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香港近年先後出現九歲大學生、跳級神童熱潮下，聖保羅男
女中學的盧安迪卻放棄中四拔尖，以及免考首屆中學文憑試的罕有
機會，在港完成整個新高中學習過程後，才入讀早已取錄他的美國

普林斯頓大學。他立志獲取數學博士，承諾學成後回饋香港。
本報記者 呂少群

盧安迪立志回饋香港
棄拔尖戰文憑試 狀元赴美升學

■大學聯招今日起接受申請

二〇一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星期二A26教育責任編輯：陳淑瑩

專訪

西北大學110周年校慶公告（第二號）
2012年10月15日，西北地區創立最早的高等學府——西北大學將迎來110周年華誕。值此喜慶來臨之際，

我們謹向多年來關心、支持西北大學改革與發展的各級領導和社會各界朋友表示衷心地感謝！向全校師生員工
和海內外廣大校友致以誠摯的問候！

西北大學建校110周年慶祝大會，將於2012年10月15日上午10時整在西北大學長安校區西體育場隆重舉
行。

本次校慶以 「學術校慶，文化校慶」為主題，開展系列學術、文化活動；從2012年年初開始， 「侯外廬講
座」、 「楊鍾健講座」等百餘場次的學術報告會、學術研討會已陸續舉行。

為方便應邀嘉賓和廣大校友出席、參加各類活動，特將校慶期間主要慶祝活動和學術活動的時間、地點、
內容等公告如下：

時 間

10月10日16:00~18:00

10月11日-10月13日

10月11日11:00~11:40

10月11日14:00~14:40

10月11日15:00~15:40

10月11日16:00~16:40

10月12日10:00~11:30

10月12日15:00~18:00

10月12日9:00~11:30

10月12日9:00~11:00

10月13日19:00~21:30

10月13日

10月13日

10月14日14:00~16:30

10月14日16:30~17:00

10月14日17:00~17:30

10月14日全天

10月14日15:00~17:30

10月15日10:00~11:30

10月15日14:00~17:30

10月15日15:00~17:00

10月15日19:00~21:30

10月15日14:30~17:00

10月15日15:00~17:30

10月16日—18日

10月16日－17日

10月27日-10月28日

10月14日15:00~17:00

10月31日15:00~17:30

活 動 內 容

現代中國人本土起源 報告人：高星研究員

中國佛教文學學術研討會

寶雞市贈送寶鼎揭幕儀式

侯伯宇先生雕像落成揭幕儀式

李儀祉先生雕像落成揭幕儀式

張鳳翽先生雕像落成揭幕儀式

西北大學—中交通力戰略合作協議
簽字儀式暨獎助學金捐贈儀式

「筆墨寄深情，丹青賀華誕」校慶筆會

阿拉伯之春的幾個問題
報告人：Tim Niblock（英）教授

量子點材料的光電傳感 報告人：朱俊杰教授

秦腔晚會

《中國西部法制發展報告（2012）》新聞發布會暨西部
發展與法制建設研討會

全國高校國家經濟學基礎人才培養基地建設工作會議暨
2012年學術研討會

西北大學第四次校友理事會

上海校友會 「他和她」雕塑捐贈儀式

各地校友會巨石捐贈儀式

西部開發政策與經濟增長模式國際論壇

兵器試驗與數學 報告人：閻章更將軍

西北大學建校110周年慶典大會

地方綜合大學校長論壇

色譜進展 報告人：張玉奎院士
中醫藥戰略聯盟的前沿 報告人：樊台平教授

慶祝西北大學建校110周年文藝晚會

陝西商貿經濟發展與國際化
報告人：姚超英教授

地球早期演化的若干地質問題以及對板塊構造的制約
報告人：翟明國院士

中韓 「善與社會」學術研討會

紀念陳直、陳登原先生暨中國古代史學術研討會

第二屆中國西部傳媒與社會發展高層論壇

關於國計民生的重大戰略問題──
生物質能源與新能源問題 報告人：譚天偉院士

金屬納米催化 報告人：李亞棟院士

地 點

太白校區文化遺產學院二樓多媒體教室

太白校區萃苑賓館多功能廳

長安校區文化廣場

長安校區文化廣場

長安校區2號教學樓南側

長安校區1號教學樓南側

長安校區第二會議室

太白校區博物館

西北大學賓館二層會議室

太白校區科研樓四層多媒體教室

太白校區大禮堂

長安校區模擬法庭

西安水晶島大酒店

長安校區模擬法庭

長安校區東門內

長安校區北門內

西安君樂城堡酒店

長安校區報告廳

長安校區西體育場

陝西賓館

太白校區萃苑賓館多功能廳

長安校區西體育場

長安校區外國語學院報告廳

太白校區地質系鍾健報告廳

長安校區模擬法庭

西安凱瑞酒店

太白校區萃苑賓館多功能廳

太白校區化工學院報告廳

太白校區圖書館報告廳

熱忱歡迎曾在西北大學工作、學習過的各位校友，關心、支持西北大學建設和發展的社會各界領導、友好
人士蒞臨慶典，共襄盛舉！

學校將於10月13日起，在西安咸陽國際機場、西安火車站、西安（火車）北站設 「西北大學校慶接待站」。
特此公告，敬祈周知。

西北大學110周年校慶籌備委員會
2012年9月20日

地 址：陝西省 西安市 長安區 學府大道1號 郵政編碼：710127
聯繫人：王雁玲 劉鐵山 那龍宇 韓 杰
電 話：029-88308677 傳 真：029-88308600 網 站：http://news.nwu.edu.cn/xiaoqing

【本報訊】四年制大學聯招（JUPAS）今日起至十二月
四日接受申請，凡有意於明年九月入讀八大資助院校的學位
、副學位，以及公大自資學位課程的應屆文憑試學生，可於
透過網上系統選報最多二十個課程。聯招處昨日列出各院校
課 程 資 料 http://catalogue.jupas.edu.hk/catalogue/j4/
content_Institutions.htm，至於新生入學成績則將於十月至十
一月公布。另外，為協助中六生揀選合適課程，今年各大院
校由十月六日起，一連多個星期六將舉辦資訊日，向學生介
紹各類課程。

「本是同根生，
相煎何太急」，堪稱
今日香港的寫照。打
從七月一日特區政府

換屆以來，幾乎每一個問責高官都未過安樂日子，
每逢落區則會遭逢無日無之的狙擊，似乎這些高官
本身就帶有原罪，連帶其團隊也像被告一樣。

這是什麼道理？既然有人願意出來服務社會，
公眾和傳媒理應感到欣喜才是。奇怪的是，怎麼這
八十多天以來，整個特區班子幾乎天天成了箭靶，
不是問僭建就是追往昔，三則質疑政策意圖，然後
是撤回之聲不絕。彷彿每一名高官都要是聖人，每
一頁履歷都要像白紙，真有這樣的人卻又被譏為無
能！

不要再內耗了
結果，兩個月，充斥本港報章、電視、電台的

，盡是那些可大可小其實無大意義的花邊新聞。可
能，政府施政寸步難行，才是那些別有用心者的
本意。

沙鷗不懂傳理，但認得道理。為什麼對特區領
導人先入為主，連帶對加入其班子的官員也一律排
斥，對其下屬則不以為然。

在這過程中，新聞官猶如夾心人，政策由來和
微調變調，都要他們在一時三刻迅速直接地解答。
老實說，初來埗到者人地生疏，履新一兩個月就要
對急變的政策倒背如流，恐怕強人所難。

危機當前，也不見得真有幾個新聞官做得漂亮
的。因為許多不懷好意的新聞界根本不容喘息或給
予辯解機會。教育局局長吳克儉的新聞秘書換了人
，沙鷗不希望再過一段時間又要換馬。香港，政府
內部以至民間，都不要再內耗了！

記者角

相煎何太急
沙 鷗

【本報訊】記者劉家莉報道：全港官立及資助小學
一三年度小一自行分配學位階段昨日展開。適齡學童增
加約一千人，加上跨境學童持續上升，有鄰近深圳的北
區小學首日已 「超額」接獲逾一百份申請表，並較去年
同期增加三成，預料學額競爭將更為激烈。

明年九月入讀小一的適齡學童約為五萬二千多人，
較今年增加約一千人，各家長可於本周五（二十八日）
前，向心儀學校遞交申請表。其中，上水惠州公立學校
提供七十五個自行收生學額，首日已 「超額」一倍、收
到一百五十五份申請，去年同期則約有一百二十份申請
。校長陳紹鴻指出，北區近年擴班情況已出現飽和，不
排除明年有更多跨境生及本地生派到大埔等地，擔心有
更多居於北區的本地生，被派到大埔、沙田等地區須
「跨區」上學，激起家長強烈反響，建議當局在小一派

位時，盡量優先讓本地生原區升學。
同區的鳳溪第一小學昨亦收到約九十份申請，較自

行收生學額超出一半，副校長朱偉林認為，跨境生持續

上升，即使教育局建議跨境生分流到大埔、元朗等地，
但居住深圳的跨境生仍會首選北區，料申請數字會較去
年增加。

沙呂小首兩小時62人報名
另外，因受外界壓力及校友反對而暫緩推行 「德育

及國民教育科」的沙田浸信會呂明才小學，首兩小時已
有六十二人報名，部分家長認為，學校推行國教科並無
不妥。至於下月開設國教科的鮮魚行學行首日收到十九
人報名，數目較去年稍跌。

在自行分配學位階段，學校會先處理有兄∕姊在該
校就讀或父∕母在該校任職的申請，其餘申請則須根據
「計分辦法準則」分配學位，各校將於十一月二十六日

公布派位結果，不獲取錄的申請人，可於明年初參加
「統一派位」。陳紹鴻提醒家長，應按子女的能力及興

趣，選擇合適的學校並 「分散投資」，不要一窩蜂選報
名校。

北區小學自行收生申請增

理大賽馬會創新樓平頂
【本報訊】為應付新學制及雙班年，香港理工大學本學年推出

多項臨時措施，包括借用毗鄰香港科學館演講廳作課室，另在第八
期校舍設廿六間備用教室以應急。

科學館演講廳作臨時課室
理大校長唐偉章昨晚主持理大賽馬會創新樓平頂儀式，表示創

新樓和第八期校舍會在本學年落成，學校亦有臨時措施應付雙倍的
大一生，例如星期一至五安排較多課堂，同時借用科學館及紅磡宿
舍作臨時教室。

唐偉章又稱，興建中的理大第八期校舍，已建成廿六間備用教
室，但基於安全考慮，兼且在工地上上課未必理想，所以這些課室
暫不會使用，要到第八期校舍落成才一併使用。

城大反國教聯盟拒清塗鴉
【本報訊】實習記者彩雯報道：反對國民教育科的學生

運動日見激進，香港城市大學反對國民教育聯盟上周在校園
發起 「反洗腦」集會，無視校規與校方警告而在地上塗鴉，
事後拒絕與校方磋商善後。

城大校方表示，一直尊重及支持學生在校園內舉辦活動
。校方於集會前一天（十八日）向所有參與集會的相關組織
發公開信和電郵，呼籲同學遵守校園設施使用守則，按既定
程序申請，並與校方商討有關安排，但未獲聯盟回應。

聯盟更在十九日的集會中，擅自佔用集會場地及移動傢
俬物品、用繩索把橫額吊懸在消防及電線喉通上，甚至使用
有強烈揮發性的漆料塗在地面磚板上，寫了十六個大字，塗
鴉大學公物。

發言人補充，集會結束後，校方一再發公開信和電郵給
參與組織集會的學生組織，籲請把場地還原，尊重其他大學
使用者的權益，並提供電話以便他們聯絡校方商討處理方法
，但聯盟仍沒有回應。記者多次致電城大學生會，以及與學
生一起 「塗鴉」的城大教職員協會主席謝永齡，直到截稿都
無回應。

首批深港共同培訓人才畢業
【本報記者王一梅深圳電】23 日下午，20 名香港

學生獲得由深圳職業技術學院和香港專業教育學院（黃
克競分校）頒發的雙方文憑，成為首批跨境的技能人才
。深職院副校長楊潤輝表示，雙方將繼續合作開發與國
際接軌的職業教育課程，開展國際職業資格證書的培訓
，探索學分與學歷證書的互認。

2008 年 2 月 22 日，經廣東省教育廳和教育部批准
，經香港工程師學會審核認證，深職院正式開始與香港
專業教育學院（黃克競分校）合辦面向香港中學畢業生
的 「電氣服務工程高級文憑」課程。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工程學科助理學術總監趙炳權介
紹，該課程招收香港本地中五畢業學生，在兩地分階段
聯合培養，在香港學習兩年，在深圳學習一年，成績合
格的學生畢業時頒發雙方文憑，獲得兩地的文憑。目前
已招收了3屆學生共59人。

本次畢業典禮為20名2011屆和2012屆畢業生同時
頒發畢業證書。原因是，雙方合作第一年，由於各項工
作時間安排未能接軌的關係，造成學生第二年方參加學
校的單獨入學考試，取得學籍，因而造成 2011 屆同學
的畢業證與2012屆的畢業生同時頒發。

今年十八歲的盧安迪，上月離港赴美升學前接
受本報獨家專訪。本報上學年報道過，他獲得堪稱
本港學界最高殊榮的尤德獎。這位自小學起多次代
表香港參加國際比賽的尖子，是少數橫跨物理和數
學奧林匹克兩個領域的香港隊成員，戰績彪炳。今
年七月港隊在阿根廷的第五十三屆國際數學奧林匹
克摘取三銀一銅兩優異，他是三名奪銀的功臣之
一。

盧安迪既好讀書，又熱衷足球、鋼琴和中國象
棋等活動，獲本地多間大學招攬，但都被他推卻。
他坦言也考慮過跳級，經衡量後打消了念頭。中四
那年，本港名牌大學主動邀請他拔尖上大學，他考
慮後覺得還是循正常途徑申請為佳，沒有想急着拔
尖，自然也成了所謂神童大學生。

沒必要跳過中學階段
「我想不出跳級有什麼好處。」盧安迪表示，

早已定志出洋留學，自信遲早可以上大學，而跳級
未必令他的人生有更多經歷， 「一旦跳級，反而跳
過中學階段，更加無必要為了趕人生下一站，早幾
年畢業與遲幾年畢業的分別，其實不大。」

結果，盧安迪與七萬中學生一樣，經歷三年新
高中學習階段，又報考首屆中學文憑試。身兼香港

資優教育學院學員的他，三年間還要應付資優培訓
和代表港隊出戰，每逢出賽回校就得找老師補課以
追上進度，老師不可能鉅細無遺地講解，換言之只
能靠他自己理解領會。

今年七月放榜的首屆中學文憑試中，盧安迪仍
考獲6科5**、一科5*的佳績。美中不足的是，最
有把握的通識科未能摘取最高成績的5**。外人不
知道的是，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早在去年十二月就取
錄了他，他仍堅持考完文憑試，因為 「這是一種責
任，好比郵差送信」。

自言有責任回港服務
盧安迪在八月接受本報專訪時表示，希望在美

國完成數學學士後，考取數學博士學位，繼而做幾
年博士後研究，最後一定會回港服務。 「特區政府
為教育和資優教育投入很多資源，我有責任回來做
點事。」

已在八月底入讀普林斯頓大學的盧安迪，昨天
以電郵告訴本報記者： 「普林斯頓大學的學習及生
活資源十分豐富，雖然學業繁重，但也獲益甚豐。」

他又指正本報昨天報道，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
娥之子（在第五十三屆國際數學奧林匹克）實際拿
的是銀牌呢！」

簡訊

▶理大賽馬
會創新樓昨
日舉行平頂
儀式

本報記者
張綺婷攝

▲城大教職員協會主席謝永齡帶頭在地上塗字
實習記者彩雯攝

▲盧安迪早在去年十二月已獲得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取錄
，他仍堅持考完文憑試

▲深職院副校長楊潤輝（前右）向學生頒發畢業證
書 本報記者王一梅攝

【本報訊】東華學院推出 「企業協作計劃」，讓同學於
在學期間，接受為期一年之全職工作，以吸取更多工作經驗
。計劃將於明年一月啟動，學院本星期推出 「企業協作計劃
周」，邀請十數間企業協作夥伴到校，提供實習職位空缺供
學生選擇，部分企業更將為學生提供多場招聘講座、模擬面
試、撰寫履歷表工作坊等活動。

東華學院昨日為計劃舉行開幕典禮，學院校長汪國成致
辭時表示， 「企業協作計劃」旨在讓學生在投身社會前裝備
自我，了解職場人生的苦與樂。

■東華學院推企業協作計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