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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開兩會，倡改革開放、談發
展進步，落實第十二個五年計劃，自
然離不開一個社會和諧的平台。社會
倘欠和諧，像當前中東局勢的動盪，
強權外力的插手，必休談進步、慘見
倒退！從科學的角度看，任何和諧，
都 只 是 宏 觀 的 示 性 、 管 治 的 評 價
（outcome）；底子裡不會是沒有相向
力量的對抗的。眼見疑似的風平浪靜
，不過是動態上達致的平衡。微觀上

，每一個和諧，它的組分都只能是萬
千變幻所協調出來的結果。所以，毛
澤東先生晚年說過一句話： 「八億人
口、不鬥行嗎？」是和諧本質的坦率
剖析，就像魯迅說的，人生下來早晚
都難免遇到要死！這死、無礙於生；
因此，爭鬥也要無礙於和諧！

先弄清楚爭鬥或鬥爭有哪些類別
？我從 「烏有之鄉」網上一篇沒署名
的文章中看到這樣的說法，文章認為
鬥爭分四類：一，要跟自己腦瓜裡幾
千年遺傳下來的封建思想觀念鬥；二
，要和自己思想裡的小資產階級思想
和意識 「鬥」；三，要和那些官僚勢

力和腐敗行為 「鬥」；還有四，要和
國際上形形色色的反動勢力鬥。那麼
，鬥爭不就是：一日三省吾身、與時
俱進、反腐倡廉、保家衛國嗎？這鬥
爭是要保障自己在預設的軌道上健康
地成長，而絕對不是撩是鬥非、興風
作浪的有破壞、沒建設呀！

以常態看，除非外力入侵， 「它
」不會是武鬥，只會是文鬥，這個文
鬥，應該由擺道理、辯是非去進行腦
子裡的思想大角力。說到這裡，應該
可以肯定和諧社會並不排斥探討論辯
。我們有需要為探討論辯設下一些遊
戲規則卻不要把它視為洪水猛獸，否
則就失去討論的意義了。

我提倡以互聯網作為一個培養討
論風氣、收集民意的基地，經過半年
的觀察，在常訪的兩個網（科學博客
和新浪微博加博客）上，我發覺對博

客言論的取態，有兩種我不認同的走
向：第一種是，在敏感時刻，管理員
就不理青黃皂白帖，第二種是網友
不辨是非搞群罵，前者是怕事做鴕鳥
、後者是幫親不講理；兩者我都認為
不利於討論風氣的培養！

我願意接受對事物發展有個循序
漸進的過程，我就是討厭管理員為了
卸膊、一了百了地當事情不存在，而
不選擇正面的言論去為建制在訂正，
這不是官員應有的負責任態度。對於
網友的群罵，減少造謠誹謗種種誤導
的滲入，我相信即使不能釜底抽薪、
也至少減去混戰的胡鬧。我建議互聯
網分兩類，實名的認真議類、和隨緣
的各說各話類。大家建立議事風氣，
替社會通氣，多建和諧大道。

作者電郵：tsoww@tsoww.com

【本報訊】前年審計風暴點名批評的四間直資學校
，所有違規事項全部更正，但德望學校個別項目尚在核
數中。

跟進本報報道，教育局表示，《審計署署長第五十
五號報告書》指出的違規行為，除真道校方已全部更正
，大埔三育中學及沙田德信中學亦然。被揭發以七千萬
買賣股票的德望學校， 「亦已就其問題全部作出更正，
但個別項目仍待完成有關會計程序。」

毋離科學

議事風氣與和諧大道
曹宏威

文憑試允學生自行提覆卷

何明華會督中學設計橋樑奪冠
三年搬三次房，租金更

上漲三成半，有學生為慳錢
甚至租住客廳或者唐樓。公
開大學內地生除房租外還要

負擔約四百元往返學校的交通費。
本港樓價已超越九七巔峰，租金也是水漲船高

。珠海學院建築系三年級的樂東輝現住距學校三分
鐘路程的海灣花園，與兩位來自內地同學合租每月
一萬一千港元的三房單位，不包水、電、煤氣和網
絡費用。他說，來香港三年搬了三次房，每一次房
租都在漲，從最初的兩千六百五十元漲到了現在的
三千六百元，漲幅近三成半。面對如此高昂的房租
，他說： 「沒辦法，房價一直再漲啊！租房的價格
跟也在漲」。

同樣一年級的龐義欣租的房間，擺下一張單人

床和一張書外，再沒更多空間，月租二千九百五
十元，已是荃灣最便宜的。

公開大學工商管理學系二年級李慧婷，為省錢
曾經租住土瓜灣唐樓， 「當時住七樓而且沒電梯，
每天上下樓很辛苦」。珠海工商管理學系四年級的
孫瑞一，則租住同學單位的客廳，做其 「廳長」，
每月兩千元。相對於一年級時二千九百五的房租來
說，降近三分之一，每年可省近一萬兩千元。但所
住的客廳要與晾衣架為鄰， 「舍友出出進進，對我
或多或少都有些影響」。

房價上漲，業主賣房套現，導致學生不能長期
租住某個單位，有些業主甚至違約也要終止合同。
樂東輝第一次搬家就是因為業主賣房， 「因為是考
試前一周，很匆忙要找好新房並且搬過去，還要請
同學幫忙，當時搞得好狼狽！」

公開大學所處的何文田區租金過
高，絕大多數內地生選擇租住土瓜灣
屋苑或唐樓。同學每次前往學校需搭
乘小巴，車資六元一角，約十五分鐘
。每天往返，加上小巴不屬於學生車
資優惠的範圍，一個月下來也是筆不
小的開支。工管系三年級黎長路訴苦
道： 「很貴很不值！只有幾站而已。
原來還是五元九角，現在加到六元一
角。但學校又沒有其他交通工具可選
。」

特寫

學生租房問題多多
實習記者 程登輝

二十年前，珠海學院從旺角遷往荃灣，租用海濱花園的
四層大樓作教學樓，並在周邊租賃商場物業供文學院圖書館
、建築系實驗室所用，受面積所限無法建設宿舍。六年前獲
准招收內地生後，校方租用學院周邊的住宅單位作宿舍，並
配備基本生活設施，學生則根據自己所住房間的大小來分攤
單位的租金。大多數內地生會讓學院幫助租房，尤其是一年
級新生，也有部分高年級學生選擇自己租房。

申地興建新宿舍受阻
張校長表示，現時珠海學院在校內地生共四十九人，按

每三人一間單位計算，需租住約十六個物業單位，這些單位
前期都需要學院行政人員去租賃、打掃和補充傢俬等，學生
入住後仍需要行政人員去續約甚至要幫助維修通渠等。

他指出，私立院校的行政人員本身就少且身兼多職，開
學前還要分出一部分人來幫助內地生找房，壓力真的很大。
校方甚至要保留單位鑰匙以防學生丟失或忘記鑰匙時幫其開
門， 「如果有宿舍的話這些都不是問題了，一個宿舍管理員
就可解決！但我們沒有」。

談及珠海每年可招三十內地生，近年卻由十幾人減至去
年的五人，張忠柟慨嘆這是無奈的選擇，因為現在給內地生
找房和管理已給校方很大壓力，每年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
力，如果加大收生力度更是無法負擔， 「每年開學前，院校
最少都要有四五人專門負責為內地生服務。使原本就不夠用
的行政人員更加捉襟見肘」。

珠海可望明年遷入屯門舊咖啡灣的新校舍，一度想興建
宿舍，但張忠柟說 「根據地政署要求，校舍前後要讓出了三
分一面積，原本規劃進行了調整後宿舍只能放棄」。

目前珠海學院正積極向政府申請土地供其建設宿舍，但
未獲批覆。張忠柟表示申請時間漫長對學生不好， 「時間太
久使學生成為最大的受害者，不但是內地生沒有宿舍需要負
擔高昂的租房成本，本地生也有這樣的問題，家住長洲的同
學每天要耗近三個小時搭船上下學，如果有宿舍就不用如此
奔波勞累，現在讓他們在附近租房又不太現實」。

在香港教育局和國家教育部在二零零四年簽訂本港與
內地學歷互認，本港各大專院校開始招收內地及海外學生
，但受制於宿位嚴重不足。除了私立的珠海學院，自資的
香港公開大學至今都沒有學生宿舍，兩校都有外來生被迫
支付超高租金以求廁身之地。

私立珠海學院自零五年開始招收內地學生，
但六年來不足九十人入讀，去年更低至五人，只
及可招名額的六分一。珠海校長張忠柟表示，沒
有宿舍等配套設施嚴重制約招收外來生，校方曾
規劃在屯門新校舍興建學生宿舍，卻由於政府限
制，包括縮減三分之一的校舍土地，而被迫放棄
計劃。

實習記者 程登輝 ▲珠海校長張忠柟表示珠海學院沒有學生宿舍，每年所招內地生只及原定指標的六分之一
資料圖片

【本報訊】首屆中學文憑試開考在即，考試及評
核局秘書長唐創時昨出席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時指
出，將簡化文憑試覆核申請程序，考生毋須提交學校
或教師的推薦，所有學科可單方面提出覆核。

鑑於考生及家長均十分緊張文憑試，申請試卷覆
核個案預料增加。唐創時稱，雖然過往為免考生濫用
覆卷機制，需要學校同意才可申請覆核，但今年文憑
試，考評局將簡化覆卷程序，會容許學生單方面提出
覆卷。

有議員提出，學生資助辦事處或局方，應資助清
貧學生申請覆核試卷的費用，避免影響他們提出覆核
的機會。唐創時回應，由於覆核試卷非主要服務，故
暫未有直接資助學生申請覆核。

此外，文件顯示，截至二月，考評局收到逾一萬
一千份申請高考及文憑試的閱卷員，其中申請擔任文
憑試通識科的人數，約是所需人數的二點五倍，相信
有足夠人手處理有關評卷事宜。

另一方面，教育界議員張文光指出，考評局計劃
明年文憑試提早放榜，建議提早至二月底開考口試，
以及將試卷集中同一日舉行，令考生考試時間長達六
小時，已收到不少學校反對及投訴。唐創時解釋，由
於明年復活節在三月二十七日開始，難以在假期間監
考，加上不少家長及大學希望明年文憑試可提早放榜
，故提早考試，目前正諮詢學界，考評局會聽取意見
，暫時未有定案。

【本報訊】香港專業教育學院（IVE）工程學科聯
同香港大學工程學院及香港建造商會，合辦第九屆中學
橋樑模型創作比賽，吸引粵、港、澳過百間中學的學生
參與。全場總冠軍由香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奪得。

何明華會督中學的學生利用木條製作淨重只有0.33
公斤的橋樑，成功讓負重達 66 公斤的小車通過，隊伍
同時奪得 「最高荷載獎」冠軍、 「最佳承托效益獎」冠
軍及 「最佳設計獎」亞軍，並以最高的整體分數勇奪
「全場總冠軍」。得獎隊伍由五名中三及中四學生組成

，他們都是首次參賽，賽前進行數十次測試橋樑荷載能
力的實驗。

爭取衛冕的華南師範大學附屬中學，今屆派出兩隊
學生參賽，其橋樑淨重同樣是 0.33 公斤，成功讓負重
達 54 公斤的小車通過，奪得 「最高荷載獎」亞軍和
「最佳承托效益獎」亞軍。

VTC 主席陳鎮仁於決賽上致辭時表示， 「透過今
次的比賽，希望同學對建造工程會有更多的認識，並且
從中發掘到自己的興趣，好好計劃升學和發展路向。」

中學橋樑模型創作比賽，今年吸引一百二十一間中
學共二百零四支隊伍，約一千二百名中學生參加。今屆
更有十二隊廣東省及一隊澳門的中學生參賽。

【本報訊】備受社會關注的首屆文憑試
通識科將於四月二日開考，香港通識教育教
師聯會昨日舉辦應試前準備講座，讓考生趕
緊糾正常犯錯誤，吸引逾百名師生到場取經
。主講者兼圓玄二中通識科主任楊映輝建議
，考生切忌背誦答題技巧，必須了解去年四
月至十一月的重大新聞議題，手上掌握三十
至四十個議題較佳。

首場通識應試講座昨日在新界西葵涌舉
行，稍後或會在新界東、九龍及港島區舉辦
同類活動。楊映輝在會上從議題、答題技巧
、概念及建議等方面，分析及提醒師生應試
前的準備。 「通識科絕不可死背既定的答題
技巧，必須善用概念，對議題有充分的了解
。」

楊映輝說，考生除了解六大單元的社會
議題，亦要認識十二五規劃、青少年濫藥、

核電等的當代議題，在考試前能掌握三十至
四十個議題較理想。 「考評局出卷一般在四
月至十一月，因此去年該月份的重大新聞議
題要多加留意，亦可參考去年年底電視台、
報紙推出的新聞回顧節目和報道。」他舉例
，曾有學生以為中國元宵節在農曆七月，反
映他對基本常識一無所知。

答題建議方面，楊映輝表示，考生在
卷一的八分題目，應花不多於十六分鐘回
答；十分題目則不要花多於二十分鐘時間
。 「不論是卷一卷二，考生均要引用資料
、清楚說明，而且要注意在每段答題中，
善用 『首先、其次、再其次、最後』的標
示語。」他提醒考生，任何分數的題目，
都要列明立場、論點，甚至駁論及總結，
同時，切勿忘記要做歸納，才有機會獲得
高分數。

忌背誦答題技巧 了解大新聞

◀珠海學院工商管理系四年級的孫
瑞一為了慳錢，現租住客廳，與其
他同學的晾衣架為鄰

實習記者程登輝攝

▲香港通識教育教師聯會昨日舉辦應試前準備講座，吸引逾百名師生
到場取經 本報記者李盛芝攝

▲珠海學院由零五年招收內地生至今只收得八十餘人，
沒有宿舍成為妨礙招收內地生的主要障礙

▲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中學設計橋樑可讓重達66公斤
的小車通過

德望個別項目尚在核數

▲考評局將簡化文憑試覆核申請程序，考生毋須提
交學校或教師的推薦，所有學科可單方面提出覆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