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26日，暨南大學於深圳旅遊學院舉行
了2012年度對香港招生座談會，暨大副校長
陸大祥向與會30多所香港中學校長和老師詳
細介紹了該校2012年對港招生的思路。由於
暨南大學與華僑大學同屬國務院僑務辦公室

轄下大學，有關對港招生方案，同樣適用於華大。
暨大華大均直屬國務院僑務辦公室，辦學主要目標是面向海外和港

澳台等地，2校亦為錄取最多港生的內地大學，暨大在校港生有4,000多
人，華僑則有約1,000人。2012年起，兩校將從4種途徑對港招生：

教育部免試明年２月報名
1. 2校位列教育部對港免試招生的63所高校名單之中，各為香港中六

及中七畢業生提供共30個至50個免試錄取名額，網上報名日期為2012
年2月20日至3月5日，交費確認期為3月1日至15日，面試期為4月，5月
公布預錄名單，8月3日前公布錄取結果。針對新高中畢業生，最低錄
取要求為文憑試中英數通識4必修科「3322」級。

自行免試明年６月底招生
2. 2校亦有自行安排免試錄取；中七高考生只需要中、英及其他一科

合格，新高中畢業生則需要必修科及一選修科5科總成績12級以上，可經
面試入讀。有關安排提供彈性，讓個別英文未達3級而其他科目成績優秀
者同樣可免試入讀。至於文憑試5科總成績10級以上者可申請入讀一年制
預科。中七生免試報名日期為明年6月30日至7月5日，7月7日至8日面試；
新高中報名日期為明年7月23日至8月1日，8月4日至5日面試。

聯合招生試明年３月啟動
3. 暨大華大聯合招生考試的網上報名期為3月1日至30日，確認及交

費日期為3月15日至30日，考試時間是5月12日及13日，約6月中放榜。
交費確認點為香港中國旅行社各分社、香港考評局和學友社等，報名
費為500元人民幣。考試採取「3+×」模式，3是指必考的中英數科，
×則按考生報考專業要求，從歷史、地理、物理、化學、生物中任選1
到2門學科進行考試，每科總分150分。一般的專業只要求考生考4科(即
3+1)，醫科及護理專業則要求中英數、物理或化學4科，再加考生物。

校長保送計劃本月中展開
4. 新高中及中七畢業生，明年可參與中學校長保送計劃。學習成績

全級前10%或科技、體藝、社會服務表現突出者，經校長推薦及面
試，可獲免文憑試或高考成績，擇優直接錄取。報名時間為今年12月
12日至20日，明年1月7日至8日面試，1月中即放榜。暨大華大更會為
保送生提供獎學金。

雖然暨大華大提供不同的免試錄取途徑，但筆者預計，短期內2校聯
招試仍會是港生報讀的主要途徑。

■羅永祥 內地升學專家、香島專科學校校長
(本文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無瓣海桑(左)和海桑(右)是本港較常見的入侵種。
城大提供

港人內地畢業 1/4留異鄉求職

300平方米日濾百噸污水 奪國際高新技術獎

價廉高效籲港引進
城大創紅樹林淨水

廁旁樹特粗壯
證吸污化營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勞雅文）全球紅樹林面積不斷減
少，主力研究紅樹林營養循環的譚鳳儀指，在進行紅樹林
人工濕地污水處理系統研究的初期遇到不少困難，「好多
人都驚我 研究，會整死晒 紅樹林」，但其實她早於
上世紀80年代，已憑 一個「噁心的發現」，明白到紅樹
林植物有頑強生命力，更可以將「污物」變成「營養」。

譚鳳儀憶述，當時她與一班學生到西貢考察，希望等潮
退後，再了解附近一帶紅樹林植物生長，但到了傍晚6時
仍未潮退，令他們只可於岸邊遠觀。其間她環觀四周，發
現一間鐵皮屋旁的植物特別粗壯，葉子也較大片，便疑惑
道：「不是說紅樹林植物都缺乏營養嗎？」

細心了解下，她發現鐵皮屋其實是一個廁所，排泄物會
流經附近的紅樹林植物，譚鳳儀於是就帶走處於不同位置
的植物進行研究，結果證實有關植物會將穢物變成營養，
以幫助自己生長，並於上世紀90年代首次發表有關研究結
果，終於在2003年獲深圳福田提供地方作研究，首創了紅
樹林人工濕地污水處理系統。據悉，現時澳洲、台灣等地
亦有利用類似的系統進行污水處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勞雅文）在研究紅樹林
人工濕地污水處理系統的同時，譚鳳儀亦發現
紅樹林保護區內的外來紅樹木品種較當地品種
長得更高大、粗壯，懷疑有關植物為入侵種，
這會威脅本地品種生長，影響生態平衡，故隨
即展開「外來紅樹與本土紅樹能量利用策略研
究」，透過了解植物所需能量辨別出哪些是「入
侵種」，再想方法加以制衡。

譚鳳儀表示，有關研究簡單而言就是「燃燒
植物的葉子計算所需能量」，從而進行比較，她
解釋，入侵種所需能量較少，但繁殖速度驚
人，會威脅本地品種生長，故要及早分辨出
來。

福田米埔鄰近 港府需多注意
她舉例說，香港最常見的入侵種有海桑及無

瓣海桑，均生長得非常稠密，阻礙其他品種生
長，並會結出大量果子吸引陸鳥，令候鳥失去
棲身地，導致生態失衡。同時，紅樹木會隨水
漂流「落地生根」，而福田紅樹林保護區的深圳
灣與本港米埔的后海灣相連，建議內地及本港
政府加強合作，避免入侵種大量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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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大於2003年首次在深圳福
田區國家自然保護區內，

建立佔地400平方米的紅樹林人工
濕地污水處理系統，譚鳳儀及其
研究團隊則於2005年至2009年對
相關系統進行研究，結果發現紅
樹林會從污水中吸收大量「營
養」，變相去除的污染物包括超過
90%的懸浮物、60%至90%的氮及
70%至90%的磷。

生物除氮 大減藻華
譚鳳儀解釋，污水中的懸浮物

有淤泥、有機物、藻類及微生
物，氮主要來自人畜排泌物及化
學肥料，磷則主要來自清潔劑及
化學肥料，而氮及磷均是生物營
養素，流入水中會造成過量養
分，加速海藻繁殖，形成紅潮或
當海藻腐爛時就會消耗水中氧
氣，令海洋生物缺氧而死，嚴重
破壞生態環境，而紅樹林植物的
土壤及根部含豐富微生物品種，
可篩選出能降解氮的細菌，減少
藻華出現。

人工樹林 美化環境
在證實紅樹林植物有「除污力」

後，城大與廈門大學及深圳檢驗
檢疫局合作，於2009年起斥資30

萬元人民幣，在深圳龍崗引入有
關污水處理系統，建設了300平方
米人工濕地，每日可處理50至100
噸生活污水。譚鳳儀表示，除了
本地紅樹林植物如木欖、秋茄、
桐花樹及白骨壤等，專家亦加入
其他植物，包括蘆葦、風車草及
美人蕉幫助處理污水，而經過設
計的濕地更成為區內的小花園，
有助美化環境。

木本植物 穩定性高
譚鳳儀坦言，過去亦有人透過

植物淨化污水，但當中存在不少
限制，例如利用草本生物「去
污」，有關植物會不斷壯大，故要
定期修剪，而她使用的紅樹林植
物則為木本胎生植物，有固定生
長大小或定期自然死亡的特性，
加上種植於人工濕地內，可有效
控制生長範圍，增加使用的穩定
性。據悉，有關系統最多可有30
年「壽命」，屬「低成本、多效能」
的污水處理系統。

譚鳳儀的「紅樹林人工濕地污
水處理工藝」、「紅樹植物的能量
利用研究」及城大其餘3項研究，
在早前舉行的第十三屆中國國際
高新技術成果交易會中奪得了合
共5項優秀產品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勞雅文）全球各地均要面對污

水處理的難題，香港城市大學生物及化學系講座教授

譚鳳儀首創紅樹林人工濕地污水處理系統，並發現紅

樹林植物可有效「吸走」污染物高達9成。該校更與內

地有關政府部門合作，以30萬元人民幣於深圳龍崗區

建設佔地300平方米的濕地，以處理每日最多100噸生

活污水，相等於250人至500人日產污水量。淨化後的

污水即可以沖廁、灌溉及養魚，又可減低紅潮出現。

譚鳳儀形容該系統「低成本、多效能」，建議特區政府

盡快在港引入該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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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 顧一丹 廣

州報道）內地經濟
近年高速發展，吸引不少港生北上求學，當中不少
人在畢業後順理成章留在當地發展事業，希望靠雙
手打拚出自己的一片天地。今年畢業於暨南大學廣
播電視新聞學專業的李敏琪表示，班內有25%畢業
港生均留在內地求職，雖然他們未必是當地大公司
招聘的首選，求職過程也非一帆風順，但相信只要
有決心，肯定能找到工作。敏琪認為只要入職後把
工作做好，將來不愁沒有展翅的機會。

城市多元合生活打拚
李敏琪的班上大概有20位港澳生，其中四五位

選擇在內地就業，她指同學願意留在內地發展，
都有 自己的原因，有些是因為愛情，有些則是
家庭原因。至於敏琪，她的父親現居香港，母親
住在廣東，自己則在廣州讀書4年，對這裡有深
厚的感情，更認為當地的生活節奏可慢可快，城
市非常多樣化，「是一個很適合年輕人打拚、生
活的地方」。她曾考慮到香港找工作，「不過暨

大學生在港就業不算太好，加上租房子和交通費
等成本問題，感覺在香港就業也有諸多麻煩」。

大公司介懷港人身份
在香港求職不易，但留在廣州亦未見得事事順

心。敏琪指，由於出身自暨大廣播電視新聞學專
業，坦言很想在內地的媒體工作，「但來自香港
的背景還是拖了一點後腿」，她曾在南方電視台
實習，又進入到《廣州日報》的第二輪面試，但
始終認為大公司對於自己的港人身份「多少有些
介懷」，不過小企業或新公司卻不會太在意。她
笑言，曾想過放棄港人身份，但父母堅決反對，
只有作罷。

港澳生求職較不積極
敏琪由4月開始尋找工作，經過2場招聘會、八

九次面試之後，最終加入了一所公司的廣告部，
從事媒體、廣告類工作。敏琪指，若將港澳生與
內地生比較，前者求職不算積極，後者則一早就
開始籌謀。她在廣州的室友同是港人，求職過程
也不太順利，經過幾個月時間，現在才總算安定

下來。敏琪坦言，2人的薪酬雖不算太好，在廣
州租房一個月1,000元左右，扣除掉其他雜費開
支，目前都過 「月光族」的生活，每月清袋，
但對未來還是抱有積極的希望。

神州求學系列

文藝作品包括詩詞歌
賦、小說、散文、戲
劇、書法等的風格、模
式，是一種獨特的文化
現象，是某種歷史內容

長期積澱的產物，人們把它概括為「體」。近
年，網民針對一些文藝創作，尤其網絡文學，以
嬉笑怒罵的方式，創造出諸多無奇不有的「體」
類新詞。

「體」類新詞 源起「梨花」
2006年，自內地女詩人趙麗華的口語式詩作被

網友諷為「梨花體」（麗華體）後，各式各樣的
「體」類新詞爭先恐後湧現。《知音》雜誌上煽
情風格的文章被稱為「知音體」。網民「愛步小
蜜糖」的嗲功贏得「蜜糖體」稱號。「剪刀體」
則因作者「雙股剪刀」文章多以「呀」、「哦」、

「拉」斷句而自成特色。詩人車延高的詩作以白
話式的抒情風格獲得文學獎，備受關注和爭議，
被稱為「羊羔體」。

「咆哮體」則因文句中常加上多個感嘆號以表
達咆哮、激動的情緒，被網民讚為非常「過癮」
的發洩方式。甚至演員宋丹丹微博上的一篇博文
也激發「丹丹體」風行一時。

寶黛談心 齊織「圍脖」
不少著名作家獨特的寫作風格深入人心，他們

的作品或某些段落少不免成為模仿對象，於是
「古龍體」、「金庸體」、「瓊瑤體」（奶奶體）、
「倉央嘉措體」等相繼湧現。最有趣的是「寶黛
體」，網民借《紅樓夢》中寶玉摔玉前與黛玉的
一段對話中「這會子」、「勞什子」等紅樓式語
言，讓寶黛2人推心置腹談起了織圍脖、買股
票、調油價等，道出現實中的無奈心態。

反映社會生活百態
此外，明快、直接的廣告式「凡客體」，戲謔

惡搞的「QQ體」、「企鵝體」，靈感來自日本動
畫的「日和體」，模仿莎士比亞的「紡紗體」（紗
比體），誇張、矯情的「銀鐲體」，純情、傷感的

「校內體」，淘寶網上的「淘寶體」，別字、數
字、符號等夾雜的「腦殘體」（火星文），以雷人
風格著稱的「菜刀體」，高調炫富的「後宮體」

（後宮優雅體），「hold住姐」的「Hold住體」等
⋯⋯五花八門的網絡文體相繼閃亮登場，令人目
不暇給。相信「體」類新詞還會繼續不斷推陳出
新，例如最新、最時髦的北大校長的「其鳳
體」、小悅悅事件引發的「撐腰體」等。

「體」類新詞從一個側面反映網絡文學的活
躍，大多數網民都把它當成一種娛樂方式，用以
反映當前的社會生活百態，從笑談中抒發情感，
令讀者都禁不住發出會心一笑。

■教院語言資訊科研中心

蔣震(語言科學)講座教授 鄒嘉彥主持

(本文標題和小題為編輯所加)

網絡文體過癮 創意爆燈

■譚鳳儀展示於城大溫室內培植，稍後會用作研究的紅樹林植物。
香港文匯報記者勞雅文 攝

■龍崗區人工濕地污水處理系統成為區內的小花園，有助美化環境。 城大提供

■李敏琪表
示，雖然現
在過 「月
光族」的生
活，但相信
只要努力，
將來會有展
翅的機會。
受訪者提供

暨大華大招港生新安排

本 內容：文匯教育 紫荊廣場 娛樂新聞 體育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