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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區著名歌唱組合
S.H.E有一首被廣為傳唱的
歌《中國話》，裡面有句
歌詞「全世界都在學中國
話，孔夫子的話越來越國

際化，全世界都在講中國話，我們說的話
讓世界都認真聽話。」這裡的「中國話」
就是普通話，它是現代漢族共同語，也是
全國各民族通用的語言。
「普通話」這個詞彙，在清末民初時期
便出現了。1906年，學者朱文熊在《江蘇
新字母》一書中，把漢語分為「國文」
（文言文）、「普通話」和「俗語」（方
言），他不僅提出「普通話」這個名稱，
而且給它下了簡單的定義：「各省通行之
話。」20世紀30年代，瞿秋白在《鬼門關
以外的戰爭》一文中提出，「文學革命的
任務，決不止於創造出一些新式的詩歌小
說和戲劇，它應當替中國建立現代的普通
話的文腔。」後來，黎錦熙、魯迅等對
「普通話」都有自己的論述。可見當時學

者對此已有一定的關注和討論，但並沒有
出現確切的定義。
直到1955年10月，召開了「全國文字改

革會議」和「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
議」，才將「漢民族共同語」正式定名為
「普通話」，同時明確它的定義。

普通話在於「普遍」「共通」
1956年初，國務院發出關於推廣普通話

的指示，並增補和完善普通話的定義，沿
用至今，即：「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
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
著作為語法規範。」其實「普通話」的意
義很簡單，就在於「普遍」和「共通」。

「全國通用」寫入憲法
推廣普通話，是一件有意義但不容易的
事。198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確規
定：「國家推廣全國通用的普通話。」將
語言政策寫入憲法，反映出國家高度重視
推廣普通話的工作。但對於一個多民族的

國家而言，推廣一種在全國範圍內能夠方
便彼此溝通的語言，施行起來有很多實際
困難。
根據《中國語言文字事業發展報告

（2017）》指出，中國目前有56個民族，
存在超過100種語言，分屬漢藏語系、阿爾
泰語系、南島語系、南亞語系和印歐語
系；有29種文字，包括漢字和28種現行使
用的少數民族文字；漢語又包括北方方
言、吳方言、贛方言、湘方言、閩方言、
粵方言、客家話等。
複雜的語言文字狀況，推行普通話十分
必要。但《報告》也指出，普通話在全國
的普及率，2000年為 53%，2015年約為
73%，68%的國民掌握了漢語拼音。數字反
映，推廣普通話，仍然任重道遠。
總之，普通話很「普通」，因為它要便

於全國範圍內推行──或許下次可以談談它
在語言學習上的優勢──它以自身的「普
通」，讓普通話的地位
變得不普通。

■金夢瑤博士
香港教育大學

中國語言學系講師

推廣普通話 任重道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韻）香港學者成
就再次獲得國際肯定，香港大學兩名學者獲
工程學國際權威組織電機及電子工程師學會
（IEEE）頒授院士榮銜。香港城巿大學亦有
教授獲美國物理學會頒予會士榮銜。
港大工程學院電機電子工程系副教授姜立
軍及計算機科學系教授俞益洲獲頒授2019
IEEE院士。姜立軍是寬帶快速多極演算法
和低頻積分方程式的先驅，亦是解決電磁分
析中線性/非線性，顯式/測量和確定性/隨
機性質的實際異質性的牽頭研究者。
俞益洲在計算機視覺和圖形學的子領
域，包括基於圖像的建模和梯度域幾何建
模，作出了重大貢獻。他是第一個研究一
種基於圖像的外觀建模方法的人。1998年
和1999年，他發表的3篇相關論文在過去
20年間被引用超過1,400次，被認為是這一
領域的經典論文。這些論文中的方法已廣
為多部電影所採用，包括《廿二世紀殺人網

絡》、《職業特工隊II》和《水深火熱》。

城大教授獲封美物理學會會士
城大物理學系教授張瑞勤則獲美國物理

學會頒予會士榮銜，以表彰他對計算物理
學的貢獻。他率先推動納米表面系統建模
及模擬的多項發展，有助推動納米材料在

環境、能源、生物學及醫學的應用。
張瑞勤的研究團隊最近成功開發無須在

真空狀態下進行的熱蒸汽冷凝方法，用於
沉積優質石墨相氮化碳膜。這對光催化極
為重要，尤其是透過光電化學分解水後，
將太陽能轉化為氫氣與氧氣，而氫氣與氧
氣正是被視為未來的重要能源。

港大兩學者獲頒IEEE院士

失樂症是一種音樂加工障礙，窒礙患者
處理細微音調區別的能力，主要表現

在唱歌走調、難以分辨旋律有否走調等
等。由於粵語這類聲調語言的音調處理和
語言是息息相關的，語言中有着不少成分
需依靠音高區別，因此亦有機會影響語言
能力。

「語障」對語言特質關係密切
縱然外國曾有不少失樂症相關研究結
果，卻鮮有針對操粵語失樂症患者的研究
認知。理大中文及雙語學系助理教授張偲
偲指出，「語言障礙疾病跟語言本身的特
質關係密切，在外語社區發現的問題及治
療方法，未必同樣適用於我們的社區。」
為此張偲偲帶領團隊，早前找來本港失
樂症患者進行測試並跟外國案例比對，發
現操粵語失樂症患者在聽聲調跟音樂時，
腦部異常活動跟操非聲調語言失樂症患者
的確有所不同。有關結果一方面有助加深
研究人員對操粵語失樂症患者的認知，亦
有助下一步開展針對性治療測試。
張偲偲解釋，失樂症的治療方法至今未
有定論，僅有過往研究指出讓患者多聽音

樂並無幫助，另有一些嘗試則是給患者聆
聽並分辨相似聲調，從而訓練腦部認知差
異。
為此團隊設計出「2x2」組合共4類治療

訓練，以比較各種方式的治療成效，「一
種是向受試者提供廣東話聲調作訓練，另
一種則提供非聲調訓練，類似於手機鈴聲
的聲音進行訓練」。
張偲偲指上述訓練再各自細分為有提示

與無提示兩類，「所謂提示例如是給受試
者提供聲調表」，情況有如學踩單車裝輔
助轆一樣，觀察此舉能否減輕受試者辨音
負擔。

每組找約20人測試
張偲偲續指，流程包括每組各找10名至

20名受試者，先為他們進行前測，如聲
調、情緒、音樂等不同測試，以了解受試
者基本狀況，然後各組人按其所屬組別接
受相應治療訓練，完成後為各人再做一次
後測，兩次測試均會進行腦波檢查
（EEG），了解受試者的情況有否改善，
以及比對各組結果，分析何種治療訓練成
效較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

唱歌走調而不自知，說明你可能患

有失樂症，有關病症更可能影響患

者辨別廣東話的能力。香港理工大

學的研究團隊持續進行一項失樂症

研究，繼早前發現操粵語失樂症患

者聽聲調跟音樂時，腦部反應會跟

操非聲調語言失樂症患者有所不同

後，進一步開展下一階段的治療測

試，廣邀本港失樂症患者接受由團

隊設計的「2x2」組合治療訓練，

冀從中找出有助改善失樂症患者辨

音表現的治療方法，減低對語言能

力的負面影響。

唱歌走調聽起來沒什麼
大不了，放任不理也許並
無大礙。張偲偲卻指出，
隨着不斷研究，專家發現
失樂症對患者日常生活影

響也許比當初想像更大。除了有機會影響
患者日常辨認字詞能力外，情緒感知以至
於辨認聲線的準確性也可能不如一般人，
問題不容忽視。
粵語九聲素來考起不少有志學習粵語人

士，對於有辨音障礙的失樂症患者而言，
辨認字詞更是困難。張偲偲指不少受試者
都會被「第三聲、第六聲」以及「第二
聲、第五聲」的組合所混淆，好比是「意
（ji3）、二（ji6）」，「椅（ji2）、耳
（ji5）」等，辨認表現會差一點，但由於
日常生活中往往存在語境等不同提示加以
補足，故產生的問題不至太明顯。
「通常整段句子聽，就算有個別字未能

分清楚，大概都能估出意思」，張偲偲舉

例好比是「意」、「二」這一組字，失樂
症患者要將它們單獨辨認或感困難，但假
如他們聽到的是「二手物品」，那麼就較
容易認出是「二」了。

同一句話 聲調有別顯情緒
不過，失樂症患者在日常生活可能面對

的「窘境」不止於此，「音高其實是分辨
說話者情緒狀態的一項重要提示，以不同
音高表達同一句說話，情緒表達可以是截
然不同」，例如是快樂、溫柔、害怕、惱
火、悲傷、中立等不同情況，講同一句話
的聲調亦有不同，而失樂症者在判斷某一
句話的情感狀態時，準確性或不如一般
人。
張偲偲進一步指，音高也是協助我們

「憑聲認人」的信息，「最明顯的例子是
男性聲線較為低沉，女性則音高較高」，
故團隊未來亦有興趣將研究擴展至更多範
疇，了解失樂症者在不同情況下遇上何等

程度的困難。
另一方面，團隊早前研究亦顯示失樂症

患者在受到重複或音調刺激時，腦部有異
常活躍反應，或會導致工作記憶或注意力
不足情況發生，「正常人假如聽重複的聲
音，腦子會感到沉悶而自動減低對該聲音
的專注，失樂症患者卻未有對此產生『減
低專注』的反應，而該部分受影響腦區與
工作記憶與注意力有關」，張偲偲表示這
是研究過程間的一項意外發現，詳細情況
仍有待未來進一步研究。
粵語聲調系統複雜多變，那麼是否代表

操粵語的「失樂症」患者，較操非聲調語
言的「失樂症」患者更加「不幸」？張偲
偲笑言這的確是個有趣話題，引述過往曾
有相關研究，意外發現本港「失樂症」患
者人數比例較加拿大為低，或顯示在聲調
語言環境下成長本身已能起訓練作用，反
而有助減低「失樂症」情況發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姜嘉軒

聽不出語氣怒意 得罪人都唔知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教育
局昨日公佈小一統一派位最新修訂安
排，將於本年度開始適當調節為跨境
學童提供的「統一派位選校名單」內
可供選擇的學校及學位數目。在現行
鄰近出入境管制站8個校網的所有學
校，由過往暫定每班提供最少兩個學
位予跨境學童，減少至1個學位。
另外，因應港珠澳大橋開通，局方

將在名單加入部分東涌學校（98校
網）供學童選擇，配合居於珠海或澳
門合資格學童經港珠澳大橋管制站跨
境到港上學。
根據教育局《小一入學統籌辦法統
一派位的修訂安排》通告指出，現時
「統一派位選校名單」內可供選擇的
學校包括鄰近出入境管制站八個學校
網，分別為屯門西（70）、屯門東

（71）、天水圍（72）、元朗東
（74）、上水（80）、粉嶺（81）、
沙頭角（83）及大埔（84）。

8校網每班留1位給跨境生
上述校網中的所有學校，最新安排

須按其暫定小一班級每班提供最少1
個學位予計劃跨境上學的申請兒童。
通告表示，隨着「雙非孕婦零配額

政策」在2013年實施，參加小一入學
統籌辦法的跨境兒童會大幅減少，但
預計仍有部分符合資格的港人子女以
及單非及雙非兒童，其父母會選擇安
排他們每天跨境到香港的學校就讀。
如有需要，教育局會視乎個別學校情
況，增加上述8個學校網的學校在名
單內的學位數目，為跨境學童提供足
夠的學位。

小一增東涌校網 配合大橋跨境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
香港科技大學宣佈委任倪明選為
首席副校長，預計在今年第二季
履新。倪明選為計算機科學及工
程學者，榮獲多個國際性獎項和
榮譽，現為澳門大學學術副校長
和電腦及資訊科學系講座教授，
過去曾在科大擔任要職逾十載，
包括兼任科大多間研究所的所
長。
科大表示，有關聘任經由遴選

委員會領導的全球招聘程序，並
於獨立顧問公司的協助下，考慮
科大各持份者的意見後得出。
倪明選曾獲多個國際性獎項和

榮譽，包括中國計算機學會授頒
發2009年海外傑出貢獻獎和在
2011年獲國家頒發自然科學二等
獎。他是電機及電子工程師學會
（IEEE）的終身院士，及香港工
程師學會(HKIE)和香港工程科學
院（HKAES）院士。在2006年
2011年間，倪曾任國家科技部
973項目無線傳感網絡的首席科
學家。
他在2015年加入澳大前，曾服

務科大多年，包括在2002年至

2008年間擔任計算機科學及工程
系系主任，2010至2014年擔任霍
英東研究院院長和校長特別助
理，2006至2014年間亦曾兼任科
大多間研究所的所長。

廖長城：倪助科大創高峰
科大校董會主席廖長城對倪明

選重返科大表示欣喜，強調對方
是合適人選，有助帶領科大續創
高峰。
科大校長史維對此表示歡迎，相

信對方能為科大制訂全面學術策略
和優次，監督大學不斷提升教與學
質素，領導大學學術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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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瑞勤獲美國物理學會頒予
會士榮銜。 城大供圖

■姜立軍（左）及俞益洲（右）獲封為2019 IEEE 院
士。 港大供圖

■倪明選獲科大委任為首席副校
長。 科大供圖

■張偲偲指隨着不斷研究，發現失樂症對患者日常生活影響也許比當初想像更大。
香港文匯報記者姜嘉軒 攝■團隊過往曾招募無法聽辨走音人士接受測試。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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