們都經常到內地公幹，
比我們都熟識內地的環境。他們來的目的，主要着眼於山區兒童的教育情況和親身體驗一下 HUCMS 的工作 - 誠有心
人也。
在與學生共話的環節當中，我們發覺大部份即將完成高中的學生都在為升學而憂心忡忡，主要是經濟問題。(註 :

! HUCMS 礙於資源有限，只能將它投放在資助山區兒童的基礎教育上；對有志升學但遭遇經濟困難的高中畢業生還是
! 愛莫能助)。其中一學生表示，日後若有能力，定必效法 HUCMS 的榜樣，幫助有志但無錢上學校的人。此語觸動了兩
! 位有心人憐憫之心，立刻興起了扶助那些具有入讀大學資格，但無力支付學費的高中畢業生升學之念。於是坐言起行，
!
!

回來之後立即發起行動，命名「摘星計劃 Twinkle Stars」。今年八月，他們加上了甘海恩，在 HUCMS 成員陪同之下，
再到懷集走了一趟，親自會晤了首批資助申請人。獲選的從今個學年開始，每人逐年得到￥6,000 現金資助 (有特殊需
要者可另作考慮)，直至完成首個本科學位課程為止。

!
!

發起人趙廣輝透露，獲摘星計劃資助的，並不限於懷集，而是包括其他省市的高中畢業生。到目前為止，該計劃
已成功吸納了 7 位贊助人 (當中 4 位是荃工校友)，合共贊助了 25 名獲大學取錄的新生；另外 10 位已答允加入，打算

! 在 2009 年將贊助名額增至 50 人。為方便日後的行政管理，摘星計劃已成功向香港特區政府登記為非弁利機構。
!

摘星計劃剛好彌補了 HUCMS 的不足，有效地為祖國培育人才。假如你正在尋找合意的途徑去効力祖國，加入他
-!
們的行列會否是你的選擇? 有意的話，請於稍後時間瀏覽 www.twinklestars.org (快將完成)，了解有關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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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遠幸

自從奥委會宣布中國成功申辦 2008 年在北京舉行的奥運會，接下來好多年，中國政府都在傾出全力去籌備，包括一
方面興建奥運場館、整頓京城和多個協辦城市 (包括傳遞奥運聖火途經的地方) 的市容、改善空氣素質、提升市民的形象 (雖
然有點臨急抱佛腳)；另一方面加緊訓練運動員去挑戰體能和技巧的極限，期望奪取最多獎牌。一語道破，付出這麼大的代
價，無非是抓住這千載難逢的機遇，藉着這舉世矚目的場合，將中國至美好的東西展露出來，向外國人顯耀「實力」
，叫他
們對中國另眼相看。結果不負有心人，一切都依計劃完成了，包括建成了「鳥巢」
、
「水立方」等設計新穎的運動場館、教曉
了不少公用設施的服務員很多日常應用的英語句子、至重要還是奪得了空前數目的獎牌，加上開幕和閉幕儀式的兩場精采演
藝製作，無不教人興奮和雀躍。毫無疑問，成功舉辦奥運會確實幫中國提升了她的國際地位，教其他國家的人不敢小覷中國
人，起碼不會再譏笑他們是東亞病夫。舉辦奥運會，也叫更多外國人踏足中國，加深對中國的了解。再功利一點，它會為中
國帶來可觀的旅遊收益。不過，假使有人認為這已經成功令中國晉級為一等大國，中國人已經擠身到上等民族的行列去，那
未免過於膚淺了。要人家真正看得起我們 (中國人)，贏得他們的尊崇和景仰，靠的不是幾座「鳥巢」、「水立方」般的巍峩
建築，不是那數量驚人的獎牌，更不是那些排山倒海式的演藝製作，而是普羅百姓自然流露出來的高貴內涵，是中國人過往
長久擁有，而今失落了的優良教養 - 禮、義、亷、耻。
退休之後我往內地跑多了，對當今國內同胞的認識深了一點點。以下是我碰到過幾件莫明其妙，甚至豈有此理，但並
不罕見的事：
不愛守秩序、愛隨地吐痰和拋垃圾、愛到處喧嘩吵鬧、人家拉開了門，他搶先跑過去 (没半聲多謝)、對餐廳仕應呼呼
喝喝，對於這般情景我們早已見怪不怪。有次我在厦門的鼓浪嶼參觀一家鋼琴博物館，明文清晰規定場内不許吸煙、不許喧
嘩、不許用鎂光燈拍照、不許碰觸展品。但見管理員在場内東奔西跑，忙個不了地勸喻參觀的人守規矩，仍然發現「烽烟」
四起、鎂光燈此起彼落、叫人家讓開給他倚着展品擺甫士拍照的聲音不絕於耳，把好好一個幽雅的場所變成了市集。
有次我坐在擁擠的巴士裡，從窗口望出去，見到斑馬綫上的人接踵肩摩。一輛摩托車飛馳而至，氣急敗壞的駕駛者没
把車子停下來讓行人優先使用 (內地原來没這規矩。天曉得設立斑馬綫的作用?!)，而是繼續衝過去，結果把一名路人撞倒。
駕駛者並没留下來處理，反而在眾目睽睽之下，重重的扭了幾下油門，絕塵而去。不少路人立刻停下脚步來看熱鬧，將倒臥
血泊中的傷者包圍着，但止於擾擾攘攘和交頭接耳，没一個見義勇為的上前去照顧傷者。
有朋友跟一內地人合資營商，被騙去大筆貨款，於是告到衙門去。幾經疏通，衙差才替原訴人將騙徒抓住，拉到法官
面前去。由於證據確鑿，法官不得不判被告照數償還給原訴人；只是，他還没交帶好案件該如何跟進，便匆匆退堂離開了衙
門，騙徒也乘機遁了。原訴人一再追問，辦事的人才愛理不理的回應說 :「你自己去把他抓回來，我們才替你跟進」。
内子從事製衣業數十年，曾經在內地設廠，僱用了當地工人，包括外表老實的廠長。廠長是她一手提拔，以為可以助
她一臂；豈料他一朝大權在握，轉頭便除下了面具 (可能戴得太辛苦了)，露出了猙獰面孔 : 偷懶卸責、臨難苟免、狐假虎
威、中飽私囊樣樣皆精。忍無可忍之下，她費了九牛二虎之力，終於把他送走了。用 "厚顏無耻" 去描繪他絕不為過。
其實，類似以上的個案何其多，大家對事件的感受亦罄竹難書；全因為單一個案所牽涉的人不多，未能引起社會的廣
泛關注。直到不久之前發生的孔雀石氯事件、礦洞倒塌事故、四川地震揭發出來的豆腐渣建築工程、以至近日令人談虎色變
的三聚氰氨事件，由於諸事體大，才得以被揭發。這種種草菅人命和喪盡天良的勾當，無一不是那些惟利是圖的奸商，在貪
官污吏的包庇下幹的好事，而這樣的人在內地多如牛毛。
今天的中國社會，一般人只顧向錢看，將人基本的品德修養打落十八層地獄去。己所不欲勿施於人的觀念一天比一天
薄弱；很多人早已把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尊師重道、飲水思源等傳統美德忘記得一乾二淨，將勤奮好學、敦厚踏實、謙卑
禮讓等高尚情操抹黑為思想落伍 (執輸)；相反地，明明是好食懶飛、浮誇自大、爭先恐後等劣行，卻被顛倒為精乖靈巧 (醒
目)；分明是强詞奪理、嘩眾取寵、甚至語無倫次，只要他嗓門夠大，把別人的聲音都蓋過，群眾也會將他吹捧為「名咀」；
只要他華衣美服、珠光寶器、出手闊綽，管他作奸犯科、傷風敗德、不知廉恥，也會有人將他前呼後擁的推到上流社會去。
怎麼白色都變了黑色，黑色卻變成了白色? 因為我們的社會「不甘後人」，凡事都講求創新 (出位)；於是乎，只要它與眾不
同，縱使不合情理，標奇立異，甚至「無厘頭」
，東西也可以被喧染成為「別具創意」
。今天的社會，到處豎起寫着「飛躍時
代」、「創新思維」等幌子，事事講求數量、速度、突破。為了達標，素質可以不顧，就連神聖的教育工作也不例外。
社會出現越來越多的百般邪惡，皆因越來越多人將正確的價值觀扭曲了，並且不斷散播一些似是而非的歪理，令越來
越多人產生幻覺，尤其少受教育的一群更容易受到圖毒。别以為這不過是內地人的事，我們只要管教好自己的孩子，他們便
會百毒不侵。須知中港只有一河之隔，一方有事，另一方也難獨善其身。教育是讓我們認識和建立正確的價值觀，同時是幫
助我們糾正錯誤價值觀的獨步單方。支持「內地助學計劃」，受益不僅是內地的兒童，而是整個中華民族的下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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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3 日，校友譚麗珍 (Irene) 蒙主寵召，離開我們，魂歸天國去了。
她是最早參與 HUCMS 的成員之一，我們因而認識。記得在首次會議時，她說話很少；但從她的眼神，看得出她非
常專注於我們的討論，還不時將寫了意見的字條遞給我們。稍後才知道她剛避過了鼻咽癌的魔爪，但仍在跟不止一宗後
遺症搏鬥，令她飲食和說話都非常困難，苦不堪言。雖然消瘦，但她臉上經常掛着微笑，加上高雅講究的穿衣和打扮，
舉止温文，若不是她自己披露，大家會看不出她有病在身。看着她給病魔侵蝕和拆磨而愛莫能助，我們內心實在難過。
當秘書的她，不單中英文了得，還譜法語，是個不一般的人才。病魔廢了她的工作能力，但没法掠奪她的善良和愛
心。從 03 年開始，她一直懷着她的憐憫、關懷、慈愛，縱使拖着虛弱和疲憊的軀體，堅持出席 HUCMS 的會議和參加長
途跋涉的助學之旅，直到去年年底，她真的無法支撑下去為止。每次她到山區探望學童時，總會被孩子們重重圍住，甚
至被簇擁得寸步難移，可見她是多麼受小孩子們歡迎和愛戴。
跟病魔搏鬥多年，她着實倦了，讓她好好在主懷安息吧! 她的生命雖然短促，但她的愛將長久留存在人間；雖然別
了，但她的音容宛在。我們不單會懷念她，還會繼續她的遺願，努力做好我們的內地助學工作。願她的家人可以藉着她
的慈悲得到上天的眷祐，健健康康和開開心心的繼續生活下去!
伍遠幸校友
2008 年 11 月 9 日

စᐁԾ҆Ԓ（由 2008 年 5 月 16 日 至 2008 年 11 月 25 日）
收入

(HK$)

承上結餘

287,530

捐款

76,048

定期存款利息

26

支出

(HK$)

學費贊助

洪潭源
梁照和
張家強
黃秀蘭
譚振豪
陳振聲

-----------------

ಃᕀ  
5,000
5,000
3,000
100
100
500

357,454

學校設施/書籍/文教用品等捐贈

2,435

扣除撥備(以$1 = RMB1 折算)：

文康教育活動贊助

3,715

08／09 年度助學撥備

125,090

-

09／10 年度助學撥備

63,930

363,604

ഃٿ١Ό

(HK$)

（賬面）

-

雜項

ตࢸٸಃٓΌ௲

結存

（實際）

6,150

168,434

（期間：由 2008 年 5 月 16 日 至 2008 年 11 月 25 日）

W K Eng. Ltd.
陸惠妍

4,500

盧夢儀

3,000

陳伯祥

400

陳寶儀

200

甄月華

200

加拿大校友敍會

1,320

周德淞老師

林務堅老師

7,708

梁太

500

麥智慧

100

陳玉賢

100

張美玲

1,000

陳喜卿

100

4,000

5,000

陳麗嫻、陳燕嫻

10,000

Lau Yun Wah

3,000

胡李淑齡老師

1,500

隱名仕

8,220

Yuen Man Ting

5,000

荃工老師敍舊

500

有心人

6,000

請沿此線撕下， 放入信封， 寄香港中環德輔道中 244-252 號東協商業大厦 5 樓 「荃工校友會」收，或傳真 3011 9841 趙儉勤司庫

--------------------

捐款回條
本人 _______________ _____ (先生/女仕) 現通過以下 √ 的方式捐款，贊助香港荃湾官立工業中學校友會之
「內地助學計劃」。 請將收據郵寄 : (收信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收 。

□
□

隨此字條附上已劃線之銀行支票 / 票
已經將現金

(請註貨幣名稱)

元正

港元存入恆生銀行賬户編號 209-9-012037 去，現附上有關存款單

註 : (1) 請切勿郵寄現金 (2) 支票 / 匯票抬頭請寫「荃湾官立工業中學校友會 (助學計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