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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科書
    美化核能惹爭議  

   一幅聳立於翠綠山巒的核電廠照片，再加上
一句「核能是潔淨的能源」的描述，初中的地理
教科書這樣描述核能發電，但卻引來團體批評這
些內容錯誤及美化核能。有學者認為，教科書的
相關描述過於簡化或有誤導成分。

記者｜區芷君      編輯｜鄭秋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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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核之眾及香港核能輻射研究會於網上撰文，指摘
市面上的地理及通識科教科書對核能的描述不準確。
其中牛津大學出版社﹑文達名創教育﹑雅集出版社及
精工出版社的地理教科書，列明核能是潔淨的能源，
被指教材有問題。反核之眾批評教科書內容有三大謬
誤包括「因為核能發電不會釋出溫室氣體或空氣污染
物」、「『核』廢料要經數百年才會變得無害」及「地
球上鈾的儲藏量相對充裕，可供人類使用 140 年」。

核能廠會釋出排放物

   香港中文大學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教授黃敬立
指，在發電廠正常運作的情況下，核發電是不會排放
溫室氣體的。不過，在採取鈾礦、濃縮及運輸鈾、製
造燃料棒、提煉及儲存核廢料、建造及保養發電廠等過
程中，就需要使用化石燃料，這些過程會排放溫室氣
體，但核能發電廠排放的溫室氣體仍遠比化石燃料發
電廠少。所以說核能不會釋出溫室氣體可以說是正確。 

核廢料可存至萬年

   教科書描述核廢料變得無害需數百年有謬誤。黃敬
立指，核廢料有許多不同種類的放射性物質，每種分
解的速度均不一致，當中又以鈈 -239 最為危險，它的

難保鈾的使用量不變

   黃敬立續稱，以現時鈾的消耗量作估算，是有
機會供人類使用 140 年的。1979 年美國三哩島核
泄漏事故後，人類停止大量搜尋鈾。但用核能發電
的比例有所提升，鈾就會加快耗盡，有商榷餘地。
如美國的發電組合，核電佔兩成。他表示處理核議
題須謹慎，「我從來沒讀過那些教科書。核能技術
是十分複雜的，這些都不是公眾能完全了解的。簡
化問題會導致誤解。」

未與時俱進引用核事故 

   中六學生甄潔怡認為學校用的教科書只是輕輕
描寫何謂核能，又只探討發生在很久以前的切爾諾
貝爾事件，討論不深入。中四學生姚芷童則表示，
教科書內容不過不失，但必須要有老師詳細解說，
播放影片及進行小組討論才有深刻認知，不能單靠
教科書。而正於中學任教地理科的何老師稱，教科
書有羅列關於核能的正反論點，亦有引用核事故使

■高中的通識書亦有涉獵核能議題。(區芷君攝 )

■網上圖片

半衰期長達二萬四千年。所以核廢料要變得無害，
其實需要較長一段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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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核，我們還有什麼？
不菲，電費必然比傳統發電貴。

   綠色和平項目主任楊文友亦指，在香港發展可再生
能源的確有困難。把太陽能發電板裝置於商業大廈天
台實在太分散，此舉會增加成本。同時，中華電力和
香港電燈雖有計劃發展離岸風力發電場，但因政府跟
兩電簽訂了管制計劃協議，承諾兩電可享 11% 的資產
回報，假設風力發電場營運二十年，市民要出多付兩
元電費，所供電力卻只佔本港約 1-2%。因此，香港做
好節能工作可能比發展可再生能源更有效。

■中電宣傳核能可靠性高，溫室氣體排放量低。(區芷君攝 ) ■其中一本初中地理教科書內頁，被指高估了鈾的儲存量。(區芷君攝 )

   除了核能，教科書在介紹能源議題時亦有討論
在香港發展可再生能源的可行性。理工大學屋宇
設備工程學系助理教授呂琳建議發展可再生能源
替代核能，「香港的陽光及風力都有潛力作為發
展可再生能源的基本素材。不過，香港土地有限，
要發展太陽能的話，就必須把太陽能板安裝於大
廈天台上。」她以 2011 年的用電量作估算，如
果在香港所有天台都安裝太陽能發電板的話，大
約能提供香港 14.2% 的電力。然而，政府沒有提
供補貼，要大量安裝可再生能源設備的話，價格

學生反思。「我們會讓他們自行判斷。」她認為以初中
學生為對象的教科書來說，有關核能的內容已不算過於
簡單。

   公開信中被指教錯核的牛津大學出版社回應，課本根
據教育局的課程指引，採用議題探究的教學法，鼓勵學
生探究有關議題，例如設計探究活動，引用日本福島核
事故，引導學生探究使用核電的好處和壞處。所有內容
均已通過教育局的評審。其他被指教錯核能的出版商則
未有回應。

   教育局回應現時初中地理教科書在處理核能問題上已
達到課程指引的要求。局方同時設有嚴謹機制，評審課
本的質素，使課本能有效配合相關課程的落實。此外，
當發現書商於編纂觀點、內容、組織編排有欠理想時，
當局會依隨現有機制，向出版商指出問題所在，或要求
跟進及改善。

   香港核能輻射研究會成員葉柱政強調，教科書的問題
不是有無「闡述正反論點」，而是論點當中有些具體內
容是錯誤灌輸了學生「核能是乾淨」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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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熱愛電影的年輕人被美國簽證官問道「Why did 

you go to Hong Kong for three years?」 年輕人 回答「For 
film, for master」。但簽證官卻把「讀電影碩士」誤解為「成
為電影大師」，於是對青年的雄心讚賞有加。

     一年後，這個年輕人站上了荷裡活「TCL 微電影節」的
頒獎舞台，手捧最佳編劇獎的金色獎盃，想起「成為電影

大師」的美麗的誤會，心中百感交集。

   朱思溢

 
為電影辭央視 
追夢登荷里活

記者｜湯澤洋     編輯｜李慧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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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 25 歲的朱思溢，憑自編自導的微電影《小偷
兒》獲得第 22 屆中國金雞百花電影節短片學院獎，並入
圍第 50 屆台灣金馬獎。 

兒時種下電影夢

   出生於江西南昌的朱思溢，小時候常常到戲院看電
影，即使放映結束仍不捨得離開，他覺得「大銀幕」有
種魔力，令視線難以轉移，他幻想走進電影幕後，拍出
屬於自己的作品。

   曾就讀中國傳媒大學的思溢，畢業後到中央電視台財
經頻道的《交易時間》做新聞編輯，每天早上六時半開
始剪片，下午三點才完成直播，與不分晝夜拍戲相比，
他坦言這個工作輕鬆。然而他不願被困在「溫暖小窩」，
更心痛自己與夢想漸行漸遠，「想起《鋼鐵是怎樣煉成
的》名言，『生命對於我們只有一次，一個人的生命應
當這樣度過：當回首往事的時候，不因虛度年華而悔恨，
也不因碌碌無為而羞愧。』重新點燃我對夢想的嚮往。，
如果不冒風險，生命還有何意義？」於是他不顧家人的
反對，向央視遞出辭職信毅然隻身來到香港浸會大學攻
讀電影碩士專業。

「清苦」陪伴追夢路

碩士在讀期間，思溢每天都沉浸在電影中。儘管拍
攝團隊歡樂融洽，但思溢卻用「清苦」形容在電影學院
學習的時光。他介紹，每個學期要拍三部自編自導的作
品，儘管能和志趣相投的同學並肩奮鬥，但籌備一部電
影並不容易，資金、演員、設備及場地等問題，經常令
他焦頭爛額。拍攝時會為一個鏡頭不斷換角度，反覆討
論、修改劇本；剪片更是「有家難回」，「趕功課的時
候，要通宵留在剪輯室，倦了就找個地方休息。有時拍
了一部好作品，會和朋友分享喜悅，但作品失敗，只可
以有自己承受失落感」。他感歎習慣了忙碌的學習生活，
「披星戴月地回家，街道上空無一人，有小強爬到腳邊，
也不介意，也不介意，一人一蟲並排走在夜空下反而不
覺孤獨。」

在中港都求過學，思溢深感兩地差異甚大，「內地
教育沒有與時俱進」，他指內地教授自顧 「私活」，學
生課後有惑難解；更有視聽語言課的老師將老電影燒錄
在ＤＶＤ上，年復一年的播放，由於畫質很差基本上已
經看不到，卻仍不更新，他直言「這樣的現象在內地大
學還算普遍，但在香港截然不同，教授們會隨時在辦公
室為我答疑解難，使我的學業漸入佳境」。

■導演陳可辛稱讚《小偷兒》的故事性強，期待日後有更好表現。
（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 2013 年朱思溢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電影電視與數碼媒體製
作碩士專業。（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朱思溢在電影節領獎。（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荷裡活 TCL 微電影節最佳編劇獎獎盃。
(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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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電影好評如潮

   《小偷兒》是朱思溢的畢業作品。短片講述了一個小
偷被抓後，善良的退休警員把小偷的兒子收留家中，兩
人感情漸漸從仇視變得親密。電影最後，孩子的父親出
獄無期，老人將孩子留在家中照顧，共度溫暖春節。

   思溢表示，四個月的劇本創作期間，曾想過以悲劇作
結局。「小偷出獄後，對老人懷恨在心，不知老人曾對
兒子細心照顧，於是用磚砸破老人的頭，老人倒在血泊
之中，生死未卜」。他認為悲劇結尾可折射出命運多舛，
但反覆思考，希望作品能傳遞人文關懷的信息，給予獨
居老人和問題兒童更多關注和關愛，最後決定選用溫情
結局，讓觀眾感受到更多希望與正能量。

  而最讓思溢感到鼓舞的是，劇本受到國家一級演員康
保民的青睞，劇本受到國家一級演員康保民的青睞，並
出演劇中主角——退休警員「邱老頭」。導演陳可辛更
稱讚《小偷兒》的故事性強，鏡頭表達能力很好，並期
待朱日後有更好表現。

步步接近電影夢

   雖然微電影令朱思溢獲得不少肯定，但他不放棄拍電
影的夢想，透過大銀幕和觀眾分享創作故事。「獲獎只
是對某一階段的肯定，這種光環會漸漸黯淡，但我的電
影夢不會停止」朱堅定地說。

   現在他跟隨 TVB 前編劇張華標進行劇本創作，雖暫時
放下攝像機，但他心繫電影。白天工作，晚上回家研究
電影，記錄每一場景，分析箇中值得學習的地方。他堅
持從新聞、書籍中尋找創作靈感，更會聽著音樂，在 60
尺的出租屋裡踱來踱去構思劇情。

   對朱思溢來說，電影夢途雖艱辛遙遠，但對電影的
「癡迷狂熱」卻深埋於心，令他無懼孤獨辛苦，繼續為
夢前進。

■ 導演每天必須指揮和協調劇組裡的工作人員。（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小偷兒》殺青，圖片中為小演員東東。（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朱思溢懷抱電影夢，一路前行。（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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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許有人批評基督徒極少為弱勢社群挺身

而出，但籌備佔領中環的戴耀廷、陳健民和朱
耀明皆為基督徒，他們勇於參與社會運動，為
弱勢社群發聲。是次專訪的主角，是對音樂充
滿熱誠，敢於對社會不公表達己見的的傳道人
及大學音樂指揮 — 林思漢。

 

記者｜潘琪慧    編輯｜李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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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修音樂系的林思漢，畢業時寫了一套有關六四的

作品－《安魂曲 – 獻給天安門母親》，「我很希望透
過音樂創作，表達一個基督徒如何關心社會時事，特別
是六四事件。」林思漢表示，當時不少人仍然希望平反
六四，因此這套作品亦成了他對六四的回應，希望安慰
死者家屬。他又指不少基督徒對六四事件主張「寬恕別
人」，而基督教亦同意「上帝是公義」，作為基督徒的
林思漢，選擇以音樂關心社會。

       基督教強調憐憫，所以林思漢的作品亦受其影響，提
及六四死難者的名字，「死難者本身就是一個控訴，
當權者不承認，我便用自己的方式將名字呈上，求主憐
憫」。他希望真相能夠以自己的方式，向大眾呈現，藉
此悼念死難者，安慰天安門母親。

       林思漢不但創作了一套紀念六四的作品，亦會定期探
望露宿者。他深明露宿者被政府趕走的苦況，他藉教會
活動，與弟兄姊妹一起守護他們。他又定期舉辦音樂活
動，邀請大專生以音樂發放關心的聲音，了解露宿者的
需要，關心他們，關心社會。

安魂曲－－獻給天安門母親
第一樂章　求祢垂憐

上主求祢垂憐。求祢、求祢、求祢垂憐！
基督求祢垂憐。求祢、願祢、望祢垂憐！
求祢垂憐！
啊！盼主垂念！盼主垂念我們呼求！
請傾聽禱聲！祈求賜予永遠安息、安息、安
息！
上主求祢垂憐。
求祢垂憐。

     林思漢慨嘆香港社會公義每況愈下，從劉進圖遇襲、

林慧思事件、中央否定公民提名等等，反映社會公義不
斷被打壓，「如果為社會公義發聲就會被打壓，那還有
誰敢說話？」Facebook 就正正是一個平台讓人發表評
論，他形容自己是一個「Nobody」，因此可無顧慮地發
聲，思漢平時會就社會議題，帶領年輕人討論，引導他
們思考社會時事。他擔心有天香港會變成內地，敢言的
反被拘捕。

從大學開始  以音樂關懷社會 慨嘆社會每況愈下   鼓勵基督徒發聲

堅持創作   始終如一

        能夠堅持完成每天繁忙的工作殊不簡單，林思漢視
之為恩典。他在大學二年級時，曾因「爆肺」入院，但
仍堅持留院期間完成自己的音樂唱作，為浸大基督徒詩
班籌備音樂劇。

    2004年，他妹妹因急性高山症病發去世，他不但堅持
主理妹妹的身後事，還肩負浸大基督徒詩班40周年音樂
會的演出。他說：「內心存在很多疑問，雖然理性上知
道人總有一死，但親人過身始終感到傷痛。」他認為自

■林思漢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音樂系，現為多個團體擔任指揮，亦是基督教善樂堂的義務傳道人，其音樂作品包括《安魂曲–獻給天安門母親》、《讚嘆
主恩》、《祝福》等。  (潘琪慧攝)

■林思漢以音樂回應六四，以《安魂曲 – 獻給天安門母親》紀念死
者及安慰天安門母親。( 潘琪慧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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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有責任盡最大努力，準備及完成詩班的練習，所以沒
有因為個人情感而取消籌備中的音樂會，說要有演出道
德。他感激朋友分擔工作，讓他可以安心處理身後事。

林思漢是我的生命導師

       林思漢樂於培育大學生，成為他們的生命導師，「大

學生需要導師啟蒙，同行和鼓勵」。他認為導師不是要
幫助學生做決定，而是作學生的榜樣，讓他們思考信仰，
學習面對自己、面對世界。

  「林思漢絕對是我的生命導師」，認識林思漢八年的
李政恆感嘆地道。他於 2006 年加入浸大基督徒詩班，生
命從此受到林思漢的影響，認為林思漢對社會有責任感，
敢於為公義發聲，關心社會弱勢社群。

   受到林思漢的影響，他願意主動認識社會、認識世
界。李政恆回憶，「我還記得有次在樂富，遇見一位推
紙皮的婆婆，當時天正下着雨，我決定把自己的雨傘給
她，並幫她把紙皮車停放在大廈門前」。

人物檔案:

2002年至今      共鳴藝術總監及指揮
2003年至今      香港浸會大學基督徒詩班指揮
2004年至今      教會樂圃行政總監
2007年-2013年   嶺南大學基督徒詩班指揮
2009年至今      基督教善樂堂傳道人
2002年-2012年   香港浸會大學基督徒樂隊教練

2012年至今      香港浸會大學基督徒樂隊副教練

■林思漢認為年輕人生命導師需要以生命影響生命，更要了解他們，抽時間
與他們同行。( 潘琪慧攝 )

■林思漢現時有三支結他，都已買下約兩年。他憶述自己曾有一支舊
結他用了十年，花近萬元維修保養，但最終因為音色問題，轉售給朋
友。( 潘琪慧攝 )

■李政恆在六四二十週年時參與在浸大舉行的紀念音樂會，他當時有份
參與合唱，在台上唱出《安魂曲 – 獻給天安門母親》，他表示因為這
次的經歷，於畢業後會抽空出席六四晚會。（相片由受訪者李政恆提供）

■林思漢分享道：操練內在比操練外在重要；而操練的未必能在最後展現出耐，但
若不操練就一定不成功。( 潘琪慧攝 )

   李政恆坦言當時內心有很大掙扎，「跟林思漢平日的
相處裡，經常聽到他分享社會公義和人生價值，所以當
時我知道自己要幫助婆婆。正正因為林思漢言行身教，
自己才能拋開顧慮，勇於向前邁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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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怪獸家長、港童問題湧現，作為孩子的第一位

老師，不少父母對家長教育的需求日漸增加。政府為推
動家長教育，曾於 2001 年成立家長教育導向委員會，
然而於短短四年間被解散，推廣工作最終不了了之。現
時教育局只推行「家校合作」，資助學校推行家長教育，
但欠缺有系統的課程和專門人才。有老師批評政府資助
金額不足，欠缺其他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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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有句諺語：「要瞭解一個人，就必須

穿上他的鞋走一英哩路。」如何透過教育影響
生命，也許書本沒有確實答案，但體驗教育卻
能幫助參加者感受不一樣的生命，帶來截然不
同的體會。體驗教育，就是讓參加者投入已設
定的角色及場景，透過體驗角色的遭遇，產生
同理心，重新建構對事情的認知，有別於傳統
的填鴨式教育。

記者｜郭燕美      編輯｜葉考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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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進角色 體驗學習



   從堅尼系數或本地生產總值中，人們對貧窮也許只有
數字上的概念，難以明白一個在貧民窟裏掙扎求存，為
溫飽而放棄尊嚴的工人；「愛滋病」，人們對這三個字
也許只有書本上的概念，難以明白在一個充斥着歧視的
世界，為生存而受盡折磨的愛滋病患者。有組織為了讓
城市人設身體會這種生活，舉辦了不同的體驗活動。

為生存而放棄尊嚴

        在貧民窟體驗活動中，國際十字路會要求參加者放
下身段，代入貧民的角色。五十位來自香港理工大學的
學生分別安排到不同的家庭，展開他們前所未有的貧窮
體驗。他們需要飛快地用麵粉和水糊合製成「膠水」，
把報紙黏合成紙袋，再到商店低聲乞求老闆買他們的紙
袋。過程中參加者雙手沾滿「膠水」，放棄尊嚴，卑躬
屈膝，在三十分鐘內經歷商戶的剝削，甚至要把鞋子賣
掉，為的只是希望售賣紙袋，賺取微薄的生活費。

   「過程中，當你想到製作的紙袋關係到全家的生活
時，就會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壓力，我從未試過這麼拚命
去做一件事」，來自內地的參加者陳潔士憶述當時的感
受。從前的她總認為貧窮是外界捐款就能解決的問題，
但活動過後，她發現若不解決貧窮者被剝削的情況，貧
窮只會是一個惡性循環。

■在貧民窟體驗中，參加者用報紙製成紙袋，桶為麵粉和水製成「膠
水」。（郭燕美攝）

為家庭而墜入地獄

      「愛滋病」能把一個人從天堂拉至地獄。面對不治之
症，愛滋病患者受盡白眼和歧視，在社會彷彿無處容身，
不單被標籤為濫交，人們對他們更避之則吉，生怕與患
者接觸後會染上惡疾。國際十字路會為了讓大眾認識愛
滋病，舉辦了愛滋者體驗活動。

   乍聽之下，參與者對活動內容一頭霧水，還笑言是否
將病毒注入體內。愛滋病體驗活動，其實就是讓參與者
拿起耳機，進入模擬場地，透過聆聽愛滋病患者的聲音，
進入他們的故事，以心感受他們的痛苦。
 
   參加者劉卓瑩拿起耳筒，一把女聲正訴說愛滋病患者
雅婷的故事。雅婷來自東南亞的貧窮家庭。有天，村外
來了一位城市人，邀請她到市區工作。雅婷盛載着家人
的期望，誤以為終於擺脫貧苦生活，改善家境，供弟妹
讀書，可惜等待她的卻是妓寨。雅婷猶豫着如何向家人
解釋自己的處境，但她突然接到家裏的來電：「媽媽生
病了，你要努力工作，賺取醫療費……」家庭的所有重
擔頓時全壓在她身上，命運不由她選擇。賣淫令雅婷染
上愛滋病，更因此被趕出妓寨，餘生只等待生命的完結。
劉卓瑩認為，愛滋病並非患者的錯，雅婷背負着家人的
期望來到市區，現實卻容不得她選擇。對於雅婷的故事，
劉卓瑩除了為她感到痛心，更多的是對命運的無奈，「染
上愛滋病已經很慘，但她背後的故事更讓人悲涼」。愛
滋病體驗活動除了讓劉卓瑩認識到雅婷的故事，更令她
對愛滋病患者多了一份同理心。

   另一參與者黃文中也在愛滋病體驗活動中，聆聽了阿
明的故事。作為醫科學生，阿明的前途理應一片光明，
再加上阿明快將與懷孕的女友共偕連理，人生近乎完滿。
豈料上天給他開了一個大玩笑！他被女朋友傳染，患上
愛滋病，美好的未來瞬間破碎。黃文中替阿明感到非常
惋惜，他透過體驗活動，學懂對患者多一份包容，明白
他們也是無辜的受害者。

■參加者要放棄尊嚴，乞求店主購買紙袋，以賺取養活一家的生活
費。（郭燕美攝）

■體驗營中，參加者拿起行裝和水桶朝營地進發，路長約 7 公里。 
  ( 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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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下感動種子 生命影響生命

    國際十字路會公關主任畢大偉形容這是一個「痴線」
的慈善機構，竟然舉辦這些辛苦的體驗活動。體驗背後
包含三個「E」：教育 (Education)、同理心 (Empathy)
和行動 (Empowerment)。體驗教育旨在透過參與者代入
角色，讓參與者產生同理心，從而達到教育的目的。畢
指，過往曾有參與者透過體驗活動，受到啟發，隨後更
成立一間幫助貧窮人士的慈善機構，以生命影響生命。
而擔任盲人體驗的帶領員鍾志明，希望體驗活動能讓參
加者學會包容，例如明白盲人並不是甚麼也不能做，「活
動只是將一粒種子撒進他們的內心，但成效就因人而
異」，視乎參與者的領會。 ■畢大衛希望活動能令參與者有所啟發，以生命影響生命。

（郭燕美攝）

參與者：生存是一種奢侈

   世界宣明會舉行兩日一夜的體驗營，讓參與者徒步經
歷崎嶇不平的的山路。在遙遠的斯里蘭卡，婦女為了尋
找水源，走過崎嶇的山路，捧着幾公升的水徒步回家。大
學生蔡國霖也嘗試走過這條艱辛的路。他苦笑，「七公
里的路不是沒有走過，但如此攀山涉石，拿着沉重的『家
當』（紙皮和膠樽）走過崎嶇的山路就未曾體驗過，辛
苦得幾乎要放棄了」。然而，當活動結束後，蔡國霖明
白到真實的情況比活動更讓人感到不忍，而「教育能脫
貧」的說法也漸漸站不住腳，「如果教育是走出貧窮的
門戶，顯然這個門的門檻太高，只有少數的貧窮人能通
過」。當他想起貧窮的原因，更一臉痛心：「貧窮是一
個命運，因為貧窮人出生在資源缺乏的地方。」

   辛苦勞累了一整天，另一名參加者劉紫蕾腦海中只徘
徊不斷的美食，然而眼前卻只有三個蕃薯，與四人同享。
飢餓讓她萌生對生命的無奈，她發現原來貧窮，就連生
存也成為一種奢侈，「窮困的人，抵住飢餓勞累的煎熬，
竭力工作，花光了畢生的氣力，為的僅僅是生存」。

   體驗營的統籌幹事文雁琪表示，活動已舉辦五載，參
加者並不是「玩完就算」，「我希望透過體驗營，讓參
與者對貧窮人有多一份憐憫，改變他們的生活習慣，如
日常生活中不浪費食物」。

■體驗營中，蔡國霖拿起家當行山路，所謂的家當便是紙皮、鋁罐
和膠樽。( 郭燕美攝）

■文雁琪認為參加者需要的是用心用感官去體驗。（郭燕美攝）
■走過崎嶇的路途，令參與者體會到貧窮的無奈。
(相片由受訪者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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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ebook 專頁「屯門舊照片」

創辦人梁寶珊向記者展示舊照。
（鄒詠詩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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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鄭子峰      編輯｜陳浩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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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期的文學刊物少有額外資助，都是幾個辦刊人
自費創辦，筆名「羈魂」的胡國賢所辦的《詩風》
便是一例。《詩風》在1972年創刊，由五個創刊人
初始投放的數百元經費，一直營運到1984年停刊，
十二年間共出版了一百一十六期，是香港最長壽的
詩刊。胡國賢笑稱，投放在《詩風》的金錢是「
文學稅」，從未想過辦刊會為他帶來任何物質的回
報，但求為文壇略盡綿力。

辦刊需金錢人材兼備

 《詩風》在1976年改版，由從前八開單張變成三
十二開的小冊子。《詩風》從改版開始，經歷三年
興盛，讀者遍及東南亞，他毋須憂心經費和稿源，
但隨着成員相繼移民離港，加上於1978年，他們另外
創辦《小說散文》，其印刷費用龐大，分薄不少資
源，辦刊資金逐漸不穩，《詩風》更一度面臨停刊
危機。胡國賢形容《詩風》那時「慘淡經營」，雖
然當時讀者群未有太大變化，但若是《詩風》失去
財政支柱，刊物就難以繼續營辦。

辦文刊為使命感和時代責任

 在這段風雨飄搖的日子，《詩風》開拓了兩岸三地
的讀者，《世界現代詩粹》更開通了中西文壇的交
流。胡國賢稱，無論是創辦《詩風》，或是後來的《
詩雙月刊》和《詩網絡》，為的都是一份使命感和時
代責任。他指當時辦刊沒有盈利可言，「極其量只賺
數百元，我們甚至懶於提取。只是辦刊能讓更多人了
解文學，是一種『非物質的滿足感』」。他又舉例，
《詩雙月刊》強調「以香港為本位，聯絡香港、海峽
兩岸和海外詩人」，於八九民運期間擔當內地與香
港的溝通橋樑，通過創作，分享詩人對時局的看法，
「當時詩的內容較含蓄，容易通過內地的審查」。
兩岸頻繁交流，是當時文刊為文壇所作的最大貢獻。 

 藝發局資助不穩　打亂文刊預算

  胡國賢斷斷續續辦文刊三十餘年，財政上遇過不少
困難，亦有受社會和政治環境因素影響，譬如接近九
七回歸，為數不少的成員擔心局勢動蕩，紛紛選擇移
民，大大影響文刊的經營；零六年亦有主辦人相繼感

■胡國賢表示，八九民運期間曾經將自己的詩寄到北京。
（鄭子峰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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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疲倦，認為應該將辦文刊的責任留給下一代，故斷然將《
詩網絡》停刊。他認為，近年藝發局的資助有助新興的文學
刊物起步，現時辦文刊比以往容易。

   創辦兩年多的《聲韻詩刊》是近年新興的文學刊物，來年
二月獲藝發局為期兩年的資助。《聲韻詩刊》主編黎漢傑認
為，藝發局的資助雖然為他們帶來一定程度的經濟支持，但
資助額卻浮動不穩，打亂他們的財政預算，有不少文學刊物
更因此停刊。他認為，辦刊者不能全盤依賴藝發局資助，「
應該視藝發局的資助為可有可無」。黎漢傑希望政府認清香
港文學的重要地位，予以支援，不要把香港文學視為「滿足
一小撮人興趣」的康樂事務。

  以小說創作為中心的文學刊物——《特寫》表明拒絕接受
藝發局資助，擔心刊物的獨立自主受到干預。特寫媒體制作
有限公司市場推廣經理張培基指，藝發局會審核內容才批撥
資助，又多數資助較有名氣的作家，忽略小眾。他希望政府
改善批撥資助的制度，允許他們在政府場地擺放出版刊物。

大眾口味轉變   欠缺文學氣息

 黎漢傑認為，現時辦刊面臨不少新挑戰，相比起「火紅年
代」文學的興盛，現時的閱讀風氣明顯不理想，加上以視覺
圖像為主導的文化普及，讀者對文字的忍耐力相對較低。黎
指，文學刊物理應較少考慮文學以外的因素，否則淪為「文
學的糖衣；商業的內涵」。黎漢傑希望透過翻譯本土詩作，
開拓海外讀者群，又邀請海外學者，撰寫有關詩學理論的文
章，開拓本地讀者的眼界。

  張培基表示，發行是辦文刊的主要困難。現時擺放《特
寫》的地方大多是樓上書店、咖啡店和工藝店等。他指，有
不少店主擔心擺放文刊會防礙他們的生意，再加上這些小店
多為「小本經營，執得很快」，所以他們要經常開拓地源，
擺放新一期的刊物。

   財政方面，《特寫》表示辦文刊成本低，廣告和設計業務
能支持刊物的營運，公司亦會替顧客提供設計服務，賺取微
薄的收入。張培基認為廣告有助小型機構推廣業務，但會嚴
謹審核廣告的內容，希望達至互惠互利。現時《特寫》的主
要廣告收益來自本地的戲曲團體。

■黎漢傑希望詩刊能鼓勵年輕人多創作。（鄭子峰攝)

■張培基指《特寫》不會成為廣告的奴隸。
（鄭子峰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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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漢傑希望詩刊能鼓勵年輕人多創作。（鄭子峰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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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翱翔不一定要學駕飛機，現在有更便宜、
更方便的方法。不須燃料，只要有風，滑

翔傘就可以帶你劃破天際。

乘著風起
        —滑翔傘

二十多年前，一群外籍機師將滑翔傘運動引入香港，現時本地有三四十個活躍的傘友。在香港飛行需要考取牌
照，方可在政府認可的場地玩滑翔傘。如今還可以選擇雙人飛行，只要由持牌的教練操控，沒有任何滑翔經驗的玩
家也能一嚐飛天的滋味。滑翔傘與降落傘不同：降落傘專為下降而設，而滑翔傘則利用上升氣流使傘面滑翔，故翼
展較長，形狀接近梭形，能做出盤旋、滑翔、爬升、滯空等飛行動作。

滑翔傘飛行員阿星在保加利亞做過雙人飛行訓練，擁有兩年多的飛行經驗，平日會帶同乘客一起飛行。他表示
在港玩滑翔傘要守一些規則，例如不能飛超過七百米高，「因為有可能會影響飛機飛行。」

         

記者｜麥朗謙        編輯｜孫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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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場地遙遠　上山吃力

   訪問當日，阿星帶兩名乘客同小記到馬鞍山昂平飛
行。他指，那裡可以原地升降，所以很熱門。其他場地
則要在山下降落，傘友要重新背傘上山，而滑翔傘袋重
超過二十公斤，費時費力。

   不過，昂平飛行場地不能駕車直達，下車後還要走
三十分鐘山路。阿星表示香港絕大部分的場地都是如此，
背傘行山的高體力負荷令不少有興趣者卻步。

    玩滑翔傘有四樣必要裝備：傘身，提供升力和控制
方向，是飛行的關鍵；傘袋，連接傘身和飛行員，同時
是飛行員在空中的座椅；頭盔，在起飛和降落時保護頭
部；還有儀表板，為飛行員提供方向和高度等資料。阿
星特別強調，玩滑翔傘一定要十分著重安全。

                 要起飛風是關鍵

到達場地後，阿星第一時間檢測風速。他介紹說起
飛的風速很關鍵。滑翔傘的飛行速度最高是時速五十公
里，起飛速度只能是其一半，即時速二十五公里。因為
強風會令飛行員難以起飛，也可能會損壞傘身。

天氣對滑翔傘運動也十分重要。必須要天朗氣清，
因為能見度較高，而且陽光蒸發的上升氣流較多，會便
於飛行，「要飛一定要天氣好，有時候等了整天仍然不
好，上到山都會不飛。」

不過由於風勢太大，初次未能起飛，要靜待時機。
等候期間，阿星在乘客 Justin 的協助下張開傘身，所見
有二十步之長。弄好傘身後，阿星幫 Justin 戴好裝備，
連接二人和傘身。光是在崖邊等候，已經超過十五分鐘。
此時二人吸引大批途人圍觀拍照。

半響，Justin 在阿星的指示下向崖邊逆風奔跑，
傘身在風勢下張開成弧形， Justin沒跑幾步已經離地。
人傘離開崖邊，先是稍稍下墮，逆風氣流隨即拔高傘身，
人傘滑翔遠去，吸引途人拍手歡呼。

■傘友要背著大量裝備上山。（麥朗謙攝）

■風速對起飛十分重要。（麥朗謙攝）

■ Karen 玩滑翔傘前穿戴裝備。（麥朗謙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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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手記

     小記有幸隨阿星飛行一趟，在空中鳥瞰連綿山脈，
深感大自然之偉大。我們最高爬升至海拔五百多米，能
遠眺沙田、西貢，阿星亦詳細講解附近的地理。猶是風
勢甚大，尤感寒冷。轉彎時更有離心力，令小記有點頭
暈。
  不幸的是，小記的手機在半空中掉落，葬身山林。奉

勸讀者遊玩時要保管好財物。

            不怕危險　大感刺激

二人在空中逗留超過二十分鐘，爬升得很高，在
附近數公里的山頂盤旋，不時施展急彎花式。降落後
Justin 大呼好玩，今次是他第一次飛行，臨起飛時也有
點緊張，但在半空時十分享受，不擔心安全。另一位乘
客 Karen 則飛行過兩次，她笑稱如果害怕的話，就不會
來玩，而且她很信任教練的技術，上到半空仍不忘拿出
相機拍照。

阿星說，滑翔傘只要裝備和技術良好，也算是安全
的運動。他沒有遇過危險，只聽説一些外國的意外，傘
友被氣流扯上三千米高空，缺氧凍死。父母起初都有擔
心他，但解釋過運動的安全性後，也接受他對此運動的
熱愛，「反而他們不讓我駕電單車。」

        ■滑翔傘伸展開長達二十步。（麥朗謙攝）

■ Justin 表示很享受飛天。（麥朗謙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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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滑翔傘伸展開長達二十步。（麥朗謙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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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市民慕名專誠來到一睹這些特別
的欄杆。(黃浩賢攝 )

■中環石板街的扶手欄杆被色彩斑斕的毛冷包裹著。
(黃浩賢攝 )
 

■薄扶林村行車天橋底下有人繪畫了一幅巨型火龍壁畫，表現了薄扶林村的
歷史和文化。( 黃浩賢攝 )

記者｜黃浩賢    編輯｜陳展希

■銅鑼灣景隆街的亦有一幅類似的作品，是一個人在跑步，而後面同有
Space Invaders 的圖案。(黃浩賢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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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扶林村行車天橋底下有人繪畫了一幅巨型火龍壁畫，表現了薄扶林村的
歷史和文化。( 黃浩賢攝 )

■法國藝術家 Space Invaders 在天后清風街創作「食
鬼」塗鴉，遭政府迅速剷去。圖為被人修復後的樣貌。
(黃浩賢攝 )

■火龍壁畫畫功之細膩和色彩的運用更突顯出創作該作品的藝術家的超著技
術。(黃浩賢攝 )

         藝術對普通人來說，可能都會有一種莫名奇妙的距離感。

其實，藝術並非人想像得那麼陌生，那麼遙遠，真正的藝術就
是不知不覺在我們的生活中出現。例如近期香港各地都有用瓷
磚拼砌成的大型塗鴉，用毛冷織成的欄杆新衣，以及薄扶林村
的火龍塗鴉，這都能夠令生活忙碌的都市人停下腳步，用心感
受這地方的特色。但這些有趣塗鴉和藝術作品，卻會在短時間
內被刪走，因此逛街時，不妨少低頭看電話，抬頭看一看這些
潤澤我們的街頭和城市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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