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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港校國際化潛力待開發

去年我以中學畢業生的身
份，拿 香港的成績，到內
地大學參加面試。同年9月，

我順利成為華僑大學2012級新生。

校園生活 多姿多彩
入學一個多月後，我已習慣了這裡的生活節奏。由於校內有

不同教學樓，我開始總走錯路，主要靠 學長的幫助，讓我這
個「路癡」最終找到上課的地方。安頓下來後，我開始參加學
校的學生會面試，進入港澳台聯絡部，參加各種社團，大學的
生活比中學時期精彩多了：我被班長逼 參加音樂劇，獻出自
己的第一次舞台表演；在陽光服務部當義務粵語老師，教內地
生說粵語；參加新生杯籃球賽；還有代表班級參加院辯論賽，
那是我第一次穿上西裝，宿友說：「穿得挺斯文啊。」

朋友自遠方來 領略各地文化
對了，我還沒有隆重介紹我入讀的學校—華僑大學，它位於

福建省泉州市，是中國著名的華僑高等學府及國家重點建設大
學，是首批獲得教育部「本科教學工作水平評估」優秀的大
學。學校創辦於1960年，直屬國務院僑務辦公室領導，目前在
校學生近3萬人，其中境外生4,000餘人。在這裡，我交了各種各
樣的朋友，他們很謙和也很開朗。他們來自不同地方，有的來
自老撾，有的來自雲南，有的來自江蘇，有的來自台灣⋯⋯和
他們在一起，我的校園生活豐富了許多。我們常去不同地方參
觀，這讓我了解到香港文化與他們文化的差異和共同點。我期
待有更多的機會去遊覽並探索不同地方的文化。

將心比心 適應環境
時間過得真快，還有幾個月，我將完成首年的大學課程，

我學到的不僅僅是專業知識，更多是如何去適應一個有別於
香港的陌生環境，也學會了如何待人處事，懂得與不同地域
和文化的人交流，並做到將心比心。雖然很多來到華僑大學
的港生，都埋怨這學校的環境不好，宿舍和飯堂質量差，無
法和香港某某大學比。但對我而言，這是我們的母校。這裡
有悲傷與喜悅，有失敗與成功，有愛情與友情，有辛酸淚水
與激情奮鬥⋯⋯

華僑大學的學生，在校時總說她的不是，但離開時卻流淚水
告別，不准別人說她半句壞話。因為，這就是我們的母校，我
愛華大的生活。 ■潘建文

華僑大學12級工商管理系港生

台獸醫課大熱 168港生爭2名額

港大研究揭「大男人」「門當戶對」觀念成「脫剩」枷鎖
密密相親瞞學歷
剩女單身非挑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時至今
日，女性在婚姻選擇上所面對的枷鎖，其實
與40年前的社會無異，這也是為甚麼女秘書
往往比女上司有更多追求者。面對社會上優
質女性越來越多，原先由男性主導的領域，
不論學業或事業都漸被女性「後來居上」。
杜先致認為，這是現實狀況比社會文化「走
先一步」所致，但她奉勸不論男女，在這個
議題上也須「向現實低頭」，學習妥協。

決心開展這個研究，杜先致表示，這是因
為她意外發現，「剩女」竟是空白的議題，

「學術界有不少對女性的研究，但大多 重
於女性婚後如何平衡工作與家庭，對單身女
性的研究本身就很少，再加上中國的單身女
性，那就更少了，所以我就想做有關的研
究」。

女強男弱 社交變競爭
40年前，身居要職的女上司不是受歡迎的

婚戀對象，40年後的今天，杜先致認為情況
依舊，「曾經有這樣的情況，在很多男工程
師的公司裡，女秘書進來3個月已經找到對
象，並且結婚，但同樣的情況卻不會在女上
司的身上發生」。

同樣的情況，亦見之於在劍橋大學修讀博
士課程的杜先致身上，「可能大家一開始還
是有說有笑的，但當你有一篇論文被刊登，
研討會上選取了你的文章後，這個社交場合
就會變成競爭場合，即使男生表面上很欣賞
你，但也不會追求你」。不過，她認為「剩

女」亦不必灰心，「各有前因莫羨人吧，可能家庭主
婦也認為自己被困在家，很羨慕其他人的生活」。

不論男女 「互相妥協」
話雖如此，女性在各方面變得更「強勢」也是不爭

的事實，故部分男性、以至社會都不時對優質女性有
所排斥，杜先致認為，這就是現實環境比文化走先一
步的情況，「但大家都要改變，現在也開始有互相妥
協的趨勢，畢竟男性也要伴侶，如果一直排斥這些能
力高的女性，情況會變得很極端，難道他們只想和文
化水平低的女性結婚嗎？」

2012上海新詞多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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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歷高、事業有成、樣貌娟好等一
切美好的形容詞，再加上27歲以

上和單身，卻成為了「剩女」的定義。
對此，杜先致表示︰「其實這都是很正
面的說法，不看『剩女』這種catchy

（引人注意）的字眼，你大可以將它當
作讚賞。」

與認知有別 非只專注工作
杜先致最近就在《Symbolic Interaction》

（符號互動）上發表了一項名為「理解
剩女︰中國職業女性晚婚的現象」研
究。她於2008年至2011年間，與50位年
齡介乎26歲至34歲、未曾結婚、學歷達
本科或以上、任職管理層的女性進行訪
談，有關研究卻反映出「剩女」不為人
所了解的另一面，「其實和社會上很多
人的認知不同，事實上她們多數都以結
婚為最終目標，並非大家所以為的只專
注於工作」。

50位女性來自北京、上海、廣州、台
灣及香港等全國各地，杜先致發現，來
自不同地區並沒有令她們在兩性相處上
有太大差異，「可能大家會以為香港女
性和其他地方的女性會有不同，但其實
都大同小異，反而是要看她們有沒有於
國外生活的體驗，多數曾於海外生活一
段時間的女性，會較注重感覺以及兩性
平等」。

分4類型 傳統型最難成婚
她進一步將這些女性分為4大類型，

分別為「進取型」、「妥協型」、「傳統
型」及「革新型」。

「進取型」的女性會傾向尋覓觀念較
開放的外國人，或實力更強的另一半，
但卻往往受到父母反對；「妥協型」的
女性則會找經濟地位較低的伴侶，扭轉
成「女主外、男主內」，但卻會令胸懷
大男人主義的男性卻步；「傳統型」則
沒有特別策略，只希望找門當戶對或更
強的男性，但卻是4類女性中最難「脫
剩」的一類；「革新型」則會以同居等
婚姻以外的關係，去回應問題。杜先致
表示︰「如果要『脫剩』，女生總要自
己踏出一步，去採取適合自己的策
略。」

男床位女住屋 自卑致分手
「在我訪問的個案中，其實很多人都

花了不少努力去『脫剩』，例如有人其
實去了相親20多次，也有人故意隱瞞自
己的博士學歷，跟別人說自己只是學
士，連碩士也不敢說。」雖然如此，杜
先致表示當中仍有很多障礙，「其中一
個受訪者，因為男女方家境懸殊，男方
可能只有自己的床位，女方住的卻是獨
立屋。在去過對方的家後，男方就越發

自卑，最終感情亦無疾而終」。
此外，由於這些優質的「剩女」都很

獨立、有主見，杜先致表示一些大男人
主義的男性會認為她們太難駕馭，因此
轉換對象。父母的成見也成為「剩女」
難以跨越的障礙，例如有父母反對女兒
與外國人交往、又不滿男方經濟地位低
等意見，最終更可能「反說服」女方另

覓對象。
所以，杜先致也因此更肯定自己的研

究，「我想這個研究是從沒有任何東
西，到最後在她們身上建構出一些理
論，相信對其他人而言有一定啟發」。
也因為如此，她未來將會進一步研究父
母對子女擇偶，以及個人主義及傳統主
義互相矛盾時，對擇偶又有何影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不少人都認為現今社會出現「剩女」

問題，都是女方過分挑剔、不想結婚之過，但香港大學社會學系教學

顧問杜先致的「剩女」研究顯示，大多數高質素「剩女」其實都希望

結婚，甚至不惜千方百計「脫剩」，包括虛報學歷以「隱藏實力」、多

次相親、與外國人交往，或者與經濟地位較低的男性組織家庭，以求

告別單身。不過，由封建時代流傳至今的「大男人主義」及父母「門

當戶對」的概念，正是現代女性「脫剩」的枷鎖。

■相親會上，80後單身男女冀遇理想另一半。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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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先致認為，社會上對「剩女」的看法，反映了現實情況比社會文化「走先一

步」。 香港文匯報記者歐陽文倩 攝

神州求學記

上 海 媒 體 一 向 較 為 活 躍 ，

「2012年LIVAC泛華地區中文新詞

榜」中的上海年度新詞，除與政

府施政有關外，亦有頗多新創

意。

「營改增」與「適老性」兩新詞與上海當局主要施政有

關。「營改增」指繳納營業稅改成增值稅。上海作為首個試

點城市，「營改增」效果有待觀察。此外，上海去年推出

「適老性」住房改造專案，通過社會組織的專業化管理和操

作，為低保困難老年人家庭提供住房安全性和無障礙設施的

改造，改善老年人居住狀況，以減少跌倒、失火、煤氣中毒

等意外事故的發生。

網上的潮語銳詞往往創意無限，繼「富二代」、「官二代」

等之後，出現的另一種「房二代」，即指還沒參加工作，就已

經成為有房一族的年輕族群。而繼「拚爹」後，又出現另一

流行詞「拚同學」。「拚」指比拚。有些家長為了讓孩子認識

更多「有背景、有關係」的同學，不惜花重金讓孩子就讀

「名校」，為將來結一張過硬的關係網。

上海書店去年悄悄出現一項新行業「選書師」，他們根據讀

者喜好提供選書建議、為讀者制定閱讀計劃等個性化服務。

作為書店業一個全新的崗位，選書師正在得到書店經營者空

前重視。

讀者如對「LIVAC中文新詞榜」有興趣，歡迎登入我們網

址http://livac.org/newword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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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龐嘉儀）在全球化
浪潮下，教育發展已不單限於個別地域，
學生流動的重要性越見顯著。香港大學教
育 學 院 助 理 教 授 柯 嶺 高 （ A n a t o l y
Oleksiyenko）等研究人員，針對本港國際學
生流動性進行分析，其研究指，儘管特區
政府近年大力推動院校國際化，但程度及
多元性不足，包括本地大學與國際和內地
學府在學生交換、課程開辦，甚至增設分
校等合作程度低；另隨港生出外留學增
多，但港校吸納外地生卻稍遜，形成「出
入失衡」，且高達八成以上來港非本地生來
自內地，生源呈現單一化現象。整體而言
香港院校國際化的潛力仍有待開發。

港非本地生呈單一化

據教資會最新數據顯示，2011/12年度，
來港修讀全日制學士及研究生學位課程的
非本地生人數約有1萬人，其中逾8,900人來
自內地，佔整體人數83%；其中修讀研究
院研究課程的內地生，人數由10年前約500
人，攀升至去年度逾4,000人，佔整體研究
生人數達73%；有關研究認為，香港非本
地生源呈現單一化，院校應加強吸納歐
美、東南亞等地學生，以增加跨國文化交
流。

港生留學選科過度集中
柯嶺高等亦指，出於市場導向的實利考

慮，為提升英語水平及保障就業，本地生
留學地點僅限於傳統英語國家如英美、澳
洲、加拿大等地；報讀專業主要集中於工
商管理和工程科技，情況與本地相似。據
政府統計處數據，於本港及外地修畢上述
兩個範疇學科的學生比例分別約為57%及
54%，港生留學選科的集中傾向，長遠將
不利學術的多元發展。

兩地高教合作有待磨合

研究指，近年本地院校積極踏足內地如
深圳、珠海等開設分校及研究院，值得肯
定；但礙於本地「教育產業化」的概念尚
待成熟，因此兩地高教界的合作有待磨
合。

學者總結，本地院校的國際化，需注意
生源的比例和多樣性，同時政府的教育資
源撥備，需結合私人領域的投資，才能促
進教育的長遠可持續發展。

是項研究題目為《國際生流動性在香
港：私營好，公營好，或是貿易服務》，文
章獲選刊登於《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期刊2012年1-23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

香港沒有獸醫學院，不少有志於此的
港生都紛紛轉投學費廉宜的台灣院
校，其中屏東科技大學去年就有168
個港生爭奪2個相關名額。香港城市
大學最近再度爭取開設動物醫學院，
並立志要打造達國際標準的課程，成
為亞洲「一哥」。屏東科大則稱，香
港欠缺足夠病例和農場作相關研究，
及香港作為工商社會，未必有空間容
納太多獸醫，要建立成功的獸醫學
院，可謂「阻力重重」。

資歷未獲獸醫管局認可

屏東科技大學的獸醫學系創立於
1955年，不單有悠久歷史，同時亦有
充足的配套，包括教學動物醫院、大
動物館、動物疾病診斷中心、海水魚
養殖場等。該校是目前台灣開設獸醫
學系的4所院校之一，學雜費約為港

幣7,000元。作為經驗豐富的院校，
屏東科技大學也吸引了不少港生慕名
前來報讀，該校獸醫學系系主任吳永
惠就指，去年有168個港生競爭2個獸
醫學系的名額。

不過，該校的獸醫學系也有「弱
點」，就是有關資歷目前未能直接獲
獸醫管理局認可。學生須先經學術評
審及半年實習，再申請註冊為獸醫。

城大爭做「一哥」屏科：阻力大

一直積極爭取成立本地首所動物醫
學院的香港城大，也看準台灣不夠國
際化，決意打造亞洲唯一達國際標準
的獸醫課程，現已向教資會遞交有關
建議書，教資會則將於年底向政府提
交報告。

被問及城大之舉會否對該校構成威
脅，屏東科大國際事務處處長陳和賢
表示，香港要開設獸醫課程，面對的

阻力重重，「香港要做獸醫課程，要
考慮幾個問題，首先是Case（病例）
在哪，然後香港沒有農場，是否有足
夠的大型動物去做研究，還有市場在
哪，香港是工商社會，對獸醫需求不
一定那麼大，像我們台灣那麼大，才
只有4所學校有獸醫課程」。

至於國際標準問題，陳和賢則表
示，該校的資歷也沒有被他人否
定，只要通過執業試，「即使是哈
佛畢業，也不是世界通行」。他又提
到，該校和香港科技大學亦即將簽
合作備忘，在動物科學等方面展開
合作。

■屏東科技

大學的獸醫

學系有充足

的配套。圖

為校內展示

的 動 物 標

本。

歐陽文倩 攝

■華僑大學

是中國著名

的華僑高等

學府及國家

重點建設大

學。

作者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