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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內地交流
首輪月底展開

■港大千名師生內地交流計劃將於本月底展開，首輪將有
約800名師生率先北上。
資料圖片

李克強訪港贈千名額 800師生率先北上了解國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國務院副
總理李克強去年宣布，每年為香港大學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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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委培」制
內地生交流費增

■修讀教育的港大生，將有機
■修讀教育的港大生，將有機
會到西藏或雲南等地區，深入
會到西藏或雲南等地區，深入
了解少數民族教育。資料圖片
了解少數民族教育。資料圖片

分享成功之道、部分學生會到西部地區研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經過多番討論，香港
大學將取消委培制度，下學年來港升讀本科的內地生，將
直接到港大上課。不過，內地生亦可透過「雙交流」制
度，申請首年到內地交流1年，以實現到清華、北大等名
校讀書的「委培夢」
，但校方指有關名額有限，相信最多
只會有一半內地新生可申請此項計劃，而且交流期間要繳
交逾11萬元的本地學費，再無低至3萬的「委培價」
。

少數民族教育，有志科研的學生甚至有機會

新學制首年 增核心課程

1,000個內地交流名額，有關計劃將於本月底
展開。據了解，首輪將會有約800名師生率先
北上，項目形式多元豐富，包括到內地不同
院校及機構上課及實習、商界名人將與學生

到內地科研機構參與國家的973研究項目，務
■黃依倩指，各學系對交流計劃
反應熱烈，提交了不少計劃書，
令活動非常多元。
資料圖片

求在各方各面，增進港生對內地的了解。

為

促進內地與香港學術考察交流，李克強在主持
香港大學百周年慶典時，宣布中央將設立專項
資金，由今年起每年為港大設立1,000個內地交流名
額，幫助師生了解內地、熟悉國情。

交流活動多元 惠及不同學系
港大接收了這份大禮後，亦馬不停蹄地展開籌備工
作。港大中國事務總監黃依倩指，交流活動主要由各
個學系提出建議，以設計最符合學生需要的交流活
動。各學系對計劃反應熱烈，除了有少數學系還在考
慮課程銜接問題外，其他學系紛紛遞交了有關內地交
流的計劃書，因此交流活動相當多元，亦能惠及不同
學系。
首輪交流活動將於本月底開始，地點遍布東南西

北，除了有商科生及建築系學生到上海上課、實習1
個學期，以增進對內地市場的了解外；修讀教育的學
生也有機會到廣西、四川、雲南或西藏等地，了解少
數民族教育。

並不需要大量花費，只用支付自己的日常生活開支。
至於課程銜接方面，黃依倩指，部分學系已將交流計
劃包括在整個課程之內，相信不會延誤學習進度，反
而會達至學術與實質體驗相輔相成的效果。

中央專資支持 交流銜接課程

廣邀內地師生 赴港雙邊交流

此外，港大已積極與內地各單位接洽，部分院校及
科研機構均表示歡迎港大學生申請參與項目，黃依倩
指︰「不只是院校內的科研，學生更有機會參與973
這種國家級的大項目。」港大亦會在深圳、上海、北
京及西北部地方，開設共4個教學中心，以支援到當
地交流的學生。
由於有中央設立專項資金支持，港大生到內地交流

為了進一步擴大效益，港大打算把這項計劃打造成
雙向交流，黃依倩表示，屆時除了會有港大師生到內
地外，復旦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北京大學、浙江大
學及南京大學等內地知名學府的師生亦會到港大學習
與教學，實行雙邊交流，令留在港大的學生亦有機會
在學術上與內地師生互動。她補充道︰「這只是試驗
性質，如果成功的話，會考慮擴大規模。」

200理大生暑假下鄉服務

■理大與友成基金會昨日舉行合作備忘錄簽署儀式。左起：阮曾媛琪、聶
德權及湯敏。
理大供圖

■去年亦有
參與計劃的
內蒙古呼和
浩特市義工
大學生王志
輝(左)和扎
布嘎(右)亦
有到場分享
難忘經歷。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劉思諾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香港 中國農村社會的了解，更可將學術理
理工大學與友成基金會合辦為期3年的 論實踐出來。她期望，來年可進一步
「2012金穗行──香港青年鄉村服務計 開拓計劃至10個長遠且持久的服務項
劃」，今年暑假將有200名理大生到重 目，惠及更多有需要的村民。
去年，理大已和友成基金會舉辦過
慶、內蒙古、雲南、廣西及四川等地
的鄉村，服務當地居民，如開發生態 「香港青年鄉村服務計劃──內蒙古之
，約有30名理大生到內蒙古呼和浩
旅遊路線、義務教學、提供醫療服務 旅」
特市武川縣三間房村，分析當地的環
及兒童託管等。
，讓
理大與友成基金會昨日舉行合作備 境設施後，繪製了一張「綠地圖」
忘錄簽署儀式，由友成基金會常務副 當地村民好好善用鄉村的土地，村民
理事長湯敏與理大副校長（學院發展 看過「綠地圖」後，便決心改善當地
及合作）阮曾媛琪代表簽署，社會福 衛生環境和處理生態問題。
理大電子計算系四年級生郭美霞表
利署署長聶德權亦有到場見證儀式。
示，去年的服務經驗讓她獲益良多，
「服務」計學分 助認識農村 當時她要親身下鄉探訪村民，讓她更
阮曾媛琪表示，理大是本地唯一一 了解農民的需要。她又指，和隨團的
所將「服務學習」計算作學分的大 當地大學生義工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學，希望藉 服務計劃，加深學生對 讓她畢生難忘。

港大中國事務處總監黃依倩指，考慮到本港的大學轉行
4年制，間接取消了內地生的基礎年學習，再加上課程內
容有所改變，要再讓內地生首年於內地知名學府進行委培
有一定難度。因此，港大決定下學年來港升學的內地生，
將直接到港大上課，以應付學科需要。
黃依倩解釋︰「新學制下，所有學生都要上一系列的核
心課程，而以往的委培院校則未必有相應學科讓學生修
讀，為免大批學生跟不上整個本科課程進度，我們決定限
制首年到內地交流的數目。」

申請「雙交流」赴清華北大
港大屆時會推出「雙交流」制度，以彌補內地生未能委
培的遺憾。申請計劃的內地生首年可到清華、北大、復旦
或浙大等院校讀書，並同時保證另外一次赴海外交流機
會，以維持現時兩次交流的狀況。不過，有關名額有限，
最多只會有一半內地新生可參加，而且需繳交本地學費。
要獲得兩地讀書經驗的內地生，將要付更高代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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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
及文學系與《中國作家》雜誌合辦的「中國作家中大
行」
，今年邀得中國著名作家張煒及文學評論家孟繁
華於明日分別以「寫作這種事情」及「鄉村文明的崩
潰與新文明的崛起—當下中國文學狀況的一個方面」
為題作分享。講座以普通話進行，歡迎公眾參加。

作品近百 「空前絕後」
是次講座將於本月18日（星期三）下午12時半至2
時，假座中大本部李兆基樓一號演講廳舉行，查詢
電話：3943-7094。張煒為山東省作家協會主席，自
1975年開始發表詩歌、小說、散文及文評，至今已
出版近百部作品。1987年發表的長篇小說《古船》
獲選為「世界華語小說百年百強」
。2011年，張煒的
450萬字長篇小說《你在高原》獲第八屆茅盾文學
獎，評委譽之為「空前絕後」
。
孟繁華是北京大學文學博士，為中國文化與文學
研究所所長。其主要著作有《中國當代文學通論》
、
《遊牧的文學時代》等，主編文集有《百年中國文學
總系》
、《當代文學關鍵詞》等。孟的文學研究多次
獲中國文聯優秀文學理論批評獎、中國社會科學院
優秀研究成果獎。

口語輕聲 反映水平
輕聲是普通話口
語中的重要特徵之
一，輕聲詞語讀得
對不對，掌握得好
不好，反映出普通話水平的高低。說好輕聲對應
考普通話水平測試者尤其重要，必須加以練習。
其實，輕聲是一種變調現象，既然字詞變了調，
就不能再讀它的原調。輕聲音節要讀得較輕較
短，但發音時也不能沒了聲音，下面我們會詳作
解釋。

上聲後輕 最難掌握
首先，陰平、陽平、去聲音節後的輕聲音節要
讀成短促的低降調，調值為「31」。如果一時未

能掌握得好，也可把這一類的輕聲音節仿讀為短
促的去聲調。例如：窗戶、鄉下、能耐、苗條、
漂亮、親家等。不過在輕聲音節中，最難掌握的
是上聲後的輕聲音節，因為上聲後的輕聲音節要
讀成短促的半高平調，調值為「44」。例如：眼
睛、穩當、打扮等等。至於語氣詞「嗎、呢、
啊、吧」
、助詞「 、了、過、的、地、得」
、詞
的後綴「桌子、罐頭、多麼、前面、洞裡」，以
及疊音詞「星星、想想、看看、聽聽」等輕聲
詞，則相對較容易應付。
另外，有部分詞語在普通話口語中會習慣讀輕
聲，由於毫無規律，加上母語非普通話人士缺乏
普通話口語的語感—沒有讀輕聲和說輕聲的習
慣，容易混淆輕聲詞語和非輕聲詞語。

阿德雷德學飛 南澳大最出名
一套《衝上雲
霄》讓港人認識
到澳洲的阿德雷
德，以及當地設
有一間飛機師訓練學校。筆者將於今期專欄為大
家介紹澳洲的航空學（Aviation）課程。
事實上，航空學課程並不只限於南澳省的阿德
雷德，其他省份如新南威爾斯省、維多利亞省、
昆士蘭省及西澳省共有約7所大學均有開辦航空
學課程。不過，說到知名度和聲譽，位於阿德雷
德的南澳大學—航空學訓練學院可說是當地最
為著名及歷史悠久的飛機師訓練學院，亦是澳洲
兩所擁有自設航空學訓練學院的大學之一。南澳
大學不但是澳洲第一所為機師開創高等程度（大
學學位）課程的大學，更是南澳省唯一一所開辦
航空學學位的大學。

課程重實踐 達國際標準
南澳大學所開辦的三年制應用科學(民航學)學
士學位課程， 重理論及實踐，課程根據商業或
航空運輸駕駛員執照的基本知識要求設計，不但
達到澳洲民航安全局的標準，而且大學所提供的
220小時飛行訓練（非必須/可選修課程）亦達到
國際民航組織（ICAO）的標準，為有志成為民
航機機師的學生作最佳的準備。
學生需修讀的學科包括：航空營運和管理、航
空法和飛行規則、航空項目、航空物理、飛機操
作、組員資源管理、大型飛機的性能和規劃、導
航、氣象等。學生亦可選修一些航空學以外的科
目，如飛行運作管理、空中交通管制、空中交通
指揮等。每年學術課程的學費為21,250澳元，學
生需另外繳付飛行練習的費用。

可輕讀詞 不能靠背
要練習輕聲詞，可參考《普通話水平測試實施
綱要》中印有的「必讀輕聲詞語表」
，表中548個
詞語必須讀輕聲，如果不讀輕聲就會犯語音錯
誤。上述「詞語表」雖為學生掌握普通話輕聲提
供了捷徑，但最容易引起混亂的輕聲詞語，是那
些「可輕讀詞語」—它們不是輕聲詞語，但可
輕讀，例如：「分析、女士」等。這些詞語在口
語中可以輕讀，但由於它們不屬於輕聲詞語，所
以並無收錄在「詞語表」內。由此可見，要掌握
好輕聲詞僅靠記憶並不足夠，要注意多實踐、多
運用、多對比、多聽規範的口語表達，從而不斷
提高自己的口語水平。
■資料提供：楷博語言培訓
網址：http://www.putonghua.com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未能升學位 先修銜接課
該課程的最低入學要求為新高中文憑
（HKDSE）或高考（HKAL）達6分（即大約
DDD，其中兩科必須為數學及物理）及IELTS達
6分或以上（註：大學並未註明HKDSE的收生要
求）。而未能直升學位課程的中七高考、新中
六、中五程度的同學，可先在南澳大學的附屬學
院SAIBT修讀大學銜接課程。
另一所擁有自設航空學訓練學院的大學，是位
於悉尼的UNSW，其航空學院名為UNSW
Aviation，所開辦的3年制航空學學士學位共細分
兩個範疇：航空學飛行學和航空學管理學。想成
為飛機師的同學應選修航空學飛行學學士學位。
除了學術課程外，同學亦需進行最少240小時的
實際飛行練習和60小時的模擬飛行練習。此課程
的3年學費約為12萬澳元。
■尚學堂（Ada Tam）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