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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近期推出八項惠港
新政策，其中推動粵港合作
辦學內容，現已取得實質
進展。廣東省教育廳官員
表示，深圳與香港中文大
學的合作辦學項目將很快
在深圳落地，爭取明年正
式招生，將成為兩地合作
辦學的突破口。香港科技
大學、香港理工學院近
期也與廣東高校達成合
作意向。目前，廣東在
多方面開 「綠燈」 吸引
港校，其中包括優先安
排用地計劃指標等舉措。
【本報記者袁秀賢廣州

十五日電】

新漢語詞典增收社會熱詞

【本報記者袁秀賢廣州十五日電】廣東省教育廳官員表
示，今年將有第一批在深圳 「港人子弟班」畢業的小六畢業
生回港讀中學，參加 「香港中學學位分配計劃」。粵港教
育部門將進一步加強溝通協調，根據需要及時增設港人子
弟班。

除了繼續辦好港人子弟學校和港人子弟班外，廣東八條
惠港新政亦包括與香港合作加強教師培訓，完善課程設置和
課程模式等方面的銜接等內容。

自 2009 年深圳市教育局和香港教育局簽署開設港人子
弟班合作協議以來，深圳市教育局優選出深圳耀華實驗學校
、深圳福田區麗中小學、北大附中深圳南山分校和深圳清華
實驗學校等4所民辦學校，通過開設港式課程以方便在深港
人子弟日後直升香港中學。

廣東省教育廳官員表示，近年來，粵港兩地基礎教育交
流與合作進展良好，將繼續實施粵港中國語文教師交流協作
計劃、粵港教師語言培訓項目（英語、普通話）、香港普通
話教師來粵教學交流項目、香港英文教師內地協作計劃、粵
港澳姐妹學校項目。

據悉， 「粵港中國語文教師交流協作項目」自 2004 年
起開展至今，共派出7批143位中小學特級、高級教師赴港
參與協作交流。 「粵港教師語言教學培訓項目（英語、普通
話）」已開展 11 年，共約 800 位粵港教師受惠。 「香港英
文教師赴內地協作交流項目」自去年在粵試點以來，反響良
好。今年教育部繼續委託廣東省進行試點，香港共派出了
29 名優秀中小學英語教師到佛山交流，得到佛山參與學校
的好評。

「香港與世界接軌，香港高校擁有國際視野，但卻
有資源不足的缺憾，而內地高校擁有資源、生源優勢。
粵港兩地合作辦學，可優勢互補。」廣東省教育廳辦公
室主任王創表示。

王創介紹，2008 年國務院批覆《珠江三角洲地區
改革發展規劃綱要》，提出 「支持港澳名牌高校在珠江
三角洲地區合作舉辦高等教育機構」後，廣東便開始積
極探索與香港知名高校合作辦學。2011年7月，深圳大
學與香港中文大學簽署合作辦學協議。目前，該項目已
獲教育部批示，估計很快在深圳落地，有望明年建成招
生。屆時，將成為引進香港大學在內地辦學的突破口，
起到借鑒作用。

省長：全力保障項目落實
廣東省省長朱小丹大力支持粵港合作辦學。朱小丹

近日表示，將優先安排用地計劃指標，並對符合條件的
非營利性學校以劃撥形式解決用地問題，創造條件全力
保障有關合作辦學項目能夠順利落實。

此外，華南理工大學、廣東工業大學等與香港科技
大學、香港理工學院等有關高校也就合作辦學達成了意
向，廣東省教育廳將繼續支持兩地高校開展合作辦學的
探討。

2011 年中山大學新增與香港理工大學在 「地理信
息系統」專業本科生非整建制聯合培養項目，目前正與
香港科技大學商談 「3+1」聯合培養文學碩士項目，與
香港城市大學商談碩博聯合培養項目；深圳大學與香港
中文大學在聯合碩士生培養方面也達成了合作意向。

專家：合作辦學潛力大
廣東工業大學校長陳新認為，粵港合作辦學，有助

於擴大學生國際視野。據介紹，目前該校與香港理工學
院在聯合博士生培養項目進展順利，計劃明年開始招生
。屆時，將採用 「2+1」聯合培養形式，學制三年。

中山大學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副主任林江表示，香
港的教育理念正吸引越來越多內地生赴港讀書。廣東在
辦學用地、經費投入等方面有所突破，開 「綠燈」吸引
港校，屆時內地生毋須跨境亦可享受香港教育理念，且
學費較香港更低，相信粵港合作辦學發展潛力頗大。

【本報記者袁秀賢廣州十五日電】廣東省
教育廳官員表示，隨着香港學制改革和廣東高
等職業教育水平的不斷提升，粵港高等職業教
育聯合培養人才正成為兩地合作辦學的新途徑
。廣東省正積極爭取在部分本省高等職業技術
學院進行試點，擴大來粵高職院校就讀的香港
學生規模。

據介紹，廣東正按照粵港教育合作的實際
情況，積極爭取教育部支持，希望在部分具備
條件的廣東高等職業技術學院進行試點，依據
香港學生中學文憑考試成績，通過免試或者自
主考核的方式招收香港學生。

對於高等職業教育招收港生，廣東輕工職
業技術學院副院長林潤惠認為，此舉有利於港
生擇業多樣性。

林潤惠表示，高等職業教育與學科型教育
不同，屬於應用型，且面向很廣。廣東高等職
業教育招收港生，有利於港生擇業多樣性及北
上發展。

早前推出的粵港高等職業教育聯合項目獲
得好評。

如廣州民航職業技術學院與香港職業訓練
局、香港專業教育學院合作開展的 「飛機發動
機維修」專業培訓，填補了香港地區在飛機維
修方面的職教空白；深圳職業技術學院從
2008 年起與香港職業訓練局屬下的黃克競專

業教育學院合作舉辦跨境電氣服務高級文憑課程班，受到香
港學生和家長的歡迎。

2011年11月，內地63所高校可依據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成績擇優錄取香港學生，其中廣東省高校為17所，數量位
居全國第一。

近年來，粵
港高校科研合作
不斷深化，並取
得豐碩成果。

廣東中山大學、華南理工大學、暨南大學
等多所高校與香港知名高校的專家學者通過聯
合開展科研合作，共同申報科研課題，聯合建
設實驗室等，逐步形成具一定規模的粵港科研
團隊。

廣東省教育廳官員表示，目前，粵港兩地
高校間合作建立了多個聯合實驗室，而諸如由
中山大學與香港中文大學共建的華南腫瘤國家
重點實驗室夥伴實驗室等更被評為國家級重點
實驗室。

兩地高校合作的科研課題還包括：廣東中

山大學與香港大學簽署的 「粵港傳染病監測聯
合實驗室」合作協議，與香港中文大學簽署的
「泌尿系統腫瘤研究聯合實驗室」及 「蛋白質

研究中心」合作協議。
兩地聯合建設的實驗室則有：廣東華南理

工大學與香港中文大學成立的自動化科學與工
程聯合研究中心，與香港科技大學成立珠三角
大氣環境研究聯合實驗室；暨南大學與香港中
文大學成立的教育部重點實驗室 「再生醫學研
究聯合實驗室」，與香港大學共建的 「腦科學
聯合實驗室」，與香港科技大學聯合建設的
「暨南大學─香港科技大學神經科學和創新藥

物研究聯合實驗室」及與香港理工大學共建的
「光纖光子學聯合實驗室」。

【本報記者袁秀賢整理】

【本報訊】第6版《現代漢語詞典》15日首發，
共收單字 1 萬 3 千多個，收錄條目增加至 6 萬 9 千多
條，增收新詞語近 3000 條，修訂規模空前，既不乏
「雷人」、 「給力」等網絡熱詞，也有 ECFA、

PM2.5等外來詞，而頗具港台特色的 「搞掂、八卦」
和 「嗆聲、拜票」也被新版詞典盡收囊中。

中新社記者在新版詞典中看到，方言詞或地區詞
對普通話的影響可見一斑。如，來自台灣地區的新條
目有 「嗆聲、力挺、糗、捷運、劈腿、軟體、硬體、
管道」以及與選舉文化有關的 「拜票、謝票、站台」
等。

幽默+無奈 「被」字受青睞
粵港澳地區對普通話影響亦很大，除第5版已收

的 「埋單、炒魷魚」等以外，第6版又增收了 「八卦
、搞掂、狗仔隊、無厘頭、手信」等。

對於新版本詞典還收錄了 「被代表」、 「被小康
」 「宅男」、 「宅女」等時髦詞彙，中國社科院原副
院長、中國辭書學會會長、《現代漢語詞典》第6版
修訂主持人江藍生在接受內地中央電視台採訪時表示
， 「被」字這一新用法表達一種特別幽默、無奈的感
情色彩， 「我們覺得這個詞不會速生速滅，所以就把
它收進來。」

欠尊重 拒收「剩男」「剩女」
而之所以收錄 「宅男」、 「宅女」，卻把 「剩男

」、 「剩女」 「拒之門外」，則是因為修訂者認為
「剩」從某種角度來說是不夠尊重人的，所以不收

錄。
對於時下 「同性戀者」互稱 「同志」，江藍生表

示，知道 「同志」這一特別義項，但 「作為一部規範
性的詞典我不收它，就說明我們不想提倡這
些東西，不想聚焦這些東西。」

成語修訂體現大中國意識
江藍生介紹稱，距離上一版修訂已過去

7年，新版詞典中的新詞新義新用法充分反
映了社會生活的新變化和人們的新觀念。

他舉例稱，例如，源自西方的 「母親節
、情人節」等詞，反映中西文化的交流與融
合； 「低碳、減排、二手煙」等可以看出中
國民眾環保意識的增強； 「北漂、草根、達
人、憤青、名嘴、香蕉人、蟻族」等名詞直
觀反映了一些新的社會群體及其特點；
「拜金主義、傍大款、買官、貪腐、碰瓷

、吃回扣、潛規則、封口費」等詞語反映
了社會轉型期給人們的價值觀帶來的一些
負面影響。

她坦言，在修訂過程中從成語和傳統文
化方面還參照了台灣的字典，因為成語是從
古代流傳下來的，特別是有書面參考的，此
次修訂都盡量保持一致，不再去擴大差別，

「我們覺得應該有大中國的意識」。
《現代漢語詞典》是中國首部權威的現代漢語規

範型詞典，它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編纂，著
名語言學家呂叔湘、丁聲樹曾先後主持工作，由商務
印書館出版。

粵港合粵港合作辦學政策
●在具備條件的廣東省高等技術院校進行試點，
自主考核招收香港學生

●與香港教育局合作，提高在粵的港人子弟學校
辦學質量

●鼓勵香港高校到廣東省合作辦學，優先安排土
地利用指標

●為香港大學生到廣東實習提供實習崗位和住宿
，並提供生活補貼

●在廣州建立粵港澳青年交流活動基地，在深圳
建立深港青年創新創業基地

【本報實習記者劉雲舒整理】

【本報記者蔣煌基泉州十五日電】343名香港中學生今
日齊聚福建泉州國立華僑大學，聽取泉州海交館館長丁毓玲
主講的《宋朝以後泉州海路交通發展及外地文化的交融》，
並參觀了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

香港教育局督學許永康表示，此次走進福建，讓本港中
學生深入了解國情，探尋華僑的遷徙歷程，以及泉州海外交
通的歷史和重要作用，希望能引發學生的更多思考。

【本報訊】新華社十五日消息：上海科研人員近日在愛
滋病病毒I型疫苗的研發上取得突破性成果，探索出新的疫
苗製備方法，並首次在果蠅細胞上試驗成功。

該研究成果在國際知名雜誌《病毒學雜誌》線上發表。
中科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研究員周保羅帶領的研究組找

到了疫苗製備方法的突破口──被稱為 「空心殺手」的 「病
毒樣顆粒」。該顆粒沒有愛滋病病毒核酸，不能自主複製，
但在形態上卻與真正的愛滋病病毒粒子相同，如果能在進人
體後讓人產生相應抗體，進而使人體能對愛滋病毒免疫，那
就意味着愛滋病病毒疫苗的研發取得了成功。周保羅介紹說
，用傳統疫苗製備方法試驗存在病毒污染、各批次不穩定、
蛋白剪切難度等問題，新方法已將它們逐一克服。

在果蠅試驗後，周保羅再以鼠、猴為對象進行驗證。目
前小鼠體內已產生抗體反應，下一步將在猴子身上進行 「攻
毒」試驗。如果猴子能夠產生對愛滋病毒免疫抗體，接下來
就做人臨床試驗，分一二三期，一般至少五年到十年。

▲第6版《現代漢語詞典》增收 「搖號」 「宅」 等3000
多條詞語。圖為一小讀者在杭州一家書店裡閱讀新版詞典

新華社

愛滋病疫苗研發
果蠅試驗首報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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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高等職業教育招收港生，有利於港生北上發展。
圖為香港學生在粵企實習 袁秀賢攝

深港人子弟班銜接港中學

新聞背後

粵港科研合作初具規模

▲在廣東暨南大學就讀的港生享受校園生活 袁秀賢攝

▲香港教育
及職業博覽
會上，港生
在了解內地
學制特點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