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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知中學妙韻繞樑賀國慶
中
▼央民族樂團集結頂級弓弦樂演奏家，糅合二胡、琵琶與大提琴中西樂器，打
破文化界限，譜出美妙樂韻

一校一姿采
慶祝中華人民共
和國69周年國慶，創
知中學邀請到名聞中
外的中央民族樂團到
校聯歡，樂團以中國傳統樂器，精湛
的演奏技術，為創知師生帶來十餘首
古今中外知名樂曲，別出心栽的演出
，令觀眾們以耳目一新。當日出席的
嘉賓、家長、師生近八百人，均陶醉
於樂韻當中，回味無窮。

創知中學前身為勞工子弟中學，這次邀請
中央民族樂團演出，除了同賀國慶，也希望藉
機會彼此在音樂、文化及友誼上作出交流。除
了演出之外，樂團團長席強不忘向學生們一一
介紹團員們的好夥伴，他們手中的傳統樂器。
席強拿來一支笛子，仔細地介紹其音色，鮮有
接觸中樂器的同學們，對其解說大感新奇。接
着，他講到獨樹一幟的樂器—嗩吶，邊講解
邊示範，嗩吶美妙的聲音在眾人耳邊迴盪。
意想不到的是樂團隨即演奏西班牙鬥牛曲
和周杰倫的《菊花台》，台下的師生們一度隨
着演奏哼唱起來，讓整個活動的氣氛達到高潮
。當然，又怎少得了我們中國的名曲，樂團以
琵琶奏出《十面埋伏》，中央民族樂團的演出
嫻熟流暢，贏得陣陣掌聲。當最後一首樂曲《
花好月圓》合奏完畢，全場掌聲在禮堂響了一
遍又一遍，為遠道而來的中央民族樂團鼓掌，
更為國家的六十九歲生辰鼓掌。
樂團表演完結，創知中學的敲擊樂隊亦一
盡地主之誼，擊奏出數首樂章，以作答謝。活
動完結前，兩位小司儀還特意邀請演奏家們與
師生合影。同學們爭先恐後的湧去，一個個臉
上綻放出熱情的笑容。伴隨着 「咔嚓」一聲，
一張述說着這次美好時光的照片，為這一次國
慶活動畫上完美的句號。

中西合璧別具風味
中三甲 黃芷淇：這次國慶音樂會莊重且
歡快。表演期間，同學們都專注的觀看。樂團
席先生細緻地介紹不同樂器的種類，加深了我
們對中樂的認識。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用中國樂
器合奏西班牙樂曲《鬥牛》，這中西結合的演
出，別有一番風味。從中，我能感受到鬥牛時
那種緊張，刺激的氣氛，彷彿置身現場。

集五千年民族特色

感情發揮淋漓盡致
中六甲 陳泳瀚：活動中我印象最深刻的
是樂團演奏的《菊花台》。這曲本身意境朦朧
，描述佳人分隔兩地產生連綿又朦朧的思念，
現在透過民族樂團的出色演繹，將歌曲那份綿
綿不斷的相思之情發揮得淋漓盡致，讓人有 「
滿地黃花堆積」孤寂之感。

▲創知學生細心欣賞中央民族樂團的演出

▲琵琶演奏的《十面埋伏》戰爭場面，
令學生讚嘆

最大國家級樂團
中央民族樂團是海內外規模最
大的國家級民族音樂表演團體，直
屬文化和旅遊部，由大型民族管弦
樂隊、民族合唱隊、音樂創作中心
、演出中心等部門組成。樂團成立
於1960年，由周恩來總理主持創建
。現任團長席強，為弓弦樂演奏家
及民族音樂理論家。
多年來，樂團足跡遍布世界三
十餘個國家和地區。樂團創作推出
了大型民族樂劇《印象國樂》、《
又見國樂》，大型民族音樂會《泱
泱國風》，音樂劇場《尋找杜甫》
，大型民族交響音畫《孫中山》、
世界首部大型民族器樂劇《玄奘西
行》等。

曲中有畫感染力強
中六乙 曾卓泓：在整個活動中，不單是
音樂上的享受，而是對文化的一種追求。在開
始之先，團長席先生為我們介紹各式各樣的中
國樂器，令我最深刻的是嗩吶，團長指出過去
只有有功德的人死去才能夠使用嗩吶演奏，反
映當時中國人對階級的重視。最令我難忘的樂
曲是《十面埋伏》
，從整首樂章而言，曲調塑造出
當時打仗的情景，可謂曲中有畫，感染力甚高。

▲古箏奏出悠揚樂韻，師生陶醉
其中

潔心林炳炎中學 遊戲助新生融入
潔心林炳炎中學舉辦新一屆 「中一適應課程」
，內容包括 「學科學習體驗」和 「校園適應活動」
。課程旨在協助同學在學科上體驗 「朋輩互助、學
習有方」的精神；而 「認識學校」更是適應活動的
主題，期望中一同學能在關愛中展開中學生活的序
幕。
該校本年度配合電子教學的發展，同學運用平
板電腦回答問題，又易於與其他組別分享討論結果
。課堂教學方面，以中、英、數、科學和綜合人文
五個核心科目為本，透過 「小組共學」讓學生熟習
「自主學習」的模式。同學四人一組，各自擔當不
同的崗位及角色，嘗試以 「學生為本、老師點撥」
的教學模式，在精心設計的導學案指引下，提升課
堂的學習效能。

▲中一新生們投入地進行信任遊戲，同時學習團
隊精神

滬江維多利亞辦與生命對話講座
滬江維多利亞學校於九月舉辦 「與生命對話」
系列講座，邀請兩名內地著名科學家：5G通訊技術
領軍科學家陳山枝，以及蛟龍號深潛器深潛員楊波
，與中學生分享中國科技發
展的成就。陳山枝指出，中
國在3G技術開始追趕，短
短十年，至2010年的4G年
代，已與歐美國家並駕齊驅
，建成全球最大的4G網絡
；近年，中國更在5G技術
領域，引領全球。
在深海探究領域，中國
自二十一世紀初開始追趕，
至2012年蛟龍號打破世界紀
錄，深潛至海底7000米，大
深度作業型載人潛水器技術
已領先世界。楊波說，深海
有各種各樣的生物，超出想

像， 「所以我們火星要去，馬里亞納海溝也要去」
。他透露，中國下一步將挑戰大深度作業型載人潛
水器探索馬里亞納海溝11000米最深處。

滬江維多利亞學校邀請了陳山枝與楊波兩
▼
位內地著名科學家擔任主講

中三甲 許柏穎：今天的活動很精彩，有
琵琶，古箏等樂器表演。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十面埋伏》，它以藝術角度概括了楚漢戰爭，
我好像看到了 「當其兩軍決戰時，聲動天地，
屋瓦若飛墜」的震撼場景。當團長講解樂曲時
，呈現在我眼前的彷彿是一條中樂史長河。它
凝聚了中華上下五千年的民族特色，文化和情
懷，值得年輕一代承傳！

學校動向


月圓之夜詩興大發
風後觀照自己
戀戀情深
孫慧玲
風王 「山竹」上月中襲港，風力之
強勁，前所未有。風暴過後，滿目瘡痍
，道路阻塞，交通不便，幸香港並沒有
人因風喪命，這當然是因為政府防風有
道和香港人共同努力的結果。
惦掛的是風雨中的警察、消防員、
民安隊、救護員等制服人員，救急扶危
，哪處危險哪處去，奮不顧己為他人服
務，實在感激；還有食環署路政署人員
冒着危險迅速清理無數的塌樹，尤其是
東鐵員工在八號風球下不眠不休檢查沿

線受損地點和路軌，進行維修，實在感
激；還有記者、機場地勤、餐飲業從業
員、交通從業員……這些無名英雄，千
辛萬苦回去工作崗位，服務市民，實在
感恩。
看新界有村民義載市民上班、旅遊
巴公司義載市民往返市區與新界；不少
地區市民發揮守望精神，將軍澳、杏花
邨、大埔、赤柱、石澳等區居民，給清
潔工送茶水及生果等，自發上街清理，
拾垃圾搬磚頭；有中學組織師生和家長
，清理學校附近的樹枝垃圾，令滿目瘡
痍的社區，盡快正常運作，盡快復課；
這才叫齊心合力，守護家園！
看看沙田車站，排隊長龍打了幾個

繽 Fun 英 語
餅，依然秩序井然，展現出自律精神，
這才叫禮貌文明。
更有老師霍Sir，根據風暴吹翻天台
屋的生活題材，設計成富有趣味的物理
教材，在YouTube上播放；我的女兒也
抓緊機會向一對小兒女解釋颱風的起
因和禍害，教他們要保護環境，對堅
守崗位的警察叔叔、消防員叔叔、清
理街道及處理塌樹的工人叔叔說多謝
，這才叫適時教育。你是以上其中的一
分子嗎？還是只知埋怨、發牢騷的自私
鬼呢？
山竹讓香港人善性盡現，香港人，
風後觀照自己，便知道該怎樣揚善抑惡
，提升品質與形象。

Miss Carol
今年中秋佳節，學生的祝賀語帶給我很
多鼓勵與快樂，其中這一則特別可愛：「Happy
round moon moon festival, Miss Carol.」
很多學生喜歡發明新奇有趣的祝賀語，
滿以為對方會覺得自己好 「潮」、好有創意
，但這一句着實令我摸不着頭腦。何解會叫
「round moon moon」？學生回答是團圓及月
亮亮的意思。祝賀說話可以非常有創意，但
也要考慮語法及文法。想在中秋節祝福語加
入可愛元素，可以加插一隻小兔或燈籠或美
麗 的 圓 月 貼 圖 ， 加 上 簡 潔 的 一 句 「Have a
lovely Mid-Autumn Festival.」 或 者 「Happy
Moon Festival.」便行。
若想在祝賀語中提及白兔、月亮、星星

，不妨大發詩興，創作一對一對滑稽幽默的
rhyming couplet，即押韻對句，例如：
The rabbit likes to chase a night,
Especially one that's in the nite.
He finds it hard to see the moon.
Overshadowed by the bright teaspoon.
Who is that beaming near the star？
She might like to eat a chocolate bar.
看到當中押韻的單字嗎？

Miss Carol

擁有英國劍橋大學英語
語言教學證書及英國萊斯特
大學大眾傳播學系碩士。現
為大專院校語文講師、企業
培訓講師及國際英文公開試
主考官。
carolc.english@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