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大紀念也斯離世兩周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為了紀念香港文壇著名
學者梁秉鈞（筆名也斯）離世兩周年，香港大學於上星
期五在校內中山廣場舉行以他為主題的多媒體活動，名
為「也是他的詩．也是你的詩│向也斯致意」。
活動由「書送快樂」主辦，聯同港大轄下的學生發

展及資源中心、通識教育部、文學院、比較文學系，
舉行一系列特備節目，包括導賞團、讀詩、舞蹈、食
物淺嚐和印詩創作等。
港大比較文學系同學於當日與本地知名音樂人龔志
成、黃靖、蔡世豪和舞蹈家梅卓燕，以不同形式和媒
介，與也斯和其詩作「對談」。至於即場活版印刷，
品嚐也斯「從詩提煉的小吃」等，則由本土文化團體
「字活」、「港嘢」所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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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大開課程育品酒碩士

名校傳授面試秘技助學生 專家：帶動港人才多元性

教局資助「浸鹹水」
6尖子爭1名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穎宜）教育局去年底宣布斥資3.5億元

推行「卓越獎學金計劃」，由2015年至2016年度起，首年資助

最多100名香港尖子入讀世界知名院校，有關申請剛於上月底結

束。教育局表示，合共收到655宗申請，即約6名學生爭1個名

額。有本地名校校長表示，計劃能推動學生追求理想，校方會全

力支持已申請計劃的同學，並會提供面試技巧訓練，助他們脫穎

而出。有升學專家亦指，學生出國可提升其國際視野，日後能帶

動香港人才的多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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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個大鼻哥。」
普通話人士可能理解為
「我有一個大鼻子哥
哥」，其實粵語的意思是
「我有一個大鼻子」。
「鼻子」和「哥哥」是風

馬牛不相及的兩件事。同一個身體部位，普
通話與粵語的叫法卻大相徑庭。這一集先來
看看頭部和面部詞彙的粵普不同吧。

後尾枕（普通話︰後腦
hòu nǎo

勺兒）、魂精（普

通話︰太陽穴
tài yánɡ xué

）、眼眉（普通話︰眉毛
méi mɑo

）、

眼翕毛（普通話︰眼睫毛
yǎn jié máo

）、鼻哥窿（普通

話︰鼻孔
bí kǒnɡ

）、耳仔（普通話︰耳朵
ěr duo

）、耳珠

（普通話：耳垂
ěr chuí

）、鬚（普通話︰鬍子
hú zi

）、口

唇（普通話︰嘴唇
zuǐ chún

）。至於小孩兒「紅粉緋

緋」的面珠墩，普通話則叫作臉色紅潤
liǎn sè hónɡ rùn

（或

作︰紅撲撲
hónɡ pū pū

）的臉蛋兒。

粵「面色」相關詞多負面
在職場，察言觀色是人際溝通的重要技巧
之一。「色」在這裡指的是「面色」（普通

話：臉色
liǎn sè

）。不過，粵語關於「面色」的詞彙
大多是形容人不開心的樣子。例如，黑口黑面

（普通話︰板着臉
bǎn zhe liǎn

、黑着臉
hēi zhe liǎn

）、苦口苦面（普

通話：愁眉苦臉
chóuméi kǔ liǎn

）、「揦」埋口面（普通話：

哭喪着臉
kū sɑnɡ zhe liǎn

）、木口木面（普通話︰面無表情
miàn wú biǎoqínɡ

）。
俗話說「笑一笑，十年少」，在生活中多發現一些

令人「笑得見牙不見眼」（普通話：笑得合不攏嘴
xiào de hé bù lǒnɡ zuǐ

）
的事情，你會越活越年輕的。

以下的一句話，你能翻譯成普通話
嗎？

小王笑起上嚟瞇埋對眼，仲有酒凹，好可愛！
附上一期答案︰
主持人透過麥克風宣布︰「這位廚師製作了全球最

大的三明治，打破了吉尼斯紀錄。」
■「職業訓練局普通話培訓測試中心」

http://www.vtc.edu.hk/vlpo/chi_course_chi.html
熱線電話: 2595-8119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梅卓燕以舞蹈表演《連葉》向也斯致意。
港大提供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懂得品
酒，可以體現一個人的生活品味，如果
有系統地學習箇中的知識，甚至可以成
為專家，將之發展為事業。理工大學酒
店及旅遊業管理學院昨日宣布，新學年
將開辦國際葡萄酒管理理學碩士課程，
學費約17萬元，首年目標招生30人。學
院副院長及課程主任宋海岩表示，本港
業界只有9.8%從業員具有與葡萄酒相關
的專業資格，未能滿足業界和市場的人
才需求，故開辦亞太地區首個集中以紅
酒為教學內容的碩士課程，冀培育更多

專才。
據了解，2013年亞洲紅酒銷售金額高達

700億美元， 業界預計每年將有8.3%的增
長，而內地的葡萄酒市場亦迅速增長，同
年的紅酒入口量達45億公升。宋海岩指，
本港作為內地的重要紅酒業樞紐和進口來
源地，目前相關人才供應未能滿足龐大的
市場需要。

月底接受申請 擬取錄30人
他引述2013年在本地進行的研究指，

本港紅酒業本有57.2%全職從業員擔任管
理與督導階層的職位，但整體只有5.2%
從業員具有與葡萄酒相關的專業資格，
即使到去年有關比例已提升至9.8%，但
人才仍供不應求，故理大決定開辦課程
培育專才。
理大酒店及旅遊業管理學院院長、講座

教授、郭炳湘基金國際酒店服務業管理教
授田桂成介紹，課程將於2015/16學年開
辦，2月底開始接受申請，目標取錄30名
學生。學生可以全職或兼讀的方式修讀，
年期由一年半至六年不等，學費約為17萬
元。

有機會到法國產地考察
課程共有31個學分，除了必修的紅酒市

場和管理等知識外，還包括選修的實習課
和海外研究考察。學院的專業應用（酒
類）教授及首位亞裔葡萄酒大師李志延表
示，學生有機會到法國勃艮第和波爾多等
紅酒生產地，了解行業前線的最新情況，
累積經驗擴闊眼界。至於實習期，最長約
為6個月，學生可以按興趣選擇紅酒相關
的行業，例如紅酒教育、貿易、管理和製
酒等方面。
理大昨日舉行課程講座，吸引了數十

名有興趣者參與品酒，其中包括現時在
某集團擔任品酒師的黃小姐。黃小姐
指，兒時透過父親開始接觸品酒，於瑞
士修讀酒店管理學位課程時，老師向其
介紹酒的文化激發起她的興趣，後來她
又向客人分享品酒樂趣，令對方也愛上
品酒，這令她大有成功感，故打算向葡
萄酒專業發展。她又指，紅酒的世界很
大，有興趣報讀上述理大的課程深造，
如有機會實習，希望到意大利、法國、
西班牙的酒莊了解其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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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此書令我獲益良多，既
令我明白傳統文化的精髓，也
令我認知不少大道理。對我們
年輕人做人做事均有莫大的幫

助。書中有不少佳句令我印象深刻。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
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這是書中其中
一句說話令我最深刻的句子。此句深深地令我明白到學
習的重要性，學習知識不但能令我擴闊視野，還能令我
在學習知識的同時帶來喜悅感，當我學到一點新的知識
時，就增長了一項新的本領，就像登上了一座新的高
山，發現新的景點一樣，所以這句是我最深刻的句子。
另一令我最深刻的句子是：「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
矣。」原來溫習舊的知識，也會有新的收穫，以往的我
只為了學習新的知識，往往忽視了重新溫習舊的知識的

重要性。有時候溫習課文，不一定要一次記得文章的所
有，這只會帶來壓力。
其實，我們可以過一段時間再去閱讀它、溫習它，往
往會有新的發現。這令我明白到學習課文不要因開始不
太理解而苦惱，只要緊記「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的道理，就能輕鬆學習知識了。
同時，我對「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有深刻的
感受、切身的體會。現今社會交通方便了，很多人都會
遠出外遊，我也不例外，很難做到不離開父母一段時
間，因為有時候我少不免要參加一些學習營或交流團，
難免不與父母分開一段時間，幸好我的學校一向重視德
育教育，所以我知道不能讓父母擔
心，故此每次外出交流時，一定會
事先向父母報告，回到家也一定與
父母分享學習成果。

最後，我對「忠告而善道
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此
句十分之認同，句子的意思
是，朋友之義要做到忠心地勸
告，善意地引導，若對方不聽
則止，不要自取其辱。我經常
都會提點我的朋友們，他們
也把我當成諫友。同時，我
也很開心，我的朋友也會對
我提出一些忠告或有時候委
婉曲折地跟我講道理，所以
我懂得分辨酒肉朋友。
總而言之，這些佳句均包含着大道理，讓我們不
得不敬佩先賢。

中華書局編輯經理于克凌點評：在歷史的長河中，人類的文明
裡，我們會發現有很多先賢留下的為人之道，經年不衰，歷久彌
新。如同學所引幾句出自《論語》，此書距離如今已有2,500年，
但當中所載道理，今日讀來仍發人深省，足見科技日新月異，但在
「處世為人」一事上，我們並沒有比前人進步多少。每個人從出生
到死亡，沒有任何捷徑，都是靠自己一步步走，獨自經過，獨自領
悟。讓我們都從先賢的遺產中得到前行的智慧。

學生：鄭映雯
學校：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中學《解讀經典論》先賢道理今亦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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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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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情枝》

印花
VTC特別為答對專欄問題的讀者送出精美

禮品，名額共3位。如有興趣的讀者，請剪下

此文匯報印花，連同答案郵寄至香港仔田灣

海旁道 7號興偉中心4樓香港文匯報教育版

收，封面請註明「VTC送禮」，截止日期︰3

月2日，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答問題送禮物

�(�0
�30
�(�0
�30

考考你????

「卓越獎學金計劃」旨在資助學業成績優異的港生
入讀境外的頂級大學，特別是修讀香港未有開

辦的課程。每名得獎者按年續領最多25萬元（港元，下
同）資助，實報實銷，有經濟需要者，在通過入息審查
後，可再額外獲得每年最多20萬元助學金。若同時取得
獎助學金，有關同學每年最多可得45萬元資助。

教局：首年接655申請
教育局發言人表示，首年獎學金計劃的申請期已於
今年1月31日結束，共收到655 宗申請，由於大部分
的申請於申請限期當日或數天前遞交，當局需要時間
整理和統計所有接獲的申請。
本地名校英皇書院校長陳胡美好表示，對於香港年

輕人而言，「卓越獎學金計劃」是一個追求理想的好
機會，「當學生日後學有所成，亦有機會回饋香
港。」她透露，該校有兩名學生提出了申請，兩人分
別有志於修讀飛機工程及獸醫課程，「兩位同學都各
有抱負，而香港本地的大學仍未有相關課程的學位提
供，而且有關同學的家庭經濟條件未必能負擔起出國
留學的費用，故機會難得。」

證港生願「走出去」拓國際視野
陳胡美好指，整體申請數字達600多宗，反映競爭非

常激烈，但相信該校兩名學生的學業成績甚有信心，
「校方亦會提供全力支持，為他們加強面試訓練，令
他們在甄選過程中能表現自己。」

學友社學生輔導中心副總幹事吳寶城認為，申請情
況理想，「證明香港學生都願意走出香港，吸收更多
的國際視野。」他相信學生學成後回港工作時，會對
行業帶來正面影響和國際經驗，也有利於帶動香港人
才的多元化。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副主席王惠成則認為，首屆申

請數字理想，「6個爭1個，競爭激烈」，但計劃始終
是第一年推行，難以評論成效。他又建議教育局未來
可加大力度到不同學校宣傳，亦可考慮減低門檻，令
更多學生參與。
「卓越獎學金計劃」的甄選程序主要分為3個階段。

初步甄選於今年2月至4月進行，期後將進行遴選及面
試。最終得獎者名單會於8月公布。

■陳胡美好表示會全力支持
學生參與計劃。 資料圖片

■吳寶城認為計劃能鼓勵本
地精英邁向國際。資料圖片

■王惠成建議教育局減低
門檻。 李穎宜 攝

元朗陳震夏校教親子切水仙迎新春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高
鈺 ） 新 春 將
至，明愛元朗
陳震夏中學家
長教師會日前
率先舉辦「水

仙花開迎新春」親子活動。校方
希望透過是次活動，讓家長學習
切割水仙花的技巧，並藉着父母

和子女共同參與農曆新年的傳統
活動，加強親子關係，更可美化
家居，為新春佳節增添歡樂氣
氛。
是次活動約有 30多位家長參

加，在該校鄧老師的用心指導下
切割水仙頭，每位家長更獲贈兩
個水仙頭帶回家中佈置。有參與
的家長表示，期望該校繼續與家
長教師會舉辦更多親子活動。

■一眾家
長與鄭振
發校長及
老師合照
留念。
校方供圖

▼黃小姐指，紅酒的世界很大，有
興趣報讀上述課程深造。

馮晉研 攝

▶宋海岩(右)表示，本港業界只有
5.2%從業員具有與葡萄酒相關的專
業資格。左為田桂成，中間為李志
延。 馮晉研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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