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加坡作為國際大都市，其字母詞比比皆
是。當地人使用的語言主要有4種：華語、馬
來語、英語及泰米爾語，均為官方語言，其中
英語是新加坡行政管理和主要交際語言。華人
佔新加坡總人口75%，普遍使用華語、方言和
英語。當地共有十多份報章，以英文、中文、
馬來文及泰米爾文發行。由於英文的使用十分
廣泛，故中文報章中多夾雜英文，成為新加坡
中文報章的一大特色。

常見字母詞取代中文
新加坡的中文報章中，人名、地名、機構

名，科技專名和戲名往往夾雜英文原文或字母
縮寫，方便中英文讀者。英文縮寫的字母詞比
比皆是，幾乎每一篇新聞報道中，例必有英文
或字母詞出現。甚至直接以英文字母詞取代中
文詞。例如：

1.新加坡交易所（SGX）收購澳洲證券交易
所（ASX），將業務從國內拓展到區域。

2.英國石油公司（BP）清理油污的開支不斷
暴漲。

3.金磚四國（BRIC）主導的新興經濟體預料
繼續迅速增長。

4.在車流量繁忙的中央高速公路（CTE）進

行的道路擴建工程已近一半完成。
5.包裹內的爆炸物成分為季戊四醇四硝酸酯
（pentaerythritol trinitrate，簡稱PETN）。
茲僅以最近數日新加坡中文報章為例，信手

拈來的英文字母詞就有：
EDB（經濟發展局）、CHAS（社區保健援助

計劃藍色醫療卡）、KidREAD（兒童啟蒙閱讀
計劃）、ERP（公路電子收費）、COV（溢價）
等。看 報章上這一大堆字母詞，相信各位讀
者可能分分鐘被考起，但生活在新加坡的人，
熟悉當地生活、文化環境，他們已覺得司空見
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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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試招港生計劃調整重點
國家教育部早前總結了2012年首屆「內地高

校免試招收香港學生計劃」的開展情況後，擬
於新一年就計劃作出多項調整。筆者現將之歸
納如下：

新一屆招生院校增至70所
新一屆招生院校將增至70所，包括8所新增高校，另1所高校退出。其中

3所新增高校是「985工程大學」（內地最頂尖的39所大學）。新增院校包
括：牙醫和西醫出色的四川大學；建築、土木工程學科出色的同濟大學；
建築和電子工程等聞名的華南理工大學；屬頂尖語言大學的北京外國語大
學和上海外國語大學；還加上湖南師範大學、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和廣東金
融學院。新安排令招生院校的學科涵蓋更全面。

報名時間延至文憑試結束
為方便新高中畢業生，報名時間推遲到文憑試結束以後，網上報名日期

為明年5月6日至6月6日，交費確認期為6月7日至30日，院校擬於7月舉行面
試，8月初公布錄取名單，有剩餘學額的院校會於8月中補充錄取。

體藝類專業收生標準下調
最低錄取標準為中英數及通識4個核心科目達3322；報考體藝類專業的

考生最低錄取標準則下調為2211，由招生院校自行決定是否加考專業試或
安排特別面試，新安排將有利港生往內地升讀體藝類課程。

改「順序志願」錄取方式
至於錄取方法，將由今年使用的「平行志願」錄取方式改為「順序志願」

錄取方式。現時考生可報考4所院校，各志願院校採取平行錄取方式，即
考生可同時獲4所院校錄取，成績優秀者，可能同時獲北京大學、清華大
學和復旦大學等名校錄取，佔了幾個名額，而在香港又獲香港大學最熱門
的專業錄取，因而放棄內地升大，浪費學額；反之一些有志到內地升學的
港生則無法獲得有關學額。因此，聯招辦決定明年實施「順序志願」，即
考生報名時可按優先次序選擇4所大學，錄取時考生檔案按順序送往第
一、第二、第三和第四志願院校，其中一所院校錄取的話，錄取工作即告
完成，考生只會獲一所院校錄取，以減少學額浪費。

內地高教展指南資料詳盡
明年參加免試錄取計劃的70所內地院校，日前來港參加「2012內地高等

教育展」。今年大會為考生印製了一本精美的指南，當中有詳盡的收生資
料，除了各招生院校的簡介外，更提供了部分院校2013年的招生要求及
2012年的錄取分數，以及2012年最多人報名的10所院校名單，這些數據對
有志報考的高中生是很有用的參考資料。

筆者走訪過不少院校，發覺不少特色院校如北京中醫藥大學和廣州中醫
藥大學等，今年的港生報到率相當高；一些過往港生不大熟悉的院校，如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近年亦陸續有港生入讀會計和金融等熱門專業。總括
而言，免試錄取計劃長遠會成為港生提供升讀內地知名大學和熱門專業的
便捷途徑。 ■羅永祥 內地升學專家、香島專科學校校長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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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局資助檢討 不影響在校英基生

星中文報章 多夾雜英文

難忘傅秉常簽「聯國最初藍圖」 郭大江盼接班人整理資料
載戰前工學士傳奇
港大《百年檔案》

責任編輯：楊偉聰
逢星期二、四出版　傳真：2873 1451 電郵：edu@wenweipo.com http://www.wenweipo.com 2012年11月8日(星期四)文匯教育 A26

南北直通車南北直通車南北直通車南北直通車南北直通車南北直通車南北直通車南北直通車南北直通車南北直通車南北直通車南北直通車南北直通車南北直通車南北直通車南北直通車南北直通車南北直通車南北直通車南北直通車南北直通車南北直通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郭大江
與香港和香港大學有 很微妙的淵源，原
來他童年時隨父母從香港遷居廣州，曾因
文革中斷學業，在內地恢復高考後，他才
入讀華南理工學院。1982年適逢港大土木
工程學系教授張佑啟到該校演講，令郭有
了重回香港的想法；剛巧張佑啟亦希望招
收內地生做研究，一拍即合下，郭終在
1984年到港大修讀土木工程博士，並成為
內地首批來港讀大學的學生之一，見證了
本港教育史上的新一頁。

童年時的郭大江隨父母從香港遷居廣
州，中一那年遇上文化大革命中斷學業、
上山下鄉；直到1979年內地恢復高考，他
考上華南理工學院建築工程碩士班。

決心「往外闖」港大修博士
直至1982年，內地剛開始改革開放，港

大教授張佑啟到華南理工演講，郭大江覺
得這場演講大大開闊了他的眼界，同時有
了「往外闖」的意念。這時，張佑啟亦打
算招募內地生助他研究，郭大江遂決心報
名，幾經困難，終獲准在1984年到港大修
讀博士。

往後5年，郭大江一直在港大讀書及擔
任研究助理。直到1989年，他應商界邀請
出任工程顧問，最高升至助理工程總監，
但兜兜轉轉，最終在10年後與港大再續前
緣。郭大江稱，當時公司決定賣盤，加上
港大連續接獲多個工程項目，包括天水圍
居屋沉降和西隧蠟青剝落的調查項目，需
要增聘人手，於是他又有機會重返港大。

重學生實習 冀傳承經驗
郭大江笑言，自己除負責上述項目之

外，亦主力籌劃學生的實習計劃，希望把
知識與經驗傳承下去。他指工程行業重視
實戰經驗，故自2004年起推出「明德工
程」，由教學人員率領經挑選的學生到內
地建設校舍，幫助當地居民之餘，亦讓學
生吸收經驗，故去年獲港大頒發「卓越教
研工作獎」。

■郭大江花了2年編寫《百年檔案》。 劉景熙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香港大學成立百年，見證 香港與內

地一個世紀的變遷。其中，工程學院可謂「老大哥」，屬創校時最初成

立的兩個學院之一。近年有學者主動收集和整理該學院的校友資料，發

現不少早期畢業生，在歷史洪流中留下了身影與足跡：有校友成為出色

的政治家，負責起草中國首部民法，又代表中國簽訂被後世稱為「聯合

國最初藍圖」的《普遍安全宣言》，更有校友曾掩護周恩來進行革命，

避開國民黨搜捕。

《百年檔案藏一代風流：香港大學
早年工學士的故事》早前出

版，由港大工程學院名譽講師郭大江撰
寫。此書集中輯錄由創校到戰前70位港
大工學士畢業生的故事，同時附有港大
戰前工學士名錄，合共366人。

一通電報 奠定中國外交地位
本身是港大土木工程博士畢業生的郭

大江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在
搜集資料的過程中，讓他留下最深刻印
象的校友是港大工學院史上第一位一級
榮譽生傅秉常，「他是以外交家、法律
專家等身份踏進風起雲湧的民國年代」。

傅秉常出身廣東省名門望族，南下求
學至大學畢業後與另一望族的千金結
婚，再經穿針引線下成為中國近代著名
外交家伍廷芳的秘書，後來更獨當一
面，出任國民政府的外交部政務次長。
郭大江續指，1943年10月第二次世界大
戰步入尾聲，當時美、英、蘇3國代表在
莫斯科商討成立「以同盟國為中心的國
際和平機構」，蘇聯主張把中國排除在
外，又藉口指中國無代表，游說3國先行
簽署《普遍安全宣言》。當時身任駐蘇大
使的傅秉常知道消息後，立即趕發電報
給蔣介石，要求授權代為簽署。最終中
國成為被後世譽為「聯合國最初藍圖」
的《普遍安全宣言》的最初4個簽署國之
一，奠定了中國外交地位。

此外，郭大江在訪問中亦詳細介紹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任總理周恩來的好

友──李福景的故事。李福景出身名門，
在1919年入學港大，一年後轉往英國升
學，留學歸來後到東北鐵路工作，表面
上身份普通。

名門之後 李福景護周恩來革命
不過事實上，在那個國共水火不容的

時代，周恩來經常奔走各地，去到東北
天津一帶時，便由李福景利用其職務及
家族名望，掩護周恩來出入當地，避開
國民黨特務的跟蹤，力保其安全。郭大
江指，若當年李福景選擇袖手旁觀，或
許中國後來的發展會完全變了另一個模
樣。

李福景是內地知名天文學家李競的父
親。正因為2年前李競嘗試透過中間人向
郭大江查證，了解父親李福景曾否在港
大讀書，這引起了郭大江研究港大工程
學院校友歷史的念頭。其後郭花了2年編
寫此書，包括搜集資料、分析史實、聯
絡校友後人等，他要經常在圖書館及辦
公室兩邊走，利用空餘時間整理、核實
366位校友的個人資料。

擬過來人身份寫文革經歷
郭大江計劃明年退休，希望稍作休息

後專心研究中國近代史，又擬用過來人
身份寫下自己在文革時上山下鄉的經
歷，為後世留下第一手史料。他又指港
大醫學院和文學院有多年歷史，期望有
心人加入整理資料的行列，全面記錄港
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每年獲取特
區政府逾2億元資助的英基學校協會，其資助
模式檢討問題一直備受關注。教育局早前表
明，將逐步取消現有的經常性資助，英基協會
主席唐家成前日便向家長發信，簡述與政府討
論的最新進度。他強調，當局已保證英基在校
學生的資助不會受檢討影響，協會並正爭取其
他將入讀的「準學生」也一併受惠，包括在校
生弟妹、轄下幼稚園生及已留位的學童等。他
又向家長解釋，英基未來要重建舊校舍及加強
特殊教育服務，涉款至少10億元，有必要用各

種方法籌措大筆資金，包括推出「提名權」計
劃及爭取英語特殊教育服務撥款等。

擬爭英語特殊教育撥款
唐家成在信中稱，協會正爭取在校生弟妹、

英基幼稚園生及其他準學生，亦能維持現有資
助形式，又希望政府撥款時能把通脹計算在
內。他又指，教育局認為英基的「英語學童特
殊教育」及「教授非華語學童中文」兩項服務
有利補足現有教育制度，協會希望以此換取政
府的新資助。

校舍老化 翻新費10億
唐家成表示，英基未來要應付龐大財政需

要，例如港島中學校舍老化問題嚴重，需要至
少10億元翻新；另外全港唯一專為英語學童提
供特殊教育服務的賽馬會善樂學校亦要擴大校
舍和增加設施。

他續指，近年英基相繼推出備受爭議的「可
退回保養費」及「優先分配學位提名權計
劃」，仍只佔所需開支很小部分，未來會繼續
與當局商討，尋求財政上的協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舉辦第五
屆「新紀元全球華文青年文學獎」，以全球大專院校的本科生為對
象，推動華文創作，促進跨地域文學交流。本屆「華文獎」是中大
50周年校慶活動之一，開展儀式昨日舉行。

中大校長沈祖堯、文學院院長梁元生、翻譯系榮休講座教授金聖
華、中國語言及文學系講座教授陳平原、嶺南大學中文系榮休教授
劉紹銘，以及華文獎籌備委員會主席何杏楓等擔任主禮嘉賓。

本屆「華文獎」決審評判陣容鼎盛，包括小說組的王安憶、陳冠
中、駱以軍；散文組的毛尖、余光中、劉紹銘；翻譯組的金聖華、
彭鏡禧、黃國彬。

比賽於今年11月7日至明年3月31日接受網上投稿。獎項共分散
文、短篇小說和文學翻譯3組，每組設冠軍、亞軍、季軍、一等優
秀 獎 、 二 等 優 秀 獎 和 鼓 勵 獎 合 共 7 8 名 ， 詳 情 可 瀏 覽
www.literary.arts.cuhk.edu.hk，若有疑問，可致電3943  7106查詢。

中大「華文獎」接受報名

■1926年港大工程學會合照。 港大檔案中心供圖

■1915年周恩來(左)與李福景(右)年輕時的合

照。 李福景家人供圖

■傅秉常成為港大工學院第一位一

級榮譽工學士時的畢業照。

港大檔案中心供圖

■左起：何杏楓、金聖華、梁元生、沈祖堯、劉紹銘、陳平原一同主持華文

獎剪綵儀式。 中大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