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香港遊樂場協會主辦的「2021
香港傑出少年選舉」昨日舉行頒

獎典禮，邀得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主
禮，為10名「十大傑出少年」及20
名「傑出少年」頒發獎項。
其中瑪利曼中學中四生楊鎧彤，
憑着堅毅不屈的精神與病魔搏鬥，最
終打動評判，成為「十大傑出少年」
個人奮進組高級組得獎者。她在頒獎典
禮前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提到自己的英文
名「Heather」（帚石楠），「這是一種在哪都
能存活的植物，我小時的身體不好，所以（父
母）給我取了這個名字，希望我能像這種植物
般堅強！」

患抑鬱「怕帶麻煩給身邊人」
成長期間鎧彤熱愛運動，表現出色，在欖球
項目更有機會成為香港代表隊員；但在2018年
的一場港隊欖球選拔賽中，她不幸受傷，其中
兩節頸骨移位，入院時半邊身將近癱瘓，「但
其實當時我反而有點開心，因為終於可以不用

上學。」然而腦震盪的症狀在一個星
期後陸續浮現：突然暈倒、抽筋、
腦癇，連自己的日常生活都照顧
不了，「我和父母見了很多醫
生，但都沒能給出一個答案，究
竟我為什麼會有腦癇，試了很多
藥都不行……最終有位醫生診
斷，我的症狀是由腦震盪所引起，
我甚至是他行醫多年，見過最年輕的

病例。」
醫生能夠對症下藥，紓緩了鎧彤的身體病

徵，但其精神狀況開始出現問題，「在去年12
月，我天天不出房門，整個人都不在狀態，感
覺就像一片『空白』……」後來鎧彤甚至萌生
傷害自己的念頭，經過一番折騰，醫生才能處
方合適的抑鬱藥，讓她的精神狀態變好。「我
本來算是樂觀的人，但受傷、發病讓我在一夜
間失去累積了很久的東西；我更怕帶麻煩給身
邊的人。」
有幸父親辛勤工作賺錢養家、母親辭職照顧

自己，讓鎧彤身心逐漸康復，「我非常感恩身

邊有他們，這讓我明白到，我不能被疾病困住
自己；與其不斷去想何時才能康復，我會將其
視為一個慢慢恢復的過程，以前我一天抽筋3
次，現在我一個月才抽筋一兩次，也算是種進
步吧！」

老師同學為她學急救
雖然現在一個星期只能上學兩三天，但學校

的教師、社工、同學等都非常照顧她，「當我
一倒下，同學就會拉開桌椅、搬出瑜伽墊、拉
上窗簾，給予我較大的空間。老師、同學甚至
也學習該如何為我進行急救！」
如今，鎧彤一天依然要吃十幾種藥物以控制
病情，但也無阻她堅強地追求理想：「受傷後
我發現，我希望當一名社工，將我的受傷經
歷、抗抑鬱的經歷分享給大家。」
為了在教育界推廣精神健康的重要性，她在

去年參加了「兒童議會」，向政府相關部門提
出有關議案；另外亦參加了「童童想夢」計
劃，打算到各所學校與學生分享自己的經歷，
讓更多人明白精神健康的重要性。

昨日「2021香港傑
出少年選舉」頒獎
禮上，行政長官林
鄭月娥致辭時表
示，對近日有年輕
人被煽惑參加炸彈襲
擊的行動感到痛心。她
強調，特區政府會繼續
為青少年創造一個安全的環境，
可以讓學生健康成長，並會與社
會各界一同努力，繼續培養學生
成為社會未來主人翁。
林鄭月娥表示，經歷了2019

年社會動盪，恐怕社會上的守
法意識有所下降，治安及國家

安全風險仍然存在。
上星期香港警隊搗破
了一個策劃炸彈襲擊
的組織，更加揭示有
人策動年輕學生犯
罪，情況令人十分憂
慮。
她強調，成年人有

責任保護我們的下一代，並呼
籲大家一起關心身邊的青年
人，給予他們適當的引導，培
養青少年正確的價值觀，加強
他們的國民身份認同，讓他們
成為國家和香港的棟樑。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余韻

癲癇半癱不言棄 16歲女孩膺傑少
球賽傷頸粉碎運動夢 獲親友關愛激發社工夢

●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楊鎧彤曾經是矢志加入香港代表隊的青少

年運動員，卻因三年前一場欖球選拔賽受猛烈

撞擊，導致頸骨移位，半邊身一度癱瘓，更因

腦震盪而引發癲癇、抑鬱症，甚至萌生傷害自

己的念頭，每天要吃十幾種藥物以控制病情，

對於年僅16歲的她而言，那是一場漫長而困難

的挑戰。不過，受傷的經歷亦讓鎧彤體會到身

邊人的關愛，明白到不能被疾病困住自己，更

激發起她成為社工的夢想，希望以自身經歷幫

助更多的人。鎧彤因為傑出的表現及勵志的經

歷，最終榮獲「香港十大傑出少年」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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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漫畫，大大變遷（節錄）
作者：林澤慧

【編者按】今年是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周年，中聯辦深圳聯絡
部、深圳大學、深圳市青聯、深圳市學聯共同組織了「國家記
憶：港澳青年學生看百年港澳發展與國家變遷」徵文比賽，主
辦方共選取了40多篇作品入圍並頒獎表揚。香港文匯報特別節
錄選登當中多篇優秀作品，向讀者展示港青筆下的兩地故事，
為香港青年的國家記憶保留珍貴記錄。

人生就是一本由自己創作的連載漫畫，由
每個人親手描繪精彩的劇情。小時候，家裏
還沒有能力買房，我和家人住在公屋。我和
弟弟同住的房間很狹小但卻很溫馨。趴在床
的下鋪看漫畫時，我會拉開床邊的窗簾，讓
房間的每個角落都迅速地被光照亮，一切都
很愜意。我最大的樂趣就是去店裏看漫畫、
買漫畫，那些年沒有iPad和無線上網的日子
簡單且快樂。
很多個周五的下午，我會搭巴士去旺角買

漫畫書和雜誌，目的地是女人街的小店。我

會在那挑喜歡的漫畫，和老闆討價還價。每
次老闆都會喊：「細路仔！又嚟睇卡通畫，
買不買？」當時很火的《SLAM Dunk男兒
當入樽》和《龍珠》常常售罄，但是老闆會
給我預留一本最新的書，我常禁不住他的
「慫恿」，迅速從口袋裏摸出皺巴巴卻疊得
整整齊齊的紙幣和一堆非常重的硬幣遞給老
闆，換來一本新書。看完漫畫書後，周一我
就把書帶到班裏傳閱。所以我很受同學歡
迎，經常被邀請周末去逛吉之島或者去同學
家看電視。

現在，這些我常光顧的小店大多都已經
倒閉了，大家都在網上看電子版的漫畫。
我也不用再搭巴士跑老遠去挑書了，手機
應用商店就能下載電子版的漫畫，走到哪
看到哪，輕便易攜帶。二姑媽想要我幫她
帶一本在內地很火的電視劇原著《三生三
世十里桃花》，平時我經常通過網購各地
商品，連《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整個系
列都在網上買齊了，一個快遞直接送到二
姑媽家裏去了，這種事放在過去根本無法
想像！
此外，通過一個叫「小紅書」的平台，

我認識了很多來自五湖四海、志同道合的朋
友。我在當中發表一些漫畫的感想筆記，會
有人在下方評論並推薦更多類似的漫畫給
我。這平台也有一些畫漫畫的年輕人，他們
勇於通過漫畫表達想法，吸引與他們產生共
鳴的人。我時常也會被他們追求夢想的精神
感染到點讚、收藏、轉發。這讓我想起曾經
我也喜歡畫漫畫，但都是默默畫好，然後壓
箱底。他們卻堅持自己的愛好和夢想，而未
來我也會成為其中一個「漫畫小紅薯」。

考大學時，我選擇了前往深圳。這座城市
在短短幾十年內發展迅猛。來了深圳後，我
就想在這裏定居了。這裏連送外賣都帶着奇
跡般的「深圳速度」，有一次我在淘寶買了
漫畫書，賣家看我收貨地址在同城，就直接
叫外賣小哥當天送到那裏了。這個高端操作
實在讓我驚歎！
深圳的硬件環境也十分先進，有很多免費

自習室和環境友好的圖書館。自習室有免費
WiFi，提供插電的地方，並有免費茶水和打
印服務，我經常在這懶洋洋地打開iPad，伴
着空調，看着漫畫。深圳在我心裏閃閃發
光，讓我見識到了科技，讓我覺得未來可
期。
日新月異，未來可期。我個人的人生漫

畫，也折射出時代變遷的圖景、務實而浪漫
的香港精神和中國精神。香港的務實，體現
在獅子山精神；香港人的浪漫，體現在優雅
華麗的維多利亞港。深圳的務實，體現在飛
速發展中，「全國第三大發達的城市」「深
圳大學、南方科技大學」等正是深圳人務實
努力的成果；深圳人的浪漫，體現在其獨有

的城市文化裏，「來了就是深圳人」，「時
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這個城市對
前來打拚的人有着無限的寬容，給予了有夢
想的年輕人最好的舞台。

中國網企豐富港人生活
香港以金融企業為經濟特色，但近年來，

中國出現了一批立足於世界之林的互聯網企
業，並且在香港上市，豐富了人們的生活，
其中電子支付在香港的出現，讓人們更願意
去消費，給香港經濟發展提供了新引擎。這
一份務實的浪漫主義，是祖國和香港不可分
割的紐帶。在祖國的帶領下，香港會變得愈
來愈好；在香港的發展中，祖國的成就也將
更加輝煌耀眼。
未來的連載漫畫，是神秘的顏料塗成

的五彩斑斕。在我的人生漫畫裏，充滿
了美好的回憶。在時代漫畫裏，我終將
與同齡人共同描繪出新一番美麗的風
景。祖國這本厚重的漫畫冊，定會因新
一代愛國香港青年人加入執筆而變得愈
發流光溢彩！

休版啟事
因應學校暑假，香港《文匯報》教育

版各版面將由明天（7月 14日）起休
版，至9月1日（星期三）復刊，敬希垂
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為提升本港
教師對香港國安法的認識，國家教育部在今年4
月的「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向全港學校贈送
《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讀本》，相
關讀本早前已分批派送至中學、小學及特殊學
校。教育局昨日發通函指，本月起將分批把讀
本派送至所有本地幼稚園供參考，每校獲發7
本，支援教師正確認識和推行國安教育。

助幼兒認識國家及中華文化
就國安教育推行方面，教育局指，幼稚園

可協助幼兒認識香港是國家的一部分及作為
中國人的身份，幫助他們初步認識國家及中
華文化，培養國民身份認同，並讓他們在往
後的學習階段深入地認識國家安全的各方
面，以及自己在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幼稚
園教師亦可配合現有幼教課程，按幼兒認知
發展和能力，協助學生初步認識國家及中華
文化，培養國民身份認同，亦須教導學生遵
守法規，愛護公物，尊重關愛別人，成為良
好公民。

國安教育讀本派送幼園
每校7本供教師參考

● 《香港
特別行政區
維護國家安
全法讀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虹宇）香港
文憑試下周三放榜，又是學生關注升
學出路之時。香港恒生大學校長何順
文昨日透露，雖然整體中學畢業生有
所減少，但該校今年一年級課程入學
申請，反較去年約 2,000 份 增 加
9.5%；至於內地生方面，疫情漸穩加
上社會事件因素已「消化」，今年申
請更比去年大增六成至逾千份，另研
究院內地生的申請數亦呈上升趨勢。

疫情趨穩 社會事件漸「消化」
何順文昨日於記者茶敘指，去年該
校本科一年級共收到約2,000份入學
申請，較前年的高位大減逾三成，但
今年數字有所回升，估計最終會比去
年增加9.5%。他又提到，隨着疫情較

為穩定及社會事件衝擊的因素漸遭
「消化」，今年該校收到1,026份內
地生申請，比去年大增六成，校方預
計取錄當中約110人；而除本科生課
程外，他認為今年內地生報讀該校碩
士課程的人數亦會相應增加。
近年恒大推出「校長推薦計劃特別

版」，毋須看文憑試成績直接錄取，
每所中學可推薦一人。何順文指，今
年透過該計劃已錄取約10名學生。
此外，恒大9月新學期將會開設三

個新課程，分別為心理學，哲學、政
治與經濟學士課程，以及商業管理碩
士課程。另該校亦將於2022年推出數
據科學人工智能及環球英語與文化研
究的碩士課程，兩者已通過評審。
至於在大學課程內加入國安教育內

容方面，何順文指，政府暫未有具體
要求校方如何推行國安教育課程，故
校方暫時未將國安教育納入，但會不
斷留意情況，就課程作更新。

恒大入學申請增9.5%
內地生申請激增六成

● 何順文透露，恒大今年一年級課程
入學申請較去年增加9.5%。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續創安全環境
學生健康成長

特
首：

● 第十三屆
「香港傑出
少年選舉」
頒獎典禮，
邀得行政長
官林鄭月娥
主禮。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楊鎧彤楊鎧彤

●林鄭月娥林鄭月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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