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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援遲來 故事精彩
寫劇本或小說，常用於延長情節的方

法，除設置難題外，就是讓陷入危機中
人的救援姍姍來遲。

電影常見「刀下留人」屬典型

古裝片中，最為人熟悉的遲來救援當是一句「刀下留人」了。例
如在周星馳電影《九品芝麻官》中，水師提督之子常威殺死戚家上
下，卻誣指張敏飾演的戚秦氏與家丁私通而毒害家人，結果戚秦氏
慘遭刑求，關押獄中，等候處死。幾經波折，周星馳所飾包龍星才
獲皇帝提拔，成為八府巡按，得以重審冤案，並派徐錦江飾演的豹
頭攜聖旨到法場救出戚秦氏，一句「刀下留人」，恰恰趕在受冤者刀
鋸臨頸的一刻喊出，形勢如千鈞一髮，有關情節可稱典型的姍姍來
遲救援。
再看仔細一點，《九品芝麻官》中皇帝對包龍星的支持實為扭轉

案情的關鍵。如果皇帝太早介入幫助，或是有心解救戚秦氏的包龍
星一早就是位高權重的八府巡按的話，誇張地說，戚秦氏可能一上
公堂，包龍星即能宣布她實屬無辜，可以當庭釋放，那麼劇中一切
戚秦氏受屈被虐的情節，即盡皆可取消，而原來劇中包龍星輾轉流
落江湖的段落，亦可全部刪除。但如果這樣，故事還剩下甚麼呢？
因此，安排救援姍姍來遲實是延長敘述、構成故事的重要手法。

漫畫《ONE PIECE》亦有採用

小說家張曼娟曾說，讀漫畫可以培養說故事能力。事實上，「姍
姍來遲的救援」便是漫畫的常用情節。大受歡迎的日本漫畫《ONE
PIECE》(中譯《海賊王》或《航海王》)有名為「頂上決戰」的篇
章，說最強海賊「白鬍子」率旗下艦隊進攻海軍本部，希望救出艾
斯，而海軍本部則聯同「王下七武海」勉力防禦。
雙方鏖戰，「白鬍子」陣營敗北，海軍得勢不饒人，繼續追擊，

最終才因另一位舉足輕重的海賊「紅髮」撒古斯介入，令海軍決定
收手。如果作為救援者的「紅髮」早在艾斯仍在處刑台上時便出
現，他或會與「白鬍子」聯手，結果是海軍很快便遭摧毀；若「紅
髮」在「白鬍子」剛陣亡時就出現，海軍追擊海賊的篇章也就不會
存在。從這個角度看，作者安排「紅髮」登場稍晚，令「白鬍子」
一方與海軍纏鬥更久，確是有其延緩敘述的用心，值得編故事者參
考。

敘事添波折 情節峰迴路轉

在經典中國文學裡，「姍姍來遲的救援」亦十分常見。《三國演
義》曹操赤壁敗後被東吳諸將追擊，又中趙雲、張飛、關羽埋伏，
整整過了一個章回，才碰上曹仁接應之軍，保住性命；《水滸傳》
劫法場，無不等到最後關頭；《楊家將演義》北宋與遼國作戰前，
也先寫宋主受讒，把無人能敵的楊六郎遠貶他方，最終在宋軍陷入
重圍時，才差人重新召回六郎，使敘事一波三折。這種種運用「姍
姍來遲的救援」的寫法，當然是今人可以仿效、繼承的。
日常生活若是遇上難題，人們自然希望救援越早到來越好。但在

創作之時，為了擴展文脈，作者還是應該耐得住心，讓救援者、救
援辦法遲點出現，以免故事收結過速，讀者
也感受不到情節峰迴路轉之趣。所以說：姍
姍來遲，有時並非壞事。

(標題及小題為編輯所加)

■香港專業進修學校 語言傳意學部講師　

余境熹

東華學院迎「寒冬」學科「削商谷醫」

「自主招生」毋須文憑試成績 獎學金最高人幣40萬
銀彈搶收港尖子
清華北大復旦

清華特邀獲薦生
「體驗營」增歸屬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有見部分港生對內地大學認識
不深，亦曾有被錄取者臨陣「打退堂鼓」，清華大學將特別邀請自主
招生計劃中獲推薦的港生，到該校參與5天的「體驗營」，了解學校
情況，增加交流及港生的歸屬感。該校亦會於體驗營間舉行面試，
以做到一個活動、雙向選擇。

營間辦面試 雙向選擇

去年首屆內地免試招生落幕後，本報率先揭露部分港生爆「縮沙
潮」，即使是名校學額也遭放棄。有見港生對內地大學不甚了解，清
華遂推出體驗營活動，獲薦港生將於5天的活動中提前體驗清華的學
習模式，也透過專業諮詢及與清華學生交流等，更了解該校。同
時，該校亦會在營間舉行面試，考察學生的綜合素質、潛力及適應
能力，去訂定最後的錄取名單，做到雙向選擇。
培正中學校長葉賜添對有關活動看法正面，認為有助做到大學及

學生互相確認，「其實學生的眼光如果夠『全球化』，會明白能入讀
這些頂尖名校極之難得，就像美國學生可入讀哈佛、耶魯一樣」。

常用手機電腦 近半學童「壞眼」

言必有「中」

雖然去年起國家教育部已設立「內地高校免試招收香
港學生計劃」，讓港生可直接以文憑試成績報讀內地

院校，而毋須再考內地高考聯招試，但為了在「優中擇
優」，清華、北大及復旦3校近日獲教育部批准，可循自主
招生途徑來港拔尖。
為錄取香港尖子，3所頂尖名校開出「條件」亦是誠意

十足。其中清華就開出免學費、每人12萬元的獎學金，入
讀法學院者獎學金更倍增至24萬元，並保證國外學習1
年，讓學生不憂柴米之餘，還可有豐富體驗；同樣免學費
的北大則開出每人每年3萬元的獎學金。復旦雖仍未公布
詳細的自主招生準則，但該校的「香港地區免試生招生簡
章」載明，被錄取的優秀港生可獲每年5萬元的獎學金，
個別課程總額最多至40萬元。初步預計每校可藉以取錄10
人至15人。

清華接受名人校友推薦

被推薦的港生預計主要來自本港傳統名校，如皇仁書
院、拔萃女書院、拔萃男書院、聖保祿學校、培正中學
等。據了解，早前清華、北大代表已來港和本地中學校長
見面，有多所學校共40人至50人出席。國家教育部屬下的
「中國教育留學交流（香港）中心」董事長李勝利補充

指，近年香港地區名校亦表現不俗，內地名牌大學亦會因
應情況予以考慮。
除常見的校長推薦以外，清華更接受知名校友、對該校

辦學或建設有突出貢獻的友好人士，以及對香港發展有突
出貢獻的知名人士作推薦，但同時要求港生一直以來的成
績名列校內首20%。被推薦的學生除了要填報名表及自己的
志願外，要附上中學的身份證件、成績表、獲獎證明等。

提早中五揀蟀 拔尖神州「重生」

此外，為了提早「揀蟀」，清華更表示，下年起自主招
生將套用於中五生之上，該校會預錄取面試表現優異的中
五學生，令「拔尖計劃」轉移內地「重生」。獲錄取的學
生毋須擔心自己公開試成績，可無後顧之憂地專注中六級
的學習或活動。
培正中學校長葉賜添表示，香港與內地關係緊密，回內

地升學有助學生將來發展，以往該校亦偶有學生到北京升
學。他認為，今次名牌大學的自主招生固然為港生開放了
新的途徑，但由於今年時間較為緊迫，部分學生亦早已計
劃好出路，故學校要先和學生溝通，認真篩選再作推薦，
「畢竟都是最頂尖的大學，希望可選出真心希望入讀的學
生，以免他們因為手持太多『入場券』而三心兩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內地頂尖學府

進一步以銀彈及免試優惠吸納本地尖子。清華大

學、北京大學及復旦大學在教育部批准下，決定在

「免試招生」途徑以外，開放「自主招生」途徑，讓

應屆中六的香港優秀名校尖子生可透過推薦計劃入

讀。獲推薦者如果面試表現達標，毋須文憑試成績

亦可入讀，還有多達12萬元至40萬元（人民幣，下

同）獎學金的「豐厚待遇」。其中清華更表示，明年

起將預錄取面試表現佳的中五生，待其修畢中六後

即可入學，意味已於本地消失的大學提早「拔尖計

劃」將轉移內地「重生」。

內地頂尖大學爭港生策略
院校 清華大學 北京大學 復旦大學

學額 10至15* 10至15* 15

獎學金 12萬元獎學金； 每年3萬元 每年5萬元
法學院學生可獲24萬元

其他 免學費＃ 免學費 －

港生支出 宿費1,500元 宿費1,000元 學費5,000元
(每年) 至6,500元

宿費1,200元

註︰所有金額以人民幣計算，「*」為過往公布收生學額

＃設體驗營邀請港生到該校學習5天；下年起預招中五「尖子」，修
畢中六後可入學

資料來源︰各校招生簡章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歐陽文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適
齡入學大專生人數未來將不斷下降，
自資院校收生首當其衝，需要急謀對
策。東華學院校長汪國成昨與傳媒會
面，透露校方計劃開辦銜接學位和學
士後課程，打開成人持續進修市場；
又考慮下調工商管理學系收生額一
半，集中資源發展有相對優勢的醫療
學科，最快明年9月實行。另針對職
業治療師人才渴市，該校最快今年9
月推出全港首個自資職業治療學位課
程，全期4年學費高達43.5萬元，冠
絕本地自資校課程。

擬拓成人持續教育市場

未來10年中六畢業生將由7.2萬名
跌至2022年的4.5萬名，自資專上學
界形容將面臨「10年收生寒冬」。面
對有關情況，汪國成稱，東華七成
學額與醫療學科有關，有關課程畢
業生長期渴市，未擔心收生不足。
但他承認，部分學科如工商管理
「不是太多人有興趣」，考慮把其現

存的200個首年入學學額，削減至
100個，改為將資源集中在醫療學
科，最快2014學年實行。
汪國成又透露，中學畢業生不

足，該校有意拓展成人持續教育市
場。他指香港現存約6,000至7,000名
僅得高級文憑學歷的護士，計劃針
對這個市場，提供護理及工商管理
（醫療服務管理）的銜接學位課程，
令他們有多一個進修機會；校方又
有意開辦多個學士後課程，包括深
造證書、文憑及碩士，將與校董會
及政府商討。

自資職業治療學位課申評審

另外，東華亦計劃開辦自資職業
治療學位課程，學額50個，現正申
請評審，最快今年9月推出。不過，
該課程4年全期學費約43.5萬元，破
本地自資院校學位課程最高紀錄。
至於9月新學年的報名情況，東華

學院將共提供1,165個學位及副學位
課程學額，截至前日累積8,406個報

名人次，較去年同期上升71%，不
過，該校今年可最多報讀5個課程，
有別去年「一人一課程」規定；當
中護理學位最受歡迎，逾2,000人次

報名。汪國成提醒指，護理學位課
程只有200個學額，平均「十爭
一」，所以入學分數或會增至18分，
即5科達44433。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龐嘉儀）

考評局昨公布2014
年文憑試日程，
其中與今年安排
相同，中文口試
將率先於3月第二
周開始，核心科
目則會於4月7日
至14日考試，英
文口試則會於4月
底至5月中進行。
至於成績發放安
排，為免與中一
收生及中一編班
試撞期，暫定於7
月14日放榜。
另外考評局為

應付今年文憑試
24科的網上評卷
需要，已於將軍
澳及沙田增設3個
評核中心，在4月
至6月期間開放，
提供約100個電腦
工作台作評卷用
途。

明
年
文
憑
試
7
月
14
日
放
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龐嘉儀）現
今社會科技發達，手機、電腦隨處可
見，令兒童視力問題越見嚴重。一頂
調查發現，多達48%小學生有包括近
視、遠視和散光等屈光不正視覺問
題，以近視最多佔38%，年級越高比
率越高，且問題更有年輕化趨勢，
16%人未足6歲已出現視力問題。調查
同時發現，學童普遍缺乏護眼常識，
長期使用電子產品而不休息，易令視
力惡化，情況叫人關注。
奧比斯今年3月以問卷訪問5所小學

1,848名小一至小六學生，了解其護眼
常識認知度及視力情況，當中48%人
有近視、遠視和散光等視力問題，
38%有近視，逾兩成人高於200度，另
有逾20%人患有散光。調查又發現學
童對視力健康的認知度薄弱，78%錯
誤理解何謂「高度近視」，只有22%能
正確指出600度或以上已屬嚴重近視問
題。另外，五成受訪小學生曾連續使
用電子產品逾2小時，15%會連續使用
4小時以上，部分又不會設特定休息時

間。

幼園生患近視大增

就讀香港真光中學小學部四年級、
年約10歲的伍同學已有600度近視，他
於6歲時已被驗出視力問題，雖然每年
定期複檢，並學做「眼睛操」，但近視
仍持續加深，每年要換一次眼鏡。

奧比斯義務眼科醫生劉凱珊表示，
眼睛屈光不正問題有年輕化趨勢，以
幼稚園生為例，1996年只有2.3%患近
視，10年後數字已大升至6.3%。她提
醒學童，每使用電子產品時30分鐘便
應讓眼睛休息5分鐘，並要保持30厘米
距離，同時盡量增加戶外活動多望遠
處，及定期作檢查。

■奧比斯舉辦「看見鳥」學童蒙眼午餐活動，並公

布小學生視覺問題調查結果。 龐嘉儀 攝

■李勝利指，近年內地名牌大學亦會

因應情況考慮香港地區名校的學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歐陽文倩 攝

■內地頂尖名校北大清華復旦獲國家教育部批准，為應屆中六的香港優秀名校尖子開放「自主招生」，經推薦者通過面試毋須文憑試成績亦可入讀，更可獲多達

12萬元至40萬元獎學金。 資料圖片

■面對收生寒冬，汪國成稱東華七成學額與醫療學科有關，這些課程的畢

業生長期渴市，不擔心收生不足。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景熙 攝

■就讀小四的伍同學有

600度近視，反映視力問

題年輕化。 龐嘉儀 攝

清華 北大 復旦

本 內容：文匯教育 社團新聞 國際新聞 副刊 娛樂新聞 體育新聞 電視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