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家經常在報章上看到報道指，
某議員舉行「選舉工程」啟動儀
式。有人問，選舉又不是修橋造
路，又不需要動用起重機、吊臂
車，怎麼也稱為「工程」？
這個問題問得好，一般詞典對

「工程」一詞的解釋是：土木建築或
其他生產、製造部門用比較大而複
雜的設備進行的工作，令人以為
「工程」應該只是涉及建築、地盤之
類。

以往土木建築相關
其實「工程」除了與土木建築有

關外，也可泛指其他生產、製造部
門大型的、複雜的工作。例如學術
上就有「工程學」，這是專門研究與
實踐應用數學、自然科學、經濟

學、社會學等基礎學科的知識，以
達到改良各行業中系統、材料和加
工步驟等設計和應用方式的一門學
科。例如化學工程、電子工程、生
物工程、食品工程、語言工程、基
因工程等。又例如目前最熱門的
「資訊工程」（ I n f o r m a t i o n
Engineering，簡稱IE），就是一門通
過電腦來處理資訊科技的新興學
科，現時不少大學都設有「資訊工
程學系」。

現指大型複雜工作
後來，「工程」詞義又進一步虛

化，據《現代漢語詞典》解釋，這
可以「泛指某項需要投入巨大人力
和物力的工作」。例如最為港人熟悉
的「希望工程」，就是指捐款資助貧

困失學兒童，建設希望小學。而競
選特首、參選議員等均是大型的、
複雜的工作，所以稱為「競選工
程」、「選舉工程」也就順理成章
了。
在眾多新詞語中，有不少是舊詞

新義，借用科技、財經、文體等領
域的專業用詞，用來泛指其他領域
的事物，其本身的原有詞義也發生
了轉化。有人把這種現象稱為詞義
的「借用」、「移用」或「轉化」。
「詞義轉化」既可使一大批本來使用
範圍狹窄、使用率偏低的專有名
詞，有了新的生命力，也使語言的
表達和敘述，更形新穎形象、豐富
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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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中華書局為紀念成立100周年，於今年推出《香港散文典藏》系列，邀請多位著名本地散文名

家，包括劉紹銘及林行止等，精選他們多篇散文名作，輯錄成書。此系列更請來本地文化界重量級

人物、著名作家劉紹銘教授和陳萬雄博士作顧問，主編則為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黃子平教授，其選

篇嚴謹準繩不在話下，導讀更是水準之作。

《鏗鏘集（1）—生命各自各精彩》
本書內容

取材自香港
電台電視部製作的節目《鏗鏘集》，
收錄包括《展翅高飛》、《我有六個
妹妹》及《一臉純真》等，主要講述
普通市民的生活故事，從而展現出他
們堅強的一面。書中故事很勵志，部
分情節帶點悲傷，每當講及故事主人

翁的感受，往往更附有照片，讓讀者
可更容易、更直接地理解書中的內
容。
我看完這本書後，真的非常佩服故

事中的主人翁，例如《一臉純真》的
故事主人翁名為鄺世顯，他在1歲時
臉蛋仍是白裡透紅，但不幸家中突然
漏電，引發火警，令他全身有18%的

皮膚被燒傷，左臉和左耳嚴重毀容，
左手的5隻手指更慘被燒掉。雖然鄺
世顯在成長過程中曾因臉容被燒傷遭
受同學排斥，但他並無因而自卑。我
讀完這個故事後，悲傷情緒不斷湧上
心頭。他的堅強超越了普通人，而那
正是我佩服他的地方。
意外發生後，雖然鄺世顯嚴重

毀容，但獲得父母及哥哥
的巨大鼓勵。我覺得，人生
總是有喜有悲，只要夠堅
強、有信心，加上有家人和
朋友的支持和鼓勵，即使跌倒
了，也一樣可以活得精彩。

說
不
完

好
徵稿啟事本報教育版最近新增投稿專欄，廣邀全港中學

生撰寫書評，藉此推動學界閱讀風氣。投稿作品

每篇介乎500字至800字，須為原創，不得一稿兩

投。作品一經刊登，可獲由中華書局贈送50元書

券乙張，以及《香港散文典藏系列》(平裝)一

本，價值88元。
投稿者請把書評電郵至wwp.edu@gmail.com。

電郵標題請註明「書評專欄投稿」，並列明學生姓

名、就讀年級、所屬學校、住址、聯絡電話和電

郵，以便編輯跟進。

中華書局總編輯李占領點評：說得沒錯，
堅強是走出陰霾的鑰匙。你認為怎樣可以
培養勇敢堅強、樂天忍耐的性格呢？不妨
多想想。

作者：陳嘉豪
年級：3D
學校：天主教新民書院

北區家長促增小一位復辦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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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年少受恩 長大辦學回饋 見證國家教育變化
護山區童讀書夢

「山狗校長」建700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2012年亞
太區小學數學奧林匹克邀請賽早前在新
加坡舉行總決賽，由3名香港小學生黃日
（優才書院）、譚皓瑋（聖公會嘉福榮真
小學）、何浚銘（香港道教聯合會圓玄學
院陳呂重德紀念學校）組成的港隊在比
賽中獲得佳績，展現港生在數學方面的
實力，其中黃日及何浚銘勇奪金獎。
是次邀請賽分別於13個國家/地區舉行

初賽，共有8,000多人參加。其中香港賽
區賽事由香港福建中學及福建中學附屬
學校協辦，並獲旅港福建商會教育基金
贊助。
港區初賽中，獲得冠軍、亞軍及雙季

軍的學校名單分別為聖方濟各英文小
學、聖公會嘉福榮真小學、喇沙小學及
英華小學，獲得個人首四名的學生名單
分別是黃日、袁瑋謙、譚皓瑋、何浚
銘。經主辦單位確認香港區共有32人得
獎，成績優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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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義轉化 「工程」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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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未來之星訪「神秘」外交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曉雪 北京報道）100名
「未來之星─香港傳媒專業大學生國情課程班」學
員昨走進「神秘」的中國外交部，與一眾外交官面
對面、親身感受外交部職能及新聞發布會的運作情
況，又扮演記者角色，向外交部港澳台司馬占武參
贊、政策規劃司宋榮華參贊兩位資深外交官提出一
系列時政外交問題。

扮記者訪問馬占武宋榮華
馬占武特別向學員提到涉港外交情況，指外交部

不僅在港設立了香港特派員公署，今年秋天更有望
在港成立海洋司法協會駐亞太辦事處；而外交部也
堅決反對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當面對日本地
震、核洩漏等海外重大災難時，外交部還負責幫助
受困香港居民脫險回國。
曾於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工作的宋榮華對能看

到香港青年人倍感親切，他又詳細介紹了中國外交
政策，並以「亂」字來概括當今國際形勢，指外交
部面臨 包括黃岩島、釣魚島、敘利亞等很多棘手
問題，而外交的本質就是盡可能地調動化解外部挑
戰和危機。

浸大生：親身交流獲益多
在提問環節，學員積極就不同外交問題踴躍舉手

提問，獲兩位外交官耐心詳細回答。多名港生在會
面後都表示，過往感覺外交部是很神秘的部門，此
次參訪不僅能了解其職能和工作情況，親身與外交
官面對面接觸交流更是難得。浸會大學學生賀信
稱，兩位外交官的講解讓其受益良多，對世界外交
形勢及外交部如何「亂中有序」地處理外交事件也
有更全面了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18年來
踏足山區「覓危校」的經歷，對比一開始
和現在的景況，「山狗校長」盧光輝指前
後變化很大，雖然還存在 牆壁上寫
「扶貧先扶智，扶智先扶教」，但校舍卻出
現殘破不堪的諷刺現象。隨 國家在2001
年推出「兩免一補」政策，幫助山區孩子
上學，多地的失學情況已大有改善。
說起「兩免一補」政策，山狗校長的評

價就是一個「好」字，「兩免說的是免書
簿費、免雜費，一補說的是補助生活費，
也就是說學生的寄宿及膳食費用都包在裡
面」。有見讀書的成本變低，也因為相信知
識改變命運，不少山區的居民都會讓孩子
上學，「我還見過有13歲、高高大大的學
生在小學裡求學」。這個政策從一開始逐步
推行，至2007年已惠及全國農村義務教育
階段、有家庭經濟困難的學生。

訪山區感同身受 決心建校
說起自己往山區建校，盧光輝總不忘

提起自己的經歷與曾受過的恩惠：「小
時候家裡比較窮，兄弟姐妹又多，負擔
不起我的學費，結果六年級時只好退
學，不能上學的日子，每天就是買菜煮
飯，洗完碗碟後就一個人發呆。」幸
好，教師把他叫回學校，學費有拖無
欠，就讓他先讀下去，說到這裡，那孩
童時代的發呆目光變得炯炯有神，「半
年後重回學校，知道一定要發奮，所以
便努力讀書，更明白到讀書的重要性」。
這種心態從未隨時間變淡，10多年前當

他親眼看到山區校舍是生人勿近的危
樓、山區小孩連褲和鞋也沒有，每個失
學的兒童，眼中都好像看不到將來，那
種悲淒之感又湧上心頭，但也堅定了他
要到山區建學校的決心。

車禍撞斷8肋骨 未曾動搖
自此，山狗校長踏遍青海、新疆、甘

肅、寧夏、廣西、雲南、貴州、四川等
多個省份及自治區，到過海拔5,000米的
高地，也去過零下40度的地方，走進半
沙漠的遊牧民族聚居處，也踏足只操伊
朗土話、小三學歷已恍如博士生般罕見
的東鄉縣。曾經他因為冬天走上山區雪

路，發生車禍而
斷了8條肋骨、右
手遍布疤痕，又
在赴蘭州助學之
行染上肺炎，但
這一切都不曾令
他停下腳步。令
山狗校長努力向
前的，就是他自
己改寫自《聖經》
的金句︰「讓孩
子到校園裡來，
不要糟蹋他們。」
到現在，他已幫
助籌建了700多所
小學，涉及捐款數以千萬元計，為最少
21萬學生提供學習的地方。他笑言自己
未來會一直堅持山區建校工作，至死方
休。

關注校舍建設 勞心勞力
不止「上山下鄉」勞力，盧光輝於校

舍建設技術上也很勞心，「我們對校舍
的要求很嚴，建校經費是我們出1元，地
方政府出1元，建校初期要先用地方政府

的錢，最後我們看過校舍，認為合標準
才會捐出我們這邊的款項」。對四川地震
後由港人捐助重建的學校早前被拆卸，
他直言感到痛心，但認為是一個特殊事
件，未有動搖他繼續籌建學校的決心。
為了山區建校的計劃進一步推行，山

狗校長把自己過去十多年來，跑遍大江
南北的點點滴滴出版成《山狗樂山集》，
希望透過義賣攝影集，籌得100萬元，為
甘肅和湖南的孩子再添兩所學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年逾七旬的盧光輝，小時候曾因為

貧困而嚐過失學滋味，但因為教師的幫助，他又重新踏入夢寐以求的

校園。這童年往事，對曾任小學校長多年、現已退休的他一直影響極

深。18年前起，他多次深入內地偏遠地區「上山下鄉」，自喻為守護山

頭的「山狗校長」，為山區兒童籌建了700多所小學，也見證了國家教

育的變化。在義務教育等政策下，他見到山區村民讓身材高大的少年

人重回小學校園，國民對知識更加珍惜，孩子失學情況大減，他期望

國家一個個曾經破落的山頭，最終能點綴上朵朵繁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勞雅文）小一派位於本月初放
榜，學額不足「重災區」的北區，現時仍有約140名北
區學童無法原區升學，要跨區到大埔甚至沙田上學。
民建聯北區區議員昨日聯同20名有關家長及學童到政
府總部請願，要求教育局彈性增加學位，並復辦已遭
「殺校」的村校，確保學童新學年可原區就學，否則或
會罷課抗議。

遞請願信 9月或罷課
據了解，北區區議會於小一派位放榜後已成立「小

一學額關注組」，希望協助解決北區學童跨區升學問
題。關注組昨日進行了第四次會議，會上與教育局代
表展開討論，但雙方未能達成共識，會後約20名家長
帶同子女到政府總部遞交請願信，要求當局盡快讓孩
子原區升學，否則將考慮於9月開學時罷課抗議。

跨區大埔上學 來回3小時
居於上水清河 的吳太，兒子獲派到跨區的大埔一

所小學就讀，從住所出發到學校需一個半小時，主要
是該校不在火車沿線，其子需乘搭接駁巴士抵校。她
指出，兒子上學來回要3個小時，對年紀小小的學童而
言，肯定會造成體力透支，她擔心冬天時情況會更
壞。吳太慨歎指：「兒子才6歲，意味 跨區上學要維
持6年之久，真係好慘！」另跨區的交通費用亦令她苦
惱，大大加重其家庭經濟負擔。
吳太指，小一放榜後，她已連日踏單車沿上水到粉

嶺向10間學校叩門，均失敗而回，若教育局最終拒絕
協助他們原區升學，將會參加罷課行動。

劉國勳批教局增額不加資源
民建聯北區區議員劉國勳表示，北區現時仍欠400多

個小一學額，當中包括跨境單非童及雙非童，而原區
的學童則有約140人未獲安排原區升學，被派往大埔、
沙田等跨區升學，暫接獲數十個求助個案。他批評當
局容許學校多收學生，卻未有相應增加資源，令一些
學校對增收學生卻步，建議當局盡快增加學位及資

源，包括復辦已停辦的學校及加建新校舍，以應付學
額不足問題。
北區家長教師聯會會長張淑娟表示，派位後收到約

10個北區家長求助個案，現已助有關學童在原區升
學。她反對加建新校舍，認為政府的人口政策不穩
定，擔心日後會造成浪費。

■盧光輝表示，自己常常扮鬼臉，吸引學生仿傚，再拍下他們

活潑可愛的一刻。 香港文匯報記者歐陽文倩 攝

■未來之星

學員向馬占

武參贊(中)

贈 送 紀 念

品。

香港文匯報

記者

王曉雪 攝

■黃女士（中）的兒子被派到跨區的大埔升小一，交通

時間大增令她非常不滿。 香港文匯報記者勞雅文 攝

■盧光輝指，讓山區孩子接受教育，是要

讓他們有發揮的機會。 受訪者供圖

■除了籌建學校，盧光輝（前左）亦會向學生派發字典

等物資。 受訪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