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國「小文人」較技 兩港女「摘星」
陳貝玲即席演講靠「爆肚」于甜忙考試少備賽「打天才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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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溫仲綺）吸引

全國二十多個賽區、逾11萬名中學生

參加的「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經

過一連四日在香港舉行的總決賽，昨

日大會選出20名文筆和口才俱佳的

「恒源祥文學之星」及舉行頒獎典

禮。其中兩名香港中三女生陳貝玲及

于甜，成功在全國年輕文學精英中脫

穎而出，於初中組「摘星」。她們表

示，能透過比賽與來自全國各地的學

生交流，機會難得；而是次比賽除寫

作外，也要求入圍學生即席演講，覺

得甚有挑戰性。

「恒源祥文學之星」得獎名單
初中組

學生姓名 賽區 文章題目

陳貝玲 香港 我給自己寫封信

于甜 香港 最動聽的笑聲

涂欣蕾 北京 遠方的盡頭

張思之 北京 我努力讀懂母愛的記號

楊晨 北京 星空下的遐想

黃子婷 河南 重拾舊時光

張宇軒 安徽 我努力讀懂生命的兩端

陳之晹 安徽 我努力讀懂古巷

柴靈靜 浙江 我聽見了寂靜的聲音

魏廣平 湖南 相處有道

高中組

李梓楷 山東 聽味道說話

譚蔚之 山東 聽古物說話

楊哲成 湖北 岸的絮語

王雷捷 浙江 穿梭在布裡的光陰

周正邦 天津 給興趣留一些空隙

李智 天津 弈碁記

吳冰冰 湖南 任憑這青春漸遠

彭抒文 江蘇 聽眷村說話

楊嘉雯 江蘇 走過溪淙街

鄭宇涵 江西 給自我留些空隙

其他主要獎項

陳貝玲 香港 最佳人氣獎

詹國華 香港 最佳思辨獎

涂欣蕾 北京 最佳綜合素質獎

曹渡帆 四川 最具表現力獎

貝寧馨 上海 最具感染力獎

資料來源：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 整理：記者 溫仲綺

學生常常問我︰「老師，我們考
『國家級普通話水平測試』有用
嗎？」我在大學任教毅進文憑課程，
一轉眼已經好幾年了，每年在普通話
課上給同學們介紹「國家級普通話水
平測試」時，不少學生也會提出這樣
的疑問，我的答案是：「當然有
用。」

語言是重要的交際工具，特別是我們身處在香港這樣的一
個要求兩文三語的社區，一個中西文化交融的社會，不論你
將來從事哪一個行業，隨着中國國力的上升，普通話的地位
也會愈來愈重要，在年輕時把普通話學好，將來才有競爭
力。

成績分三級六等
「國家級普通話水平測試」（以下簡稱為PSC），由國家

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以下簡稱為國家語委）制定，把普通
話的水平分為「三級六等」。所謂「三級六等」就是把考生
的成績分為三個級別，每個級別兩個等級，也就是一級甲等
（97分或以上）、一級乙等（92分至96.9分）、二級甲等
（87分至91.9分）、二級乙等（80分至86.9分）、三級甲等
（70分至79.9分）、三級乙等（60分至69.9分）。PSC在內
地有絕對的權威性及認受性，並已成為內地公務員入職的必
備條件，對廣播、新聞、教育等行業也是一個必要的入職條
件。內地派往世界各地的對外漢語教師，需要達到二級甲等
的水平，由此可見PSC的重要性。
對香港的學生來說，提前考PSC，對他們日後的工作和升

學也有一定的幫助。聖誕前夕跟畢業生聚餐，在晚飯時大家互相交換
近況，其中一個說：「老師，我現在唸的課程，普通話是必修課，我
在入學時才發現原來只要有PSC合格的證書就可以免修『普通話』這
門課了。如果當初我聽你的話先考了PSC，現在就可以少修一門課，
課業的壓力就會減輕多了。」
同學的話，讓我想起另外兩名畢業生，她們在唸書時考了PSC，畢

業後很快就找到了普通話代課老師和導遊的工作了。以上的例子，實
在太多了，看了這些例子，你們說考PSC有用嗎？筆者建議大家，盡
早把PSC的證書拿下來吧。

各大專院校有測試點
那麼在什麼地方可以考呢？什麼時候可以報名呢？其實香港大學、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城市大學、香港浸會大學、香港理工大學、香港
公開大學、嶺南大學、樹仁大學、香港教育學院、職業訓練局以及恒
生管理學院等均有與國家語委合作，於學校設立測試點，為該校學生
及社會大眾提供PSC的考試。由此可見，PSC在香港的考點多，時間
選擇也多，想測試自己的普通話水平、提升自己的競爭力，趕緊到各
考點的網上去查看吧。
■秦嘉麗 香港中國語文學會
簡介：香港中國語文學會創辦於1979年，宗旨是

通過研究、出版、教學、交流、合作等方式促進中國
語文工作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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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話與世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英基學校協會

轄下賽馬會善樂學校日前舉辦慈善藝術展
「Express Yourself」，展出多幅由有特殊教

育需要（SEN）的學生親自創作的藝術作
品，並藉以為學校籌款，以向該校SEN學生
提供更佳支援。一連五日的活動共籌得約1.6
萬港元。
是次「Express Yourself」藝術展於4月14日

至18日在香港視覺藝術中心舉行，其間大會亦
舉辦拍賣活動，將學生的畫作拍賣籌款。
賽馬會善樂學校校長Karin Wetselaar 表

示，活動籌得的善款將用作提升校內感覺統
合治療室（Sensory Integration Room）的設
備，現時該感覺統合治療室由駐校專業職能
治療師監督，透過相關訓練改善學生的感
官。Karin續稱，學校亦計劃購買樓梯機及水
療用的底座等，希望能改善學生的健康。

善樂校拍賣SEN生畫作籌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台灣今年有51所科技型大學校院持
續開設港生專屬之「二年制學士班」（俗稱「港二技」或「2+
2」），供本港副學士或高級文憑畢業生繼續深造，以兩年時間取得
學士學位。有關課程於下月16日至27日接受報名。

首推審查資料數位化
據了解，今年有51校171系共1,610個「二年制學士班」學額供港
生報名。凡獲錄取者，將可直接升讀學士班三年級，修業年限以兩
年為原則，修業期滿經考核成績及格，即可取得該校授予的學士學
位證書。
今年二年制學士班報名首度推行審查資料數位化，申請人需先到

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網站線上報名系統，創建並開通報名賬號，再
登入報名系統填寫個人資料，完成志願選填及校系審查資料上傳，
確認無誤後送出，即顯示報名證明表件。報名者需持報名證明文
件、身份證件及學歷證件到海華服務基金（地址︰尖沙咀彌敦道101
號海防大廈701-3號）完成查驗並繳費，報名費為500港元。
為讓港生了解科技型大學及二年制學士班，海華服務基金將於下
月6日（星期五）晚間7時至9時舉辦講座，邀請聯招會、科技型大
學及畢業留台工作校友分享，歡迎學生及家長出席。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嚴重光表示，科技型大學課程專業實用
且富有創意，例如傳播藝術系、餐飲管理系及老人服務事業管理系
等，而且當地學費便宜、獎助多重、院校有完善的生活照顧及輔
導，畢業後出路寬廣，近年吸引頗多港生赴台就讀。

台校「2+2」招港生
下月中接受報名 香 港 文

匯報訊（記
者 黎忞）
誰說有關黑
洞、重力波
等天文學的
知識都是深

奧沉悶？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
錦輝中小學（中學部）早前就邀請
了英國牛津大學物理系首席工程
師、英國大學格蘭鄧普頓學院院士
劉偉榮，以「從星球大戰到黑洞大
戰」為題與師生分享。
劉偉榮先向學生解說幾個關於宇

宙的重要概念，以及黑洞的誕生及
什麼是重力波，之後再就上述題
目，以有趣的方式分享了部分重要
的科學理論與實驗，期望令學生輕
鬆掌握深奧的概念，同時在科學知
識中有所得着。
參與講座的學生郭嘉軒表示，自

己對天體物理學很感興趣，得悉劉
偉榮舉行有關黑洞的講座而大感興
奮。他又指，講座通過生動的手法
解釋複雜的知識與概念，十分吸

引，大大提高了他對這方面的興
趣。另一名學生盧俊希表示，講座
深化了他對相對論中有關時空的知
識，而他又覺得劉偉榮富有耐心，
劉在講座後更與他一同討論物理
學，很有教學熱誠。
劉偉榮一直醉心於不同類型的科

學研究，包括核子物理與數學。
他曾獲頒多個學術與專業資格，

如航空航天學博士學位，並經常與
物理學家和工程師緊密合作，探討
相關科學議題，曾參與瑞士的歐洲
核子研究組織（CERN）有關上帝
粒子的研究，他目前亦參與第四代
核反應堆的設計研究。

校園放大鏡校園放大鏡

牛津工程師赴中學 談星戰講黑洞

今屆的「中國中學生作文大賽」經各個賽區的初
評後，全國各地共選出約150名入圍者參與上

周五起在香港舉行的總決賽，參與筆試、口試和即
席演講等不同比賽項目。另大會亦安排他們參觀香
港景點名勝，包括海洋公園、山頂看夜景、饒宗頤
文化館等，又舉辦文化聯歡會，並邀請作家白先勇
等主持「我的寫作道路」分享講座，以促進彼此交
流。

李啟民林鄭月娥仇鴻主禮
大會昨日舉行總決賽頒獎，並公佈比賽結果。典
禮邀請得中國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副秘書長李啟
民、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及中聯辦副主任
仇鴻擔任主禮嘉賓。
林鄭月娥在致辭時表示，入選決賽的學生都要通
過聽、讀、寫的選拔賽，才能晉身即席演講總決
賽，需要在短時間內展現文學才華，表現即時反應
和表達能力，故獲獎的同學可說是內地和香港當代
的年輕語文精英。她寄語在場學生繼續努力學習，
在未來獲得更大的成就，並成為勇於擔當、遇到挫
折時不會氣餒的人。

陳貝玲奪最佳人氣獎
在入圍者之中，大會選出脫穎而出的10名「恒源

祥文學之星」、20名「恒源祥文學之星」提名獎得
主，以及多個個人獎項。在初中組全國10名文學之
星中，便包括了兩名香港中三女生，其中就讀迦密
主恩中學的陳貝玲更同時獲得「最具人氣獎」。她

在頒獎禮後表示，一開始只是校內老師要求繳交作
文參賽作為其中一份功課，從未預料過自己能夠入
圍總決賽，最後更獲得多個獎項。她感謝學校中文
老師經常分享文學知識和見解，更組織了「文學創
作班」每月聚會，讓喜歡文學的同學在文學創作方
面多加訓練。
而關於是次比賽，陳貝玲直言當中的即席演講最

為困難，因日常沒有相關經驗，亦未有特意練習，
故賽前十分緊張。她笑言，參賽時抽到要求於國產
動畫和進口動畫二擇其一及解釋原因的題目，當時
「不知道哪來的自信」，便將自己的所思所想即席
發揮演講，未有緊張故表現不俗。她又認為，能於
活動與一眾來自全國各地熱愛文學的中學生交流，
實屬難得。

于甜靠聽改編歌學中文
另一位獲得初中組文學之星的港生為就讀聖保祿

學校（中學部）的于甜。她指自己特別喜歡詩詞歌
賦，更有特別的學中文方法，就是在網上收聽由網
民改編而成的「古代風」歌曲，她解釋：「作者以
古代的時代背景，幻想故事並創作歌曲。」同時她
又會閱讀小說，增加文學修養。
于甜又指，由於賽前忙於校內考試和功課，故未

有花太多時間備賽，但她慶幸自己能發揮日常的水
準，以助她得到獎項。
此外，中華基金中學中五生詹國華雖未能「摘
星」，但亦於賽事展現出色的思辨能力，獲大會頒
發「最佳思辨獎」。

■劉偉榮（左）在講座後與學生交
流。 校方供圖

■大會邀請林鄭月娥主禮。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嘉賓向初嘉賓向初
中組文學之中組文學之
星頒獎星頒獎。。
莫雪芝莫雪芝 攝攝

■兩名香港中三女生陳貝玲(左)及于甜(右)，成功獲選為全國10
名「恒源祥文學之星」得獎者。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該校第八班學生該校第八班學生
Maxx PekMaxx Pek 及 其 作及 其 作
品品。。 英基協會供圖英基協會供圖

■該校第十一班學生Hugh Allum-Pearce及
其作品。 英基協會供圖

隔星期二見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