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写常州新闻

打造绿色钢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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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我心中的太阳
———访香港东区区议会主席丁毓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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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这天，香港下起了丝丝的小

雨，滋润着香港东区区议会主席丁毓珠

的好心情：这天香港宪报的新闻公报上

公布了
!&$$

年授勋名单，丁毓珠名列第

二等的金紫荆星章行列，全港仅有
$'

人

获此殊荣。

公报上刊登的丁毓珠的颁奖词是

“丁毓珠长期参与公共及社会服务，表现

卓越，尤其对东区的地方行政工作，建树

良多。身为东区区议会主席，丁毓珠致力

促进地区与政府之间的沟通。丁毓珠亦

一直大力促进妇女、儿童及长者福利服

务，贡献良多，现获颁授金紫荆星章。”

弃家学，办幼教

丁毓珠的曾祖父是在中国医界赫赫

有名的孟河医派创始人之一的丁甘仁，悬

壶济世博大精深解救病人于水火之中的

中国传统医术就在这个家庭中代代相传。

小时，丁毓珠随父母到了上海，那时她还

只是一个小姑娘。但是，沪上生活还是给

她幼小的心灵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父

亲丁济万，也是一位名医，曾经治好过当

时许多政要。由于医术精湛，每天求医者

络绎不绝，一天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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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号病人，甚至一

早就要来排队抢挂号。屋子里挤满了病

人，他们那痛苦的面容，让我很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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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时，丁毓珠跟随父母来到香港。

以后，父亲要她传承家学，尽管她也有

心，但一想到那一张张痛苦的脸，心头就

溢满无法承受之重，“人们把生命托付给

你，而你有时却无奈地在他们的企盼的

眼光中看着一个生命渐渐逝去，那种痛

楚我无法忍受……”而她愿意看到的是

孩子们如花朵般的笑脸。所以她违背了

父亲的意愿，走上了一条成才从“娃娃抓

起”的幼教之路。

然而，对她来说，这是一条荆棘多于

鲜花、寂寞多于掌声的艰辛之路。她十分

喜欢小朋友，甚至放弃跟随姐姐一起到

国外留学的机会，为的是可以与小朋友

“长相厮守”，她说，“少年时立下两大志

向：一是成为幼儿园教师，一是经营童装

店。我在童装店门外驻足观看一整天，也

不会厌。”但是，她的“教师梦”差一点就

要破灭：广东话发音不准，无法通过师范

学院的测试。教育学院负责面试的导师，

听她将文章读到一半，就回绝了她。可她

不死心，既然无法用广东话教小朋友，她

便到苏浙幼稚园转用国语教书。

幼稚园工作让她忙得团团转，但为

了获得正规教师资格，她不惜“一妇三

职”：上午教幼稚园；下午义务教小学，还

要当班主任；晚上则到葛量洪学校读夜

间在职教师训练班。回忆当年拼搏，“夜

间在职教师培训，不需考语音，但如果你

不教小学，便无法修读夜间课程，所以我

必须同时读书及义务教小学。”丁毓珠感

慨万分：“连吃饭也只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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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

她每天与孩子为伴，心中只有孩子，

只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幸福的职业，而自

己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但是一件事

触动了她的心灵：她怀孕时，小朋友们要

她一起参加“青蛙跳”，她大着肚子，怎么

能跳？而小朋友却不太高兴了。那时她就

想，若要延续教育生命，不能一辈子当老

师，而必须当校长！

奠下事业的第一块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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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丁毓珠张罗着在维多利亚

公园旁的维多利亚大厦创办起了一间不

起眼的幼儿园———“维多利亚幼稚园”。

这时她
!(

岁，离开她当幼儿教师过去了
%

个年头。最初，接收的孩子只有
*

个。尽管

孩子少，但家长却十分信任她。

为了节省成本，开校之初，丁毓珠

“校长、老师、保姆、司机、杂务”一肩挑，

“早上接学生返学校，其后教书、弹琴都

是我。到了放学，我驾车将学生逐个送回

家。之后又要抹桌子，到露台扫垃圾。”

不久，学生人数由
*

名增加至
!"

多名。

这让丁毓珠可以请
$

名教师及
$

名兼职清

洁工人，分担教学及
+

个教室的清洁工作。

如何办起一所现代理念的幼儿园？丁

毓珠苦苦思索。她觉得幼儿教育的核心价

值是让孩子得到启发性的学习，在德、智、

体、群、美方面得到均衡发展，是最重要的。

而具体则转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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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学习范畴的全面发展：

“体能与健康”、“语文”、“早期数学”、“科学

与科技”、“个人与群体”、“创意美术”。

在香港这样的国际大都市，家长自

然希望孩子操一口流利的英语，丁毓珠

在全港幼儿园中第一个聘请外籍英语教

师。第一位英国籍教师来头不小，他在英

军身居要职，但一度无法就任，因为家里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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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婴儿要照顾。丁毓珠将其婴儿“寄

托”在姐姐家，自己则“管接管送”，每日

接送老师往返军营与幼稚园。一连串的

“配套援助措施”使“维多利亚”建立了良

好口碑，那位英籍教师不断引荐合适的

同乡来港执教，壮大了维多利亚外籍教

师的队伍。今天，维多利亚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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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名

教师中，外籍教师便占了
*"

名。

对小朋友的爱，使丁毓珠容不得半点

对小朋友的伤害。有一名高学历的外籍英

语教师“盛怒”时，经常一面用小指指着小

朋友，一面斥骂。当时聘请外籍教师很困

难，但她仍二话不说将他解雇。她说：“这

样的人根本没有爱心去教小朋友。”

香港的父母一是太忙，父母都需要出

外工作，与子女接触的时间很少，“有时小

朋友的问题，希望找家长谈一谈，但每次

接电话的都可能是菲佣。”二是“舍不得”

管教子女，往往将教导的责任推给幼稚

园，甚至“语带恐吓”，使小朋友视幼稚园

为“畏途”。“有的家长会吓小朋友：‘你现

在这么顽皮，以后上学，你就会知道味道

了，老师一定教训你。’孩子自然对学校恐

惧异常，一开始上学就会哭、会叫。”因此，

她希望所有小朋友都可以开开心心上学。

“我的理念，就是将学校变成儿童乐园”。

在这样的理念下，“维多利亚”发展成

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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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小学、
*

间幼稚园一条龙式的私立

中小学的香港名牌私立学校教育集团，还

先后在上海、深圳、杭州开办了这种全新

幼儿园。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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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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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小学、中学、大学预

科都可以在“维多利亚”完成。不少名人的

子女和他们的第
+

代，都曾在“维多利亚”

旗下学校读书，包括李嘉诚的长孙女、成

龙的儿子和钟镇涛的一对儿女等。

议会主席就是要“为人民服务”

说到“参政”，丁毓珠
$)*!

年便已成为

委任区议员，其后历任民选区议员、市政

局议员，直到现在担任东区区议会主席。

“香港东区的面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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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顷，位于港岛

东北部。人口近
()

万，占整个香港人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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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议会主席，我肩头的担子很重，

不过我记得一条就是‘为人民服务’。香港

回归后，民主绝对没有退步。相比港英时

代，区议会议员的权力已经增加了不少！

整体而言，特区政府的施政比九七前民主

得多，政府运作高度透明，推行政策前或

过程中，官员都会到区议会听取议员意

见。港英时代，我们议员连向政府官员提

问都不行，只有听政府讲政策的份。”

上世纪
)&

年代，担任东区区议员的她

成功胜选兼任市政局议员，接触市政局内

针锋相对的议会辩论文化，大大丰富了自

己的政治经验。丁毓珠笑笑说：“地区需要

什么，我们便有责任到市政局争取，因为

市政局权力大得多。什么游泳池、垃圾站，

只要居民有需要，我们便去‘扰’ 。”

“转型过程”中，丁毓珠坦言被人视

为“怪物”。她解释：“以前区议会与市政局

是二层架构，市政局似乎高级一点。但当

区议员可以成为市政局议员时，两者便变

得平起平坐。虽然他们
.

市政局议员
/

没有

‘歧视’我们，但感觉总有点怪怪的。”

丁毓珠的女儿孔美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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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从美国

学成回港后，成了她的好帮手，“我有多

年办学经验，而女儿则在美国学到了新

的教学方法和技巧，两者相辅相成，优势

互补，自然使维多利亚如虎添翼，现在她

已经是掌门人了。”

但是，不管走到哪里，她始终牵挂着

江南老家。这几年，丁毓珠每年都要回到

新北区孟河镇祭奠那片土地上的先祖。

去年还向孟河中心小学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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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设

立助学金。眼下，她的太公丁甘仁的故居

正在加紧修复中。“我的太公就长眠在那

里，我是那片土地的女儿。”

周逸敏 文
!

摄

人 物 简 介

丁毓珠! 常州新北区孟河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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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出生!

&

岁时随父母移居香港"

"'

岁任幼

儿教师!

(&

岁时创办维多利亚幼稚园!经

$)

年这家幼儿园已发展成为拥有
(

间小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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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幼稚园一条龙式的私立中小学的

香港名牌私立学校教育集团"

"#'(

年丁毓

珠获委任为区议员! 其后历任民选区议

员#市政局议员!现担任香港东区区议会

主席"

"##"

年
"%

月获委任为非官守太平绅

士!并获授银#铜紫荆星章!今年
*

月更获

授金紫荆星章"她还任基本法推广督导委

员会委员# 香港岛各界联合会首席会长#

香港各界妇女联合协进会名誉会长兼副

主席#上海市政协委员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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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东区区议会主席丁毓珠近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