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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得港住址繞「專網」雙非媽提早一年上水租屋

跨境生報自配位增
北區校倡加建課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穎宜）下學年9月入學的小一自行分配

學位的交表程序昨日展開，在跨境學童人數增加下，北區小學持

續吸引大量家長報讀。北區小學校長會估計，今年報讀區內小一

的跨境生將較去年增加約一成，而由於稍後的分區統一派位階段

實施「跨境專網」，跨境生較難獲派入北區小學，預計他們會積

極報讀自行學位，令競爭持續激烈，建議教育局於北區加建臨時

課室，以應付學額需求。另一方面，跨境家庭於北區租屋情況也

見有增加跡象，有雙非媽媽早在去年6月已於上水租屋，獲取本

地地址以繞過「跨境專網」，為即將升小的孩子爭入北區小學。

82%教師挺實報實銷聘代課

城大展30載科研成果
■城大昨起舉行「城大研究．創新三十年」展覽。圖
為嘉賓參觀展覽。 城大供圖

「綠色學校」頒獎

收錄詩人廖偉棠40篇優秀散文：有懷念一

代巨星張國榮、梅艷芳的風采，有對作家三

毛、商禽等的深切悼念，還有初為人父的無限喜悅；他又以細膩的

文字，帶領讀者雲遊四方。廖偉棠是得獎最多的香港作家之一，本書亦收進他多篇獲獎作品。他現

為自由作家、攝影師。曾獲香港文學獎雙年獎，香港藝術發展獎2012年度最佳藝術家（文學）。

一直以來對三毛都情有獨
鍾，或許是因為愛她不放棄對
生活的熱愛和執着，愛她做人
的真誠。

三毛原名陳懋平，三毛是她的筆名。三毛曾經說過：
「起初起此名，是因為喜歡張樂平先生的三毛流浪
記。」她從小看張樂平的「三毛系列」漫畫長大，產生
了流浪的念頭。於是，三毛特地探訪張樂平先生，並拜
他為乾爹，因而取筆名為三毛。另有一個原因是，道出
自己寫的東西很一般，只值三毛錢。她寫了許多膾炙人
口的作品，文筆幽默風趣。
如果讓我選擇，我喜歡撒哈拉沙漠裡的三毛。生活在

沙漠裡的三毛，天真、熱情，猶如一朵綻放在沙漠裡的
紅玫瑰。
我反覆咀嚼三毛的《撒哈拉的故事》，可能有許多人會

因為看了這本書而有一種去遠方流浪的衝動。這本書記敘
的是三毛和丈夫荷西在撒哈拉沙漠的故事。在這個遙遠的
非洲沙漠裡，記錄三毛和荷西的煩惱、憂愁、幸福和快
樂。而且，三毛也是在非洲沙漠小鎮與荷西結婚。荷西苦
戀了三毛6年，最終在沙漠小鎮與三毛修成正果。
三毛的文字樸素、優美，看她的書就如同在聽她講故

事。三毛曾說：「在一個個漫漫長夜，思念像千萬隻螞
蟻一樣，啃噬着我的身體；每想你一次，天上便飄落一
粒沙，從此形成了撒哈拉；每想你一次，天上就掉下一
滴水，於是形成了太平洋。」三毛選擇了荷西，對於曾
經失去的三毛，這份愛情更加實在，眼前的幸福才是最
該珍惜的。三毛的一生很幸運，但
又很坎坷，在短暫的一生裡，愛情
似乎從未眷顧過三毛。
看三毛的小說，可以聯想到她在

沙漠生活的一幕又一幕，那些細節足以讓我難以入眠。
「我們對自己心靈的世界知道得太少。」是的，我們往
往讀不懂自己，不知道自己在想甚麼。在一個不懂愛的
年紀去追尋自由，追尋她
一直嚮往的那份完美與幸
福。
就如三毛所說：「生命

的過程，無論是陽春白
雪，青菜豆腐，我都得嚐
嚐是甚麼滋味，才不枉來
走這麼一遭啊！」她少女
時代的冷淡、執拗、叛
逆，在流浪的過程中慢
慢蛻變成一個敢愛敢恨
的女性。我是多麼羨慕
她自由的靈魂。

學生：李楚棋
學校：紡織學會美國商會胡漢輝中學三毛在《撒哈拉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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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精選書籍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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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徵稿啟事

《有情枝》 中華書局編輯經理于克凌點評：三毛令萬千讀者着迷的法寶，是她了
解人世的角度，眼睛裡透着善良與悲憫。她是個既熱情又孤獨的人，做
到了很多人想做而不敢做的事：狠狠地經歷一次生命，不管不顧地追求
一次心靈自由。同學羨慕她，編者也羨慕，雖然不是每個人都能有三毛
的靈性，但能從她的故事中，提煉自己的感情，也受益非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高鈺）為慶祝創校30周年，
香港城市大學由昨日起至10月3日舉行「城大研究．
創新三十年」展覽，以展現多年來在研究及先進技術
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活動昨舉行開幕，中聯辦教育科
技部部長李魯、創新科技署署長王榮珍、城大副監督
兼三十周年校慶籌備委員會主席梁乃鵬、城大校長郭
位等主禮。
展覽展出的成果，來自城大35個研究中心和實驗

室、知識轉移處、周亦卿研究生院、城大深圳研究院，
以及新成立的城大成都研究院。參加者有機會觀看多個
中心的研究示範，包括：超金剛石及先進薄膜研究中
心、能量研發能源研究中心、機器人與自動化研究中
心，以及設於城大深圳研究院的「香港城市大學─電子
科技大學光纖傳感與通信聯合研究中心」。展覽期間還
會舉行大型科技論壇，讓城大和海外的研究人員在先進
材料、海洋與人類健康、先進製造，以及無線通訊等方
面，分享經驗及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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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港已有三百多間學校
推行普通話教中文。數字顯示越
來越多學校落實從低年級開始，
逐漸過渡並轉型用普教中，這成
教學的新趨勢。若不跟隨當下香

港時代的發展要求，就會落後於人。

當「精英班」家長盼早入
譬如有新學校從一年級開始推普教中，試驗

兩班用普通話；兩班不是。結果是普教中那兩
班往往被家長、學生，甚至學校，看成是「精
英班」。因為這個班的學生需要有一定的普通
話基礎，或者被視為學習能力較優秀者，才會
獲編排到這種「精英班」，這就難怪有不少家
長都渴望自己的孩子早日進普教中班。
當然學校的教學配套及資源調配也至關重

要：增聘具相當水準專職普教中教職員；添置
相關的教學配套加以扶助，以至聘請「外援」
來強化學生的普通話水平以配合中文教學，這
種種舉措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成功辦好普教
中。如此，各方自然樂見其成。
成功的回報是，莘莘學子可以開口成文。「普

教中令學生的寫作有改善，因為寫作的語法與普通
話口語的語法一樣。」培正小學中文科老師說道。
說話是人最直接的思維呈現，我手寫我口，這樣，

不單慢慢地習慣寫成規範漢語提高中文水平，就連想東西
都可以用正規的中文來天馬行空了。

從小學起 易掌握音準
香港小朋友的學習能力很強，如從小學普通話，對普
通話的音準掌握得很快很好。學好這種「第二語言」，
就跟學好英語一樣，它們跟廣東話並沒有甚麼矛盾或容
易發生混淆的地方，三者並行，反而領先一步。
對於網上有人士反映，有些學生上課時不懂用普通話

發問，小組討論時亦未能表達部分字詞，從而影響學習
中文。這都是個別情況，因為套用到英文，以至任何科
目，每個人的學習過程中，都發生過類似的事情。
香港人學普通話的一個難點，是對準確四聲的掌
握，例如很多人常將一、四聲混淆，因而鬧出笑話。
所以辨音練習是我們學好普通話的手段之一，就來看
看下文裡有哪些跟生活用語相似讀音的詞匯，你又會
分辨它們嗎？
辨音：

決定－確定
jué dìnɡ què dìnɡ

精英－經營
jīnɡ yīnɡ jīnɡ yínɡ

資源－自願
zī yuán zì yuàn

添置－甜食
tiān zhì tián shí

回報－匯報
huí bào huì bào

科目－和睦
kē mù hé mù

■陳文龍
學校簡介：香港專業普通話學校，「我的普通話老

師」，立足香港，致力推普教育工作廿載。
網址：PTH.hk

電郵：pth@PTH.hk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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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學年升讀小一的學童約有 5.9 萬
名，較今學年增加2,000人；在近

年因跨境生令學額供應緊張的北區，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昨9時開始接受自行
學位申請，但早於7時已有人在校外排
隊。排頭位的本地家長李太直言擔心
區內學位緊張，故提早到校門希望有
「誠意分」。她指因家住學校附近，
希望獲派該校，即使未能如願也會
「叩門」。
本地家長黃先生帶同太太和幼子為大
女兒交表，本身是該校校友的他，在自
行學位計分制度下已有20分在手，但自
言勝算不高，對於跨境生令區內學位競
爭激烈，他表示「擔心不來，只可無奈
接受」。

大房換小房 孩子不習慣
至於雙非家長，亦出盡招數爭取入讀
北區心儀學校。其中兩名小孩均已於上
水讀幼稚園的蕭太，昨到上水惠州為明
年升小一的兒子報名。她早於去年6月已
在上水以每月約8,000元租住區內2房單
位，希望方便他們上學，但孩子初期卻

不太習慣，「深圳單位是複式，有2,000
多呎，但香港單位只得四五百呎，阿仔
初時都唔慣。」現時蕭太以一簽多行的
方式來港照顧子女，逢星期六日回深
圳，她笑言是「當度假」。
不過她亦坦言，擔心兒子自行分配學

位獲取錄機會不大，已有準備統一派位
再報該校，若未能如願一定會叩門。
同是雙非家長的余小姐，其大女兒已

在上水惠州讀小三，有信心明年升小一
的幼子透過「世襲制」能順利入讀。對
有本地家長埋怨跨境生令學額競爭趨激
烈，她認為想法正常，但希望本地家長
明白和體諒，「我們都是為人父母，都
是為子女着想。」

惠州公校：申請表超額約0.8倍
上水惠州公立學校校長、北區小學校

長會主席陳紹鴻表示，今年排隊交表擠
擁情況較往年紓緩，「因為早前在不同
場合包括幼稚園講座、學校開放日等已
向家長發放消息，自行學位不是先到先
得，亦沒有『誠意分』存在，所以家長
無須提早到場交表。」該校共提供75

個自行分配學額，但昨首日已收到134
份申請表，超額約0.8倍。
陳紹鴻又表示，明年跨境生預計將

增加一成，推算在統一派位「跨境專
網」報讀北區小學會有接近 2,000
人，但區內學額未足以滿足需求，建
議當局可於北區學校加建臨時課室。
他又透露有意與局方商討，將每班人

數由30人加至35人的可能性，以紓緩

學位緊張情況。
除北區外，傳統名校昨亦吸引大量家

長申請，九龍塘喇沙小學亦提早兩小時
已有人排隊，排頭位的李太來自深圳，3
年前在粉嶺買樓及投資千萬元移居香
港，為爭取兒子入讀心儀的喇沙，不惜
將粉嶺單位出租改為租住九龍城名校
區，並月花萬元為兒子安排5項活動，增
加其入學「競爭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自
2005/2006學年起，教育局為設有法團
校董會的學校提供「整合代課教師津
貼」，取代實報實銷模式，讓學校有更
靈活的財政自主權聘請代課教師暫代獲
准放假少於30天的教師。津貼計算方
法是以約十年前的教師平均病假中位數
2.5天，乘以學校教師數目及代課教師
日薪。
學界發現，2.5天的標準往往並不足
夠，結果有時學校需自行運用「擴大營
辦津貼」或其他經費填補，令學校面對
財政壓力。教聯會一項調查顯示，逾八
成教師支持容許學校選擇以「津貼」或
實報實銷方式聘請代課教師，會方將去
信教育局，要求當局重新檢討津貼。
根據《資助則例》，每名教師因病
經認可醫生簽發最少連續3天病假證
明，學校便需聘請代課老師。不過，
津貼以平均每名教師每學年只獲2.5天
病假作計算，質疑當中有取巧成份。
教聯會上月進行了一項調查，以了解
中小學教師津貼的看法，最後成功訪
問了80名教師代表。

71%教師盼津貼病假增至4天
調查顯示，82%受訪教師支持容許

學校選擇以「津貼」或以實報實銷方
式聘請代課教師；71%教師認為津貼
中位數應由2.5天病假增至4天或以
上。另74%教師表示，校內教師經常
（平均每天都有1位或以上）或不時
（每周都有1位或以上）帶病上班，
反映有關情況普遍。

免增財政負擔 師帶病上課
教聯會認為，「整合代課教師津貼」
不足，令學校需自行運用其他經費填
補，對部分學校而言，造成一定的財政
壓力，而不少教師為免加重學校的財政
負擔及同事的工作量，不時會帶病回校
上課。
另教聯會上月發起聯署，要求教育局

重新檢討「整合代課教師津貼」，截至
本月中，獲68所中、小學分別以學校
及個人名義聯署支持，並收集了1,750
個教師簽名，會方促請當局就「津貼」
進行檢討，並去信教育局表達意見。

■■昨天是小學自行收生首天收表的日子昨天是小學自行收生首天收表的日子。。圖為家長圖為家長
於上水惠州公立學校等候辦理手續的情況於上水惠州公立學校等候辦理手續的情況。。

梁祖彝梁祖彝 攝攝

■■陳紹鴻陳紹鴻。。
梁祖彝梁祖彝 攝攝

■■余小姐余小姐。。
李穎宜李穎宜 攝攝

■■蕭太蕭太。。
李穎宜李穎宜 攝攝

香港環境運動委員會昨日舉行「第十二屆香港綠色學校獎」頒獎典禮，並頒發獎
項予「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贊助的小型工程項目，大會亦同時啟動「第十三屆香
港綠色學校獎」及新設的特別獎項「咪嘥嘢校園減廢大獎」。
是次活動的主禮嘉賓包括署理環境局局長陸恭蕙、環運會主席林超英及環運會教

育工作小組召集人許湧鐘。有關「香港綠色學校獎」的資料，可瀏覽環運會「綠色
學校天地」網頁school.ecc.org.hk。 文：高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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