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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理輕文的指揮棒
執筆之日正值上海初中畢業統一學業考試（簡稱中考）進行得如
火如荼之時，相等於香港中三的學生在這兩天要考六科，包括語文
（滿分150分，下同）、數學（150分）、英語（150分）、物理（90
分）、化學（60分）、體育（30分），總分是630分。莘莘學子要上
好一點的高中，要起碼超過500多分才有希望。
張寶玲 居滬港人家長，當全職媽媽前為財經公關專業人士

港滬家教＞＞＞
我上一篇文章曾經寫過有上海家長
付出天價請老師補奧數，以每小時2000人
民幣幫小升中11歲的女兒補課，為的是應
付一所上海名校的入學試。試前小孩補
了30個小時，最後還是名落孫山，原因就
是給數學拉低了總分。就算她的語文和
英語的成績不俗，最後總分不敵其他學
生，只能被名校拒諸門外。

總分愈高愈受名校青睞
為什麼內地家長會如此重視數學，
奧數班開得如雨後春筍，又重金禮聘奧
數老師補課？這只能歸咎於內地的教育
系統一向重理輕文！

內地有一句俗語： 「學好數理化，
走遍天下都不怕！」在這裏，無論是中
學還是大學都主要看報考學科的總分來
收生，總分愈高就愈受到名校的青睞（
當然每一門報考科目要保證及格才行）
。就拿中考為例，語文英文的總分和數
理化加起來是一樣的，各為300分，文科
是不可能拿到滿分的，但數理化可以。
如果收生主要看總分，那麼理科強的學
生肯定佔優，所以數理化成績一直都是
拔尖的依據。再優秀的文科學生無論成
績有多好，如果理科成績不理想，他們
幾乎不可能有出頭的日子。
所以，內地的父母為了望子成龍，
從小就送孩子去學奧數，等到大一點就
補物理和化學，因為他們知道要拉高總
分，總不能靠中英文。奧數就成了主要
的分水嶺，那些拿奧數比賽一等獎二等
獎的學生，基本上皇帝女唔憂嫁，名校

爭相錄取，這就說明為什麼奧數老師可
以開出天價來招攬學生！
英語因為是搵食和到外國升學的重
要工具，所以有關的補習班也門庭若市
。相對而言，中文就是最為父母所忽視
的。我認識的內地家長較少會覺得學好
中文很重要，尤其是到了中學，學生開
始要學古文，很多家長就說古文沒什麼
用，要補中文也就是為了拿分數、保及
格而已。
說到這裏，我想大家可能看到問題
的所在吧！內地的學生在外國也就出名
理科強而文科和人文學科弱，求學問向
理科傾斜，就是因為這種大環境所造成
的。另外，雖然奧數適合極少數的小朋
友，但是因為人為的揠苗助長，讓那些
本來文科優勝的學生花了大量的精力來
補數學，操練奧數題，結果拉牛上樹，
吃力不討好。徒添挫敗感之餘，又蠶食
自信心，文科沒有好好學，理科只學得
半桶水，變成兩面不討好的犧牲品！
最後，當一個社會如果普遍覺得自
己的文字語言—數千年的文化瑰寶 「沒
有用」，對搵食沒有實際的幫助而輕視
它，我們的下一代又如何承傳優秀的中
國文化呢？凡此種種的社會現象，實在
叫人憂心！

這位太太也有一班好友；三、四個
女人經常互相交流心得，你一言，我一
語，好不熱鬧。她們大都是家庭主婦，
作家庭的 「CEO」和子女的照顧者，所
宮」裏。劇集拍了她到著名的婦科醫生 以擁有發言權。丈夫則出外工作，回家
作胎兒的例行檢查，看看4D的超聲波掃 只與子女 「打成一片」，玩樂有份，教
描，誓要為這一胎的孩子有最好的未來 導無份，所以不知 「湊仔帶兒」的 「民
＞＞＞
。她不諱言，要贏在丈夫射精的一刻， 間疾苦」，所以沒有發言權。她們才知
言論令我瞠目結舌，心想這位小女子如 道別的父母多麼望子成龍，怎樣無所不
敢言直率」。
用其極。
最近偶爾看到一集 「真人騷」，主 斯 「
拍攝當日，她的丈夫陪伴在側，眼
題是要贏在起跑線，心感不安。筆者眼
「主角」用心良苦，希望自己的孩
見香港也應該有不少雷同的個案；虎媽 見妻子說得眉飛色舞，不敢多言。也許 子有好的教育。要入好的大學要先入好
處處而樂在其中，看似啼笑皆非，但背 知妻 「中毒」已深，只好 「支持」為妙 的中學，要入好的中學先要入好的小學
後卻有個人因素及社會原因。為人母的 ，免得天天 「家嘈屋閉」；這也許是 「 ，要入好的小學要先入好的幼稚園，要
不妨一看，一來可作了解社會的現況， 不是辦法中的辦法」，因為太太是懷胎 入好的幼稚園要學許多許多的學前班，
二來，可作反省，警惕自己不要墮進 「 十月的人，萬一患上產前或產後的抑鬱 如果未能入讀學前班，一於要胎教。媽
愛反變害」的泥潭中，愈沉愈深，不能 症，弄出人命，那很不值得；就算影響 媽看看英文小書，聽聽英文兒歌，在子
孕婦的情緒也會妨礙胎兒的正常發展， 宮裏聽慣了 「A」、 「B」、 「C」，出
自救。
真人騷的主角是一名年輕的孕婦。 也不是值得的事，所以他只好無奈地任 世後也應不太抗拒英文。
她也未雨綢繆，打算報考四、五十
這是她懷的第二胎，她深信要 「贏在子 由太太作主吧！

走火入魔

美德你得

忘我
心同此理＞＞＞
筆者有一位小學同學，大家自畢業
後很久沒聯絡。幾年前搬家，驚訝地發
現她原來住在筆者隔鄰。往日是同窗，
今日是睦鄰，緣分有時令人感到十分奇
妙。同學有兩弟一妹，父親早年病逝，
由母親獨力承擔養育的責任。侍母至孝
又愛護弟妹的同學由於是大姐姐，年紀

很小已懂得幫忙照顧弟妹，洗衣買菜燒
飯打掃樣樣皆能。每遇到弟妹生病，她
也不能上學，因為母親要工作，需要由
她去帶弟妹看醫生。
應付功課同時要照顧家庭絕非易事
，即使如此她的學業成績仍相當好，高
中畢業後半工讀自修專業課程。勤勉和
富責任感的性格得到上司賞識，工作順
利和穩定。也許是情商指數高，記憶中
筆者從沒看見過她發怒和嗟怨。
重遇後才得悉她沒有結婚，以為是
擇偶要求的問題，後來才知道她甘願付

出青春和個人幸福來負起照顧家人的責
任。別人認為不值甚至傻的事，同學卻
不以為然。
年前母親的離去是個晴天霹靂的打
擊，同學無法接受，終日以淚洗面，埋
怨自己工作太忙，疏忽了照顧這位她生
命中最愛最重要的人。她對亡母的歉疚
難以釋懷，性情變得愈來愈孤僻，情緒
低落，缺席了舊同學和朋友的聚會。
多年友情加上受她的弟妹所託，筆
者花了整整大半年時間開解她，慶幸期
間她的大弟和弟婦生了個小孩，在死亡
消逝與生命降臨的兩極中找到平衡點，
使她成功地抽離悲傷的困局。照顧親人
至忘我境界，很多當事人都沒意識到這

▶內地家長重視數學，奧數班開得如雨後
春筍
網上圖片
▼數理化成績一直都是拔尖的依據
網上圖片

間幼稚園，她相信漁翁撒網，大小通殺
。想法是報了便有一線希望，沒有報便
沒希望。她是志在必得的。她的勤力和
不辭勞苦，應加以肯定，但她走的路是
否正確呢？真是見仁見智。我怕她愈走
愈遠，吃力不討好，最後苦了自己，也
害了子女。但身處這個全球化競爭的社
會，她的擔心，她的行動也許是為 「勢
」所迫，別人做，自己不做，吃虧的是
自己，不單是自己，而且是下一代，那
就更糟糕了。
我覺得要贏在子宮裏，不如贏在懷
孕前。結婚之後，應該上一些 「家長學
」的課程，最好是有規模的，立心要做
個稱職盡責的父母。其實 「仔大仔世界
」，子女也有自己的喜好和成長的空間
，不是父母可以預先精心安排的啊！
優才（楊殷有娣）書院小學部
校長陳家偉

種過分投入的行為對自己的影響有多大
。筆者的同學表面上看似放下了哀痛，
其實是把焦點由亡母轉移到剛出生的侄
兒身上，而由於她不能作為侄兒的照顧
者，因此心理上仍不斷有掙扎和失落，
需要繼續接受心理輔導。
在現實生活中，如果發現某人對他
關注的世界裏種種人和事顯得特別緊張
，常常牽動他們的情緒以至寢食難安，
自我怪責、過分憂慮、談話內容重複且
個人生活離不開那些人和事時，便要留
意他的身心健康或已受到影響，需要及
早尋求合適的治療或輔導。
集仁琛
電郵：psyche9191.reader@gmail.com

創新不等於致富
創意出狀元＞＞＞

▲我們總是見到憑創意致富的例子，卻忽視了焦頭爛額的個案多不勝數
網上圖片
這些行政指令或願景在自由社會裏不可
能強迫僱主遵行，付出 「物非所值」的
薪酬予年輕僱員；每一機構對年輕僱員
除培訓外，也應積極鼓勵員工提出自發
創意，改善工作效率和產出，升職加薪
的指標是員工的創意和創新，而非單靠
加長工時來提高產出，香港經濟才可以
在21世紀成功轉型。

一個成功的科學家或發明家不一定
是成功的老闆，年輕朋友應該拋棄 「若
能創新，必可致富」的想法，應謹守自
己工作崗位，多思多想，滲入創意，提
高產出，每人的一小步，便是社會一大
步；若香港人萬眾同心，我們不難把香
港打造成21世紀的創意之都了。
香港科學創意學會理事 潘永強

文詩詠校長
用愛照料25國籍學生
保良局林文燦英文小學於2008年才開辦了兩班
小一，全校只有55名學生，八年間翻了十多倍，現
已有24班，超過760名學生，報名入讀人數每年倍數
的增加。自從文詩詠校長到任，小一入學申請表由
90張，躍升至本學年達4000多份申請。
文校長堅持每個家長也要見，會面的原因並非
是要測試家長，而是讓家長清楚了解保良局林文燦
英文小學是一所怎樣的學校。學校有兩個校舍，共
25個國籍的學生，相較其他小學，學校運作顯得靈
活。像早前舉行的年度運動會，學校邀請了獨立校
董霍啟剛擔任主禮嘉賓，又邀請了20位友校校長及
嘉賓參與接力比賽，亦組織了超過100人的義工團隊。
可惜當天清晨持續下雨，家長和同學都很擔心
運動會能否如期進行。早上六時，學校就發出一則
通告，決定如常舉行，家長也可以陪同小朋友一起
到場出席。文校長希望家長認同學校理念，如果要
成為林文燦的家長，要有比一般家長高的接受能力
、要有比一般家長強的理解能力，要打開眼睛及張
開耳朵。為了培養學生歸屬感，學校設有四個社，
兄弟姊妹會分到同一個社，家長也分社，也有社衣
，這樣家長自然也有很大的投入感。
梁思韻：學生方面又有什麼特色？
文詩詠校長：我會說當我們的學生也不輕易，
但是收穫會十分豐富。我們差不多每天也安排具特
色的早會。音樂、藝術或是運動為主題的應有盡有
，而且家長們也可一同參與。由於學生七時半就要
到達學校，故對住得稍遠的同學來說是辛苦的。惟
學生很喜歡上學，他們甚至有時會說不想放假。學
生所以喜歡上學，因為在校園裏能感受到愛及關懷。
今天有個小二的菲律賓籍學生，他連續三次默
書100分，要求我在他的簿上簽名，簽名時他問我今
天是不是有特別活動要出席，因為我的打扮跟平日
不一樣，這樣細微的分別連小二學生也會察覺，為
什麼？我認為是因為我與學生的關係緊密，不單是
我，我們所有老師也是這樣，與學生建立着親切的
關係。又有一次有個學生告訴我，家裏的傭人姐姐
常 常 板 着 面 ， 我 對 她 說 我 們 的 校 訓 是 LMC （
Language， Moral， Control）姐姐只是不懂控制情
緒，我們應多作主動，主動對她報以笑容，看看情
況會否改善。你用心去愛他們，學生是感受得到的
，每天都被愛包圍，他們當然喜歡上學。
另外，我會常常提醒學生要成為林文燦人，就
要做好剛剛提過的LMC，特別是要有優良的英語及
普通話，畢竟25個國籍的學生，要懂得溝通才能融
洽相處。
亞洲兒童教育協會主席 梁思韻

文
▼詩詠（左）接受梁思韻採訪

時下流行三創觀念，即創意、創新
和創業，令青少年以為有創新即可創業
，香港政府在本財政年度成立三億元的
「青年創業基金」、馬雲也成立10億元
的 「香港青年創業家基金」，協助香港
青年人創業，使年輕人容易有個 「老闆
夢」，認為很容易創業做老闆，很容易
掘到第一桶金，也容易在事業上大展拳
腳，最後可以媲美著名的世界首富。
其實成功創業從來都不容易，焦頭
爛額的例子更多不勝數，要成功有很多
因素限制，在香港創業更是困難，因為
舖租貴、工資高，而且香港人沒有容易
接受創新事物的風氣，創新的市場較狹
窄，除非貨品成為時尚潮流，否則很難
得到香港市場的認同，所以在香港依靠
創新而致富，十之八九都不能成功。
香港是一個商業活動為主的社會，

職場大多數是僱員身份，老闆只佔少數
，要提升社會的生產力，必先提高僱員
的工作能力，在知識型經濟社會裏，機
構一定鼓勵僱員進修，或增加僱員的在
職培訓機會，因為提升僱員的人力資本
，可以提高機構的生產力；在知識型經
濟社會最重要是激發員工的創意，機構
領導應該在工序、部門運作和溝通模式
都持開放態度，鼓勵員工提出改善意見
；香港政府也有鼓勵僱員提交改善部門
工作效率的建議，用獎金表揚有建設性
建議的員工；金額雖然微不足道，但可
以喚醒員工的創造力，提升創意，改善
效率和增加產出，這些措施是值得私營
機構仿效的。
今天香港的年輕人有很多不滿，其
實這不是香港獨有的問題，環顧世界，
貧富不均和社會缺乏上流階梯和途徑是
普遍現象，引發年輕人不滿和抗爭，無
日無之，可以說是世界無樂土；這不是
從政者信口雌黃地說增加青年人就業機
會，提高年輕人的收入便能解決問題，

教育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