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

適齡學童人數持續增加，預計明

年全港升小一的人數將達6.6萬

名，較今年增加約4,000人，惟

依教育局的最新數字初步推算，

明年的官津學額供應減少近100

個，預計小一生報讀心儀學校的

競爭更見激烈。至於近年因跨境

生大增而學額緊張的北區，明年

小一學額輕微增加15個，而總

計8個鄰近深圳的校網學額則增

加100個，入學競爭有望得以紓

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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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不是告別過去的自己
孩童時期讀《小王子》，覺得生動有趣，

時常幻想自己能和一朵花、一隻狐狸成為摯
友。長大後再讀，竟覺得這本童話書不易
懂，字裡行間，都隱藏深刻意義。興許道行
不夠，只能道出內心最真實的感受。
讀此書並無大喜大悲，閱後內心卻留着一

絲淡淡憂傷。毋庸置疑，這是一個孤獨的故
事。小王子難過時，總是隻身一人看日落，
他說有一天看了44次日落。我反覆咀嚼他的
話，但實在無法準確理解，悲傷44次，那心
得多疼啊！我總覺得孤獨的他，有着百轉迴
腸的愁緒，因為悲傷所以愛上日落，亦奢望
在日落裡忘卻悲傷。我想那已經是極度悲傷
的麻木了。人，生在世上，原來就是孤獨
的，或者說，每個人都是一個獨立的個體，
所以孤獨，也沒什麽稀奇。
人們清醒着，也孤獨着。於是不斷地傾
訴，企圖緩解內心的孤單。心中有千言萬
語，說給馬桶聽，說給裝滿水的瓶子聽，總
以為一旦倒掉或沖走，內心的孤愁就會隨之
消逝。有人嗔罵矯情，為何不向人傾訴？可
是，人在傾聽過後，傾聽者表現的同情或嘲
諷，都不是感同身受。我想，每一個孤獨的
人應該和內心深處的自己傾訴，或許寄情於
世上某樣東西，把滿腹愁緒說給日記本聽。
每個孤獨的人害怕得不到相應回應，所以選
擇不傾訴，但是這又會落得被標誌為自閉。
人生，總是矛盾。
小王子急忙趕回他的星球見他的花兒，這

是感情牽引着他。那種牽引大概就是所謂的
羈絆。對於我來說，最難以割捨的是家中的
老人。無法親近身邊、盡孝心一直令我深感

慚愧。我總是放心不下兩位老人，大概他們
是我最大的羈絆。擔心他們的安危，掛念他
們的情緒，每天致電他們，才可令心中的擔
憂減少一分。
不過，我又總覺得人有羈絆才是完整的，

人因為有最重要的東西去守護、去在乎，才
會覺得自己的人生不是蒼白一片，而是有了
更努力拚搏的信念。
總有人說，羈絆會令人像鳥兒被困籠牢
般，無法遠飛。我卻認為有羈絆，才不是流
浪兒，才會有歸家的信念。我總幻想，若兩
位老人帶給我的羈絆直到永遠，那該多幸
福！我害怕，無時無刻驚慌着，因為那羈絆
一旦消失，將代表我永遠失去我愛的人，而
我的人生將失去牽引。那日後，縱使我有千
言萬語，萬般思念，我也只能在碑前上炷
香，輕聲哀歎。
不知為何，當小王子離開地球時，他的毅
然決定令我想到「生死離別」。我總認為生
前的離別是堅決的，而死後的永訣則充滿無
奈。人活着的時候，有太多的東西要追尋，
為理想、為所愛，總會堅定地離開故土，遠
走高飛。我羨慕這種果斷，但卻不想經歷。
而死的永訣，充斥着太多難料世事。將死之
人躺在病榻上，氣息微弱，而圍着的人只能
傷心落淚。垂死之人告訴親人，別再眷戀他
那副老舊的軀殼，他作着最後的告別。時辰
一到，鬼差把他帶走，老舊軀殼亦燒成灰
燼。
小王子說他愛上了玫瑰花，必須對她負

責。每個人受教育時總被告誡要對自己犯下
的錯負責，但有多少人真正銘記於心？有人

駕車撞人後
逃之夭夭；
又有人生下
親 生 骨 肉
後，因後悔
而棄其於骯
髒的馬桶。
社會上有很
多不負責的
人，我總是
刻薄地希望
他們遭受天
譴。人會犯
錯，但要敢
於對自己所
犯下的過錯負責任，給自己承擔的機會，不
要因為逃避責任而夜半心驚。
小王子在旅行時遇到很多人，這旅行就像

是人們在人生裡尋找着什麼。過程中會遇到
形形色色的人，他們或許自私、貪婪、迂
腐，我們沒資格去批評他們，因為我們不曾
了解他們經歷過什麼。
在這個找尋過程中，雖然或會遇上有很多
缺點的人，但人們始終要堅持做自己，不受
影響，更重要的，是要努力以自己最好的去
影響別人。「出污泥而不染」，大概就是這
樣。
讀罷《小王子》，我還是不能確切知道它

究竟是童話，還是哲理書。我只知道這本書
告訴人們要永保童真，成長不是和過去的自
己告別，而是在磕磕絆絆中也能保存最珍
貴、最真實的童真和從前充滿童真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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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資深教育工
作者陳葒校長多年採訪
心血，為青少年介紹十
餘位香港「另類」偶
像。請看基層普通人如
何奮鬥自強；請看有志
有夢者如何追求理想！
他們沒有華麗時髦的外
表，卻有高尚的品格和
仁愛的精神；他們不是
萬眾矚目的幸運兒，卻
能悟得生活的真諦，幫
助更多的人！陳葒校長
引導青少年樹立正確偶
像觀，從平凡人身上尋
找生命的閃光點，轉化
為奮鬥和生活的能量。

學生︰林嘉蕾 學校︰九龍工業學校

新書推介

《陳校長教你選偶像》
作者：阿濃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郭子晴點評：同學
年紀輕輕，觀察力和感受力卻相當細膩。《小王
子》是一本很動人的書，它的文字簡潔，成熟世
故又充滿純真，簡直像是有一種魔法在裡面，魅
力風靡全球數十年而不衰，小編也是它的忠實粉
絲。一千個人心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一千個人
心中，只有一個相同的小王子，就是真、善、
美。

主要取錄跨境生校網小一學額
校網 2016/17學年 2017/18學年 增減

屯門西70 2,095個 2,170個 +75個

粉嶺81 1,220個 1,295個 +75個

大埔84 1,895個 1,920個 +25個

天水圍72 3,050個 3,050個 不變

元朗東74 990個 990個 不變

沙頭角83 100個 100個 不變

屯門東71 1,650個 1,635個 -15個

上水80 1,595個 1,535個 -60個

總數 12,595個 12,695個 +100個

資料來源：按《各小一學校網小學名冊》推算 整理：黎忞

港院校QS排名
大學 今年排名 去年排名 升跌

香港大學 27 30 ⬆3

科技大學 36 28 ⬇8

中文大學 44 51 ⬆7

城市大學 55 57 ⬆2

理工大學 111 116 ⬆5

浸會大學 278 281 ⬆3

嶺南大學 601至650 601至650 不變

資料來源：QS世界大學排名2016/2017 整理：黎忞

2017年度小一入學的自行分配學位階段將於本月26日至30日接受申請，教育局昨日發佈
有關的《升小一學校網小學名冊》及《小學概覽
2016》，分別詳列各區小學預算學額及學校現有資料，
而自行收生申請表也於昨日起可供索取。教育局指，根
據人口推算數字，將於明年升讀小一的全港適齡學童約
有6.6萬人，較今年的6.2萬人增加約4,000人。
升小人數增加惟學額卻不升反跌，依《名冊》顯示，
全港官津小一的自行分配學額有24,200多個，連同明年

初開始的統一派位階段推算，學額總數比去年減少100
個至48,400個，雖然其他學校包括私立、直資及國際學
校每年可提供約1萬多個小一名額，但預料適齡學童競
爭心儀學校學位的情況更見激烈。

跨境生學額料增100
升小跨境學童問題持續受關注，根據《名冊》資料推

算，鄰近深圳的8個主要取錄跨境學童校網中，在未計
算供統一派位階段「跨境專網」而加班的情況下，明年

將提供約12,695個小一學額，較今年增加100個，預料
來年跨境小一生需要赴更遠地區上學的情況或稍為紓
緩。

上水80校網學額減60
在8個校網當中，粉嶺81校網及屯門西70校網分別

大增75個學額，但最受跨境家長歡迎的上水80校網，
學額卻減少60個，主要是由於當中的鳳溪第一小學學
額減少，網內其餘各所小學學額則有加有減。

鳳溪第一小學校長朱偉林指，過往幾年該校曾將小一
擴班至6班至8班，以配合教育局的「返回機制」，惟
有關情況對校方來說造成很大負擔，所以早前與辦學團
體商討開班事宜，最終決定「還原」至開4班，即減少
60個學額。他指因上述情況該校需要在另一校舍上課，
故期望增加教學資源如外籍教師等，惟未獲得當局撥
款，雖然辦學團體已向學校額外撥款，負擔仍較重。不
過他亦補充指，4班小一主要是自行收生階段情況，暫
未知道於統一派位至放榜階段會否再需要加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全球高等教育競爭激烈，
香港各所大學近年於不同的排名榜面對不少挑戰下，仍
然表現出色。國際高等教育資訊機構 Quacquarelli
Symonds（QS）今日公佈「世界大學排名榜2016/17」，
共有3校打入全球50強，其中去年被科大取代「香港一
哥」的港大，今年反彈3位至全球第二十七，重新力壓下
降8位至第三十六的科大，另中大上升7位列第四十四。
此外，包括城大、理大及浸大排名都比去年上升兩至5
位，即共有5所港校有排名進步，整體情況理想。
QS今年收集了全況近7.5萬名學術人員及近3.8萬名僱

主意見，及就逾1,000萬份學術論文及相關引用情況作分
析，製作「世界大學排名榜2016/17」。其中，美國麻省
理工學院連續5年列全球第一，而去年列第三的史丹福大
學則上升至第二，與哈佛大學互換位置。
就亞洲區情況，新加坡兩所大學包括新加坡國立大學
及南洋理工大學，分列全球第十二及第十三，排名與去
年一樣穩佔亞洲首兩名；而清華大學則列全球第二十
四，佔亞洲第三。

3港校列全球五十強
香港方面，港大排名去年一度被科大超越，今年則反
彈3位排第二十七，後者今年列第三十六緊隨其後，而中
大今年重首50位排第四十四，令香港有3校打入全球五
十強。此外，其餘港校排名都見微升，包括城大升兩位

至第五十五、理大升5位至第一百一十一、浸大升3位至
第二百七十八，而嶺大則維持不變位列六百零一至六百
五十位。
對QS最新排名情況，港大發言人回應指，該校一直致
力為學生提供優質教育，在教學、研究及知識交流等多
方面力求卓越。發言人表示，港大最新發展藍圖已勾劃
的未來願景，相信透過實踐當中內容，能更進一步提升
港大在國際間的聲譽，成為亞洲的世界級大學。

QS大學排名 5港校升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中文大學昨
日舉辦本科生入學禮，校長沈祖堯致辭時形
容大學是很多人在教育路上的「最後一
程」，勸勉新生珍惜大學時光，建議各人宜
在未來數年學會認識自己，認識世界需要什
麼，以及認識如何與人共事，將大學生活化
為自己人生的轉捩點，免得將來懊悔。
沈祖堯於入學典禮上歡迎所有中大新生，
但他隨即提醒各人，有些學生會珍惜大學教
育和校園生活，有些卻虛度光陰。為免不讓
青春白費，他建議新生們不妨寫下未來四年
要達成的計劃，逐年比對以了解自己的目標
和努力是否相符。
「我建議大家在未來數年起碼認識三件事：
第一，認識自己；第二，認識世界需要什麼；

第三，認識如何與人共事。」他解釋指，人須
有自知之明，處世才可得心應手，因此建議學
生與老師、同學、同事相處時，可多從別人的
反應裡看看自己的面貌，審視人生的起起跌
跌，使自己變得更加成熟。他又建議學生宜多
吸取課堂和考試範圍以外的知識，包括香港以
外的事情和政治，只有這樣才能解答「世界需
要什麼」這等複雜問題。
沈祖堯不忘向同學強調團隊工作的重要，

「認識如何與別人相處，與同事共謀，或帶
領團隊，你需要包容、過濾，在隊伍中找到
自己的崗位，不居功，不卸責」，又勸勉同
學不要只顧成績、學分以及個人利益等，要
以團體成績為重，並呼籲學生做好抉擇，別
讓光陰虛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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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校長沈祖堯昨日在開學禮上中大校長沈祖堯昨日在開學禮上，，
勉勵新生珍惜大學時光勉勵新生珍惜大學時光。。 中大供圖中大供圖

■教育局推算，約有6.6萬名適齡學童將在明年升讀小一。 資料圖片
■教育局昨日出版《小學概覽
2016》。 鄭伊莎 攝

適齡生增4000 料升小爭崩頭
明年學額反跌近百 入心儀官津校更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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