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2  ecampustoday  Vol.205

新天地

在這次全新一輯的「小嘴巴。大世界」裡，小嘴巴將會帶

大家認識中國文化。

已播出的1-3集由潘樹仁先生（中知書院客座教授、濟川

文化研究會創會會長、高等院校客座講師、生命教育導師、文

化學者及作家、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執委）主持，以下是

節目內容簡介： 

第1集：春節趣味談（19/12/2015）

新年好快到臨，耤著這個節日向長輩祝賀，或者送上一

份小禮物，人家會向送禮的人擇返利是？派利是要派雙封？

擇返利是，就是「禮尚往來」啲意思。很早已經在《禮記》

由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與 DBC

數碼電台聯合製作的「小嘴巴。

大 世 界 」， 是 一 個 屬 於 青 少 年 的 電 台

節 目， 逢 星 期 六 早 上 9 時 至 10 時 在

DBC me2 台（原 DBC 校園台）播出，

節目內容以人物專訪、介紹內地與港台

文化動態、青年人的潮流動向為主。此

環節由青少年一手包辦內容搜集、擔當

主持及進行人物訪談等，節目希望透過

年青人的說話，表達出他們對這個世界

和社會動態的看法。「講佢想講，聽佢

想聽」——以青少年出發，說出他們的

大世界。

『小嘴巴•大世界』 電台節目
全新一輯

提出：「禮尚往來。往而不

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

非禮也。」大家有來往又有

禮貌，是中國人優良文化的

傳統習慣，禮儀之邦要大眾

實行。偶數係雙封，成雙成

對，喻意吉利，當然一個人

派一封，也要講一句多謝。

節日除了向長輩表達敬意之

外，實踐人倫關係是幸福人

生的體驗。

ON
 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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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集：管理與教育文化（26/12/2015）

管仲的著作《管子》，是管理學的開端，很多人奉管仲是

法家的始祖。因為管仲作為齊國的宰相，管理國家井井有條，

令齊桓公成為春秋五霸之首，當中的智慧值得我們學習。

儒家思想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事業的目標，

修身即是自我管理，是個人自律行為的訓練。在家中除了收拾

好衣物外，個人對父母要孝順，對長輩要尊敬，這種待人的態

度，是培養一個人的人際關係，出外工作時，與同事之間的友

善關係，成為日後管理下屬的重要人緣。

第3集：從中國文字看教育文化（2/1/2016）

「先學做人，再學做事」，傳統文化以培育人有道理價值

判斷，是教育的首要任務，不能只求分數死讀書，用象形文字

教學是非常有趣。孔子是偉大的教育家，《孔子家語》提出：

「少而不學，長無能也；老而不教，死莫之思也；有而不施，

窮莫之救也。故君子少思其長則務學，老思其死則務教，有思

其窮則務施。」少年時期不勤力學習，除了浪費最佳的學習時

間外，沒有發掘出自己的潛能，長大後一無所長，失去了做人

的趣味和意義，實在太可惜。

而即將播出的第4-6集，將由彭淑敏女士（香港樹仁大學

歷史學系高級講師，香港浸會大學歷史學哲學博士、《香港文

化導論》著作者之一、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執委）主持。

之後播出的第7-9集，將由殷浩然先生（前體操國際裁判、香

港啦啦隊總會會長、前國際總會秘書長、亞洲總會副會長、香

港武術聯會名譽顧問、八十年代初香港冠軍選手、香港中華文

化發展聯合會執委）主持。以下是節目預告（暫定）：

第4集：點解要讀歷史？Why&How？（9/1/2016）

第5集：動手動腳看歷史：

 石屋家園（16/1/2016）

第6集：動手動腳看歷史：

 舊大埔警署（23/1/2016）

第7集：運動如何提升自我正能量？（30/1/2016）

第8集：如何在繁忙的學習中選擇適合自己的運動？

（6/2/2016）

第9集：運動如何能幫助學業成長？（13/2/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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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學生歷史廣播劇節目》，於2015年4月－10月逢星期

六在DBC數碼四台校園台播出，節目共邀請26隊入圍中學學

生，以廣播劇的形式重新呈現歷史，獲得同學的熱烈反應。

舊時光

「小嘴巴。大世界」節目播出至今，已將近一年。在這一

年裡，文聯會邀請講者和DJ 為青少年作培訓，給他們走進錄音

棚的機會。青少年們在節目中以清談、廣播劇、採訪等方式，

暢談對中華文化的看法，分享自己的心得。

活動回顧：

本會曾邀請到李麗蕊女士、白耀燦先生、姚秀玲女士等資

深媒體人及DBC台DJ為即將參與電台節目的青少年進行廣播劇

演繹方面的培訓，成功吸引到超過1000位師生參加。

▲ 九龍三育中學

▲ 路德會西門英才中學

▲ 屯門天主教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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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嘴巴大奇遇》，於2015年10月－12月逢星期六在

DBC數碼四台校園台播出，由青少年以清談方式，採訪教育

界、文化界知名人士，進一步了解不同人眼中的文化。

《全港小學生普通話電台廣播劇比賽》，於2015年7月起

逢星期六在DBC數碼四台校園台播出，節目共邀請60隊入圍小

學師生，以廣播劇的形式用普通話演繹成語故事。

「小嘴巴。大世界」電台節目
週六早上9時到10時 - DBCme2

節目重溫：http://www.DBC.hk/radio4/programme/Id/224

▲ 民生書院小學

▲ 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小學

▲ 香港培正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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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小學生普通話電台廣播劇比賽 決賽學校名單（排名不分先後）

仁愛堂田家炳小學 港澳信義會明道小學 聖公會主恩小學

青衣商會小學 保良局何壽南小學 鳳溪第一小學

路德會沙崙學校 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小學 李志達紀念學校

大埔崇德黃建常紀念學校 鳳溪創新小學 保良局錦泰小學

九龍塘學校 ( 小學部 ) 粉嶺公立學校 香港培正小學

浸信會沙田圍呂明才小學 沙田崇真學校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學校

滬江小學 救世軍田家炳學校 嘉諾撒聖方濟各學校

民生書院小學 天主教聖母聖心小學 九龍塘天主教華德學校

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聖公會柴灣聖米迦勒小學 救世軍中原慈善基金學校

香港中國婦女會丘榮學校 聖伯多祿天主教小學 啟思小學

柴灣角天主教小學 樂善堂小學 東莞同鄉會方樹泉學校

激活英文小學 英華小學 和富慈善基金李宗德小學

東華三院王余家潔紀念小學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英業小學 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公益社小學

嗇色園主辦可譽中學暨可譽小學 新界婦孺福利會梁省德學校 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

中學生歷史廣播劇節目 入圍學校名單（排名不分先後）

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 香港鄧鏡波書院 九龍三育中學

屯門天主教中學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中學 玫瑰崗學校

獅子會中學 顯理中學 梁式芝書院

路德會西門英才中學 仁濟醫院林百欣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基道中學

聖芳濟書院 佛教黃鳳翎中學 旅港開平商會中學

賽馬會官立中學 妙法寺劉金龍中學 保良局姚連生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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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春天，黃山的山光水色與盛放的油菜花相映成趣，風

光更見嫵媚。畫家在這美景下，往往有所啟發與創作靈

感，筆下的黃山亦獨具韻味。

為促進香港、澳門和內地三地畫家之文化交流，香港中華

文化發展聯合會將於2016年3月舉辦「黃山早春三月三地畫家

寫生遊」，以畫會友，讓各參加者在作畫造詣更上一層樓。同

時亦歡迎非藝術界人士參加，與我們一同暢遊水墨徽州，感悟

大自然。

注意事項：

1. 各參加者需繳付港幣 500 元按金予本會，出席者將獲
發還全數按金。

- 可以支票形式付款：抬頭寫上「香港中華文化發展
聯 合 會 有 限 公 司 」 ／ Hong Kong Chinese Culture 
Development Assoication Ltd.

- 或存款到：012-692-1-012633-7

2. 參加者只需自費來回香港至黃山之交通費、保險、繪畫
所用的物品。到埗後之食宿、交通費、景點入場費、黃
山纜車費一概由主辦機構支付。

3. 所有參加者均需入住黃山學而會議中心酒店。

4. 參加者可自願捐贈黃山畫作給主辦機構。

5. 主辦機構保留接受報名與否、行程編排之最終權利。

日       期：2016年3月23日至26日（四日三夜）

名       額：10至20人 （香港地區）

全團人數：約40人

行       程：日期 / 行程

23/3（三）

從香港乘坐飛機往杭州，再轉旅遊巴到黃山
晚上到達黃山學而會議中心酒店用膳及參與歡迎晚會

24/3（四）

早上遊覽中國文化名城之一：歙縣古城。城內滿布長亭、古
橋、石坊、古塔，完整保留了當時的建築風格，猶如一座氣
勢恢宏的歷史博物館；
下午遊覽有「活動著的清明上河圖」之稱、古徽洲的主要商
業市集屯溪老街，欣賞古建築特色，品嘗當地特色美食。

25/3（五）

早上到黃山風景區索道上山，於黃山北海作畫及用膳；
下午往休寧縣靈山景區附近觀賞油菜花及作畫

26/3（六）

早上於被譽為「中國畫裡鄉村」宏村遊覽及作畫；
乘坐旅遊巴到杭州，再轉飛機返回香港

報名與查詢：
可致電本會秘書處林小姐（2523 0800）/
電郵：info@hkccda.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