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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糖水「愛」回頭
這本書主要內容是寫煮一碗糖水所

需要的「材料」，包括信念、反省、
目標、忍耐和用心。它記述的是吳玉
新真實的人生故事，細述他所經歷的
許多酸甜苦辣、生離死別。他從小生
活在一個貧窮的家庭中，他和他的哥
哥姐姐們總被人看不起，常被稱為
「乞衣仔」、「乞衣女」。他在很小
的時候就要接受媽媽離開人世這個慘
痛的現實，這也使他的學業成績一落
千丈，進了特別班，後來輟學變成叛
逆的暴風少年，不思長進。他最後悔
的便是錯過見父親最後一面的機會。
後來他面對無數的困難，也靠自己一
人渡過。他立志開一家糖水舖，名為
「糖水親」。在沙士期間，他希望透
過糖水把愛傳遞給每個人。
從這本書中，我明白了很多。我覺得

現在的自己真是很幸福，衣來伸手，飯
來張口，從小有父母疼愛，而吳玉新從
小家庭關係惡劣，母親又離世。他感受
不到家庭的溫暖，父親年老又中風，和
哥哥關係又惡化。他面對很多考驗，沒
有親人、朋友的支持，只得獨自面對坎
坷的命途，跌倒了爬起來再走，一個人
十分辛苦。他的經歷啟發我要好好珍惜
家人，因為他們是獨一無二的，也讓我
明白了，每個人都是在不斷磨練、不斷
跌倒中成長。
人生總有酸甜苦辣，悲歡離合，也有

失有得，世事無常，人總要面對逆境。
只要我們有執着、不怕輸的精神，困難
永遠是失敗者，它不會成功的。
吳玉新也告訴我們一個道理：回頭是

岸。無論你走了多少錯路，總會有一條
路讓你回到正確的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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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介：作者長期於報章雜誌撰寫專
欄，著有散文、小說、新詩過百
種，其中15種被選為「中學生好書
龍虎榜」之「十本好書」，同時共
五次被選為「中學生最喜愛作
家」。本書既憶述了作者年少時有
趣的生活點滴，又細寫了現居温哥
華的閒情逸趣。書中或以父親的口
吻對女兒細細叮嚀；或以作家及老
師的身份分享寫作及學習心得。一
字一句的親厚文字，都流露出作者
的温度與個性。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郭子晴點評：人生總有酸甜
苦辣，悲歡離合，人生的精彩亦在於此。困難與不幸造就
堅毅不屈；知道苦，也就懂得樂；走錯了路，便明白回頭
的美好。這本書是一本甜在心頭的好書，同學能保持這種
樂觀向上的態度，相信你的人生也會非常精彩。

學生︰林 燃 學校︰聖士提反堂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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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日是好日》
作者：阿濃

是否「普教中」應交校方自決
校長：不宜「一刀切」反對 專家籲回歸學術角度討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教育局早前於中小學

中文學習領域課程諮詢文件提出，學校可「繼續以校

本方式推動普通話教授中文科（「普教中」）」，即

沿用過去多年的做法，但卻引起部分人極大迴響，包

括擔心「普教中」會削弱學生粵語能力、師資不足

等。面對社會意見紛陳，有中小學校長均認為，社會

應讓校方根據校情及學生的學習需要等，推行「普教

中」，又呼籲各界人士尊重校本專業，不應「一刀

切」反對推行「普教中」。有專家指，「普教中」屬

語文教學議題，「希望社會可以單純地從這角度探

討，讓其回歸學術。」

教育局早前中文學習領域的課程諮詢文件提到「學生在
掌握繁體字後，亦應具備認讀簡化字的能力」。有關「認
讀簡化字」的內容與2002年的文件幾乎完全一樣，但突然
引發爭議，甚至被扭曲及炒作為「取代繁體字」。多位中
小學校長都強調，繁簡並非對立，若學生具備認讀簡體字
的能力，亦有助他們閱讀及提升書寫速度。

「認讀」非「取代」識簡利多元
教育局曾多次強調，並沒規範中小學學生學習簡化字，只是

「建議」在中學階段可酌量「認讀」簡化字，拓闊閱讀面和知識
面及促進溝通，呼籲社會人士不要作出無謂猜測。
獅子會中學校長林日豐認同，文件所指的絕無「取代」繁體字

的意思。他指出中學生閱讀不同學科參考資料時，往往會接觸到
簡體字，而該校圖書館亦藏有簡體字書籍或刊物，懂得看簡體字
有望推動多元化閱讀。
荃灣商會學校校長周劍豪及明愛屯門馬登基金中學校長袁國明

均認為，繁簡並非對立，簡體字有其實用價值，若學生具備認讀
簡體字的能力，亦有助他們閱讀及提升書寫速度。

指坊間批評已偏離諮詢焦點
即使自言「批評教育局毫不留情、絕不手軟」的退休校長兼教

協理事陳國權，早前也特意在網上撰文解構是次繁簡爭議，認為
是因「教育局過分輕率因循」而起。他認為，教育局其實已將
「學習簡化字」在語文「讀寫聽講」四個範疇上，只局限於「認
讀能力」的單一層面之上，並不涉及「書寫能力」，但卻並無進
一步詳加解說，從教育專業角度是「不成熟的建議」。
他強調，簡體字有一定的工具性質和意義，在交流和溝通，以

及進修、研究和營商方面，任何一個年輕人都不應等閒視之。
明愛專上學院人文及語言學院教授何萬貫則指，學校老師可作

專業判斷是否教簡體字，而關於繁簡並行教授的狀況，則需要進
行深度的學術研究，「例如是否有干擾？如何干擾？要如何補
救？這些都要通過研究才知道。」 ▓記者鄭伊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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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大學普通話教育研究及發展中
心主任林建平接受本報查詢時指

出，普通話屬漢族的通用語言，「用
普通話教通用語文（中文）是理所當
然的，正如內地、台灣及馬來西亞都
是用此學華語，這叫『言文合
一』。」

「普教中」助學童建語感
就「普教中」的成效，他指目前未
有一項大型研究得出實際的數據分
析，但中心過往從觀課、與前線教師
交流時發現，「普教中」能為小學生
建立語感、培養寫作時的規範意識，
也有老師反映不少學生的寫作字數由
300字增至500字至600字。
他透露，中心剛展開一項為期約6年
的「普教中」研究，在近8所小學採樣
分析高小生以「普教中」的學習成
效，期望屆時可提出教學建議。
對於「普教中」近年屢被政治化，
他坦言，「普教中」本應是語文教學
議題，但現時爭議卻多從語文教學以
外出發，呼籲社會讓其回歸學術，更
理性合理地討論，「『普教中』並無
排斥或迴避粵語，教師亦需要在課堂
教授學生某些字詞的粵語正音，例如
骨骼（讀格），而除英文科，其他科
目亦會以粵語教授。」

普粵各一班 依需要入讀
荃灣商會學校今年開設兩班小一，

各自推行「普教中」及「粵教中」。
校長周劍豪指，由於普、粵教學各有
優勢，故今年讓家長按孩子需要，自
行選擇入讀哪一班。為確保學生有能
力應付所選的語言，校方事前會安排
簡單測試，評估學生是否適合以所選
語言學習中文，結果顯示所有學生的
能力均確實符合家長的期望。
他指，「普教中」及「粵教中」兩

班均有本地生、跨境生及非華語生入
讀，「例如有本地家長認為兩文三語
很重要，所以期望孩子藉着『普教
中』，學好普通話及提升書寫能
力。」他認為，社會應容許學校根據
校內的實際情況，包括學生的學習需
要和能力、校園語境、課程規劃等，
以校本方式推行「普教中」，不應
「一刀切」反對。
至於本身取錄不少非華語生的明愛

屯門馬登基金中學，校長袁國明表
示，因校內學生各有不同背景，如內
地新來港、南亞裔等，故校方按各自
學習需要安排合適的教學語言，例如
新來港學生多以「普教中」，非華語
生則多以粵語教授中文，「粵語是非
華語生的第三語言，如果要同時學普
通話，相信會困難重重。」
他認為，每校的教學條件各有差

異，學生亦有不同的學習需要及語文
水平，故推行「普教中」時應切合學
生的需要，才有望提升學生的語文能
力。

「繁簡」及「粵普」爭議除了在中小學
引起風波，亦蔓延至一向主張多元文化互
相尊重的大學校園。早前一名就讀中文大
學的台灣女生就大學以普通話授課提出個
人意見，但慘遭網民扭曲及人身攻擊；浸

會大學及理工大學校內的民主牆又都出現繁簡體字的罵
戰，部分人執意要營造「繁簡」及「粵普」對立的氣
氛。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慨嘆，部分人將有關教
育議題，渲染為「本土」與「非本土」之爭，刻意挑動
「敵意」情緒，擔心將引致學生視簡體字或普通話為
「次等」，影響他們的學習。

教育議題不應牽涉政治
張民炳表示，「繁簡」及「粵普」並非對立，不應強

分優劣，更不應牽涉至政治層面，兩者都可相輔相成，
學生要學習及使用哪一種，應由他們按需要及情況決
定，「從學生的學習角度來說，他們學多一種語言、文
字是好事，為何要將這些議題政治化，再帶入校園呢？
這只會令學生從小對簡體字或普通話產生抗拒，令他們
的學習領域更為狹隘。」他期望，大學校園應互相包容
及尊重，學生可發表不同的意見，但必須理性討論。

▓記者鄭伊莎

「繁簡」「粵普」非對立
渲染「敵意」礙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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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小學生以普通話上中文課的情況。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高鈺） 香港學者再次獲得國際級科研榮
譽，香港大學地球科學系教授趙國春，憑其關於遠古地質活動的研
究貢獻，包括率先提出在18億至20億年前，因全球板塊碰撞導致一
個「超級大陸」形成，因而獲得伊朗科技部頒授第二十九屆
Khwarizmi國際獎（KIA）一等獎，成為首位獲得此項殊榮的地質學
家。
Khwarizmi國際獎是為紀念古波斯著名數學、天文學和地理學
家、被譽為代數創造者的Khwarizmi而設，旨在表揚世界各地的創
新者、革新者和發明家。今年的獎項頒發予趙國春以及來自美國、
瑞典、日本、德國、澳洲及墨西哥等地共9位傑出學者，儀式剛於本
月7日在伊朗首都德黑蘭舉行。
是次趙國春獲KIA一等獎，以表彰其兩項原創性研究及對科學的
貢獻，除上述的遠古「超級大陸」的發現外，亦包括於中國華北地
區發現兩條18.5億至19.5億年前形成的大陸碰撞造山帶。他對此感
到非常高興，並特別將榮譽歸功於其研究團隊的集體成果，並感謝
港大、香港研資局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於科研經費方面的支
持。港大校長馬斐森聯同中央管理小組亦祝賀趙國春獲獎，認為這
印證了港大的研究成果於世界上的影響力。

港大趙國春獲伊朗KIA一等獎

■趙國春獲頒授第第二十九屆Khwarizmi國
際獎一等獎後留影。 港大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
港科技大學昨舉行第三屆冠名教
授席就職典禮，向8位傑出教授
頒授冠名教授席及表揚各捐贈者
對大學的熱心支持。
科大校長陳繁昌致辭時表示，

衷心感謝各捐贈者慷慨支持，襄
助科大設立冠名教授席，表揚傑

出教授；冠名教授席有助科大延
攬全球頂尖人才，推動教研創
新。
他又指今屆就職的冠名教授在

多個不同領域表現出色，包括物
理學系陳子亭、工業工程及物流
管理學系Guillermo Gallego、香
港科技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金世

杰、電子及計算機工程學系劉紀
美、管理學系李家濤、科大賽馬
會高等研究院George Smoot、人
文學部閻連科、計算機科學及工
程學系張黔。
至於贊助冠名教授席的8位捐

贈者包括於崇光、嘉柏環球集
團、艾禮文家族基金、肇豐集
團、冼為堅基金有限公司、蘇海
文和蘇包陪慶、騰訊公益慈善基
金會及偉倫基金有限公司。

科大表揚冠名教授席捐贈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
教育局及考評局邀請約50間小學
試 考 小 三 全 港 性 系 統 評 估
（TSA）更新後的試卷，獲邀的
學校最遲須於下周一回覆。據知
近日多所學校已作出決定。
其中港島的啟基學校昨日決定

應邀參與考試，另有未獲邀小學
表示自願報考，因相信TSA有助
改善教學。
港島啟基學校早前收到邀請

後，發通告諮詢3班小三學生的
家長意願，最初約三分之一人回
覆不同意讓子女考TSA ，後經老

師逐一接觸家長解釋，結果減至
只有數人堅持不考，其後再經由
校董會商議，最終決定應邀接受
考試。
另外，聖公會天水圍靈愛小學

校長孔偉成過去曾稱TSA有助改
善教學，可以幫助老師針對學生
弱項改善教學，校方雖然沒列入
50間獲邀小學名單，仍表明冀以
自願形式參加考試。

港島啟基落實應考TSA

繁簡字教界觀點
■林日豐：中學生繁體字已有穩健基礎，不能說懂得認讀簡體

字後，就會影響繁體字學習。

■袁國明：其實繁簡字並無衝突，希望社會不要太政治化。

■周劍豪：如果學生行有餘力，學多一種文字是增益。

■陳國權：人們的論斷批評……往往偏離該諮詢文件焦點，甚
或從「政治陰謀論」一刀切割掉「簡化字」的價
值，筆者並不苟同。

■何萬貫：是否需要在校內教簡體字，應由教師按學生的學習
情況作專業判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