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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冠深：港生要認識國情
中華文化知多少大賽啟動

科大與廣大南沙辦學

中聯辦科技部副部長李魯、中聯辦
青年工作部副部長李薊貽、新華集團主
席蔡冠深、招商局集團常務董事袁武、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主席王國強、文匯報
董事副社長馮瑛冰、文匯報董事總經理
歐陽曉晴出席了啟動禮。

中華文化勢必走向世界
活動贊助機構、新華集團主席蔡冠

深致辭表示，希望通過此次活動令本港
學生，加深對中華民族自身的優秀文化
和品格的了解，並傳承中華文明中的精
粹。他說，中國正在建設文化強國之路
，這是中國正在不斷發展的 「軟實力」
。中國已經成為第二大經濟體，中華文
化勢必走向世界，孔子學院全球開設，
漢語的重要性不斷提高。在此過程中，
中央多次提及香港的特殊作用。香港應
該發揮自身國際化優勢，成為中國文化

走向世界的一個窗口。在此過程中，本
港學生更應該了解自身的文化。

蔡冠深續稱，港人其實越來越關注
國家發生的大事， 「比如中國軍艦護航
，威武之師讓人眼前一亮；又比如海外
有動亂，當天國家就派出飛機將滯留在
當地的同胞接回來，這是大國風範」，
對此，香港人都會感到驕傲。 「我們都
在談認同，不認識怎麼認同？」他認為
香港學生應該學習國情，全面了解國家
。「這也是我們推動這次活動的目的。」

文匯報董事總經理歐陽曉晴表示，

去年舉辦的首屆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
大賽共吸引兩千人參與，網站點擊率更
高達六萬。今年大賽已步入第二屆，將
同樣面向全港大專院校、中學、小學的
在校學生。大賽頒獎禮將於十二月下旬
舉行。

本次比賽將於本月至下個月底期間
舉行，學生以個人身份按照大、中、小
學不同層級參加各自組別的比賽，每組
將有200人通過初賽躋身複賽，經評選
後，每組將剩下五名學生殺入決賽。決
賽最終評選出各組的名次。

冠軍獎金三萬港元
為增加學生參與的興趣，活動設置

了較高的獎金：各組冠軍獎金為三萬港
元，亞軍為兩萬港元，季軍的獎金額為
一萬港元。每組還設立一百名優異獎，
獎金為一千港元。

初賽的報名時間為11月21日至26
日，參賽者可以登錄 「全港學生中國國
情知識大賽」網頁報名，比賽內容涉及
中國文化、歷史、天文、地理、科技、
經濟等。

【本報記者楚長城、通訊員徐春浩鄭州二十日電】
11月20日，河南理工大學教授、中國工程院院士傅恒
志、陳清如設立的 「金屬材料及加工工程學科發展基金
」、 「礦物加工工程學科建設基金」頒獎大會在河南理
工大學舉行，該校共有 79 名師生獲獎，獎金總額達
33.8萬元。

這兩項 「院士基金」主要用於金屬材料及其加工工
程、礦物加工工程學科的學科建設和學科發展。獎勵金
額分別為：一等獎博士生獎金 5000 元，碩士生獎金
3000元；二等獎博士生獎金2500元，碩士生獎金1500
元。經費來源為每年從其在河南理工大學薪酬中捐贈
20萬元，學校配套10萬元。

由傅恒志 2005 年設立的 「金屬材料及加工工程學
科發展基金」已獎評八屆，由陳清如 2007 年設立的
「礦物加工工程學科建設基金」已獎評六屆，受益師生

達500人次以上。
傅恒志，是我國著名材料及冶金專家，中國工程院

院士，國際高校科學院院士，早年就讀於焦作工學院
（河南理工大學前身）。陳清如，著名選礦專家，我國
礦物加工學科的奠基人和開拓者之一，中國工程院資深
院士。

根據人口推算，適
齡中一學童人數未來數
年會暫時下降，但三、
四年後便會見底回升，

甚至逐步超越現時的水平。由此可見，學生人數下跌，
只屬一個 「過渡性」問題，教育局會把握機會，透過適
時及適度的 「過渡性」辦法，讓教育穩中求進。

教育局聽取了持份者的意見後，以 「保學校」、
「保教師」和 「保實力」為目標，推出了一籃子針對性

紓緩措施。
我們的 「保學校」措施，降低了中學的中一開班最

低要求，由三班減至兩班，即中學只需收取 26 名學生
便可開辦兩班，教師可以更好地照顧有特別需要的學生
。而未能開辦兩班中一的學校，亦可申請發展方案，繼
續營辦，不存在 「殺校」的問題，學生亦毋須轉校。

我們的 「保教師」措施，把超額教師的保留期由一
年延長至三年，期間沒有一位常額教師會因中一學生人
口下降而喪失教席。學校可善用這個良機，讓教師作專
業提升，待幾年後人口回升時，學校將有更專業的教學
團隊，有助提升教育質素。

我們相信，上述方案已可大致處理中一人口暫時下
降的問題。然而，因應中學校長會聯席的要求，教育局
亦同意在平衡各方意見的大前提下，進一步探討中一學
位 「減派」方案。

經過我們與教育及教師團體、家長團體的會面，與
中學校長會聯席密集式的會議，以及我和副局長親自落
區的交流，我們日前終於就今年的中一派位安排取得了
一定成果。

我特別感謝校長會聯席，他們深明大義，顧全大局
，即使個別地區或許仍有不同的意見，但由於時間緊迫
，為了不影響中一派位的時間表及家長的選擇，在求同
存異的原則下，同意以「111」與「211」減派方案進行中一
派位，即三年內暫時把中一每班派位人數逐步減至 31
或 30 人。教育局亦承諾，明年有派位及收生結果後，
會檢視一籃子措施是否能有效處理人口下降的暫時性問
題，如果成效不彰，亦會看看有何對策，包括減派方案
。我深信，透過良性的溝通和互動，教育界一定可以群
策群力，克服各種困難，把香港的教育水平進一步提高。

國教推得動反不了
資深教育工作者 桂 松

堂堂正正談國教

年來，本港出現了連串出乎人們意料的事，
國教風波便是其中之一。它忽然產生，迅即形成
一股黑旋風，為患全城。

學界出了什麼問題？人們不禁驚訝，委實摸
不頭腦。

其實，學界並沒有任何異象。就國教而言，
推行了這麼多年，若真的是洗腦，市民怎會長期
容忍？

硬指國教是洗腦教育
反國教者早已存在，由於他們屬少數分子，

面對正常推行的國教，找不出否定的藉口，只能
窺測方向，以求一逞。《中國模式》那少量的內
容儘管是個別人士的意見，儘管該書只是眾多教

學參考資料中的一份，儘管教育局迅速表態不接
受那些內容，仍然被反國教者拿來當作把柄，硬
指國教是洗腦教育。他們反覆宣揚，傳媒又反覆
報道。洗腦之說，一時甚囂塵上，竟是一面倒之
勢。人們來不及通讀《中國模式》的全文，也沒
有看過教育局出版不久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指
引》，更容易受到誤導。

現在應該冷靜冷靜，仔細地想一想，學界推
行國教十五年，特區政府有沒有視之為政治灌輸
而硬銷？國教成科經過長期醞釀，該科的教學指
引亦曾廣納民意，怎會突然變為洗腦的 「罪證」
？那些曾經表示支持國教的團體（例如教協、民
主黨）為什麼一夜之間立即變臉，轉而起勁地詆
毀國教？香港既然實行 「一國兩制」大政方針，
有人會愚蠢到這樣的地步，以致罔顧國家政策和
本地民意而鍾情於 「洗腦」、 「染紅」？

現在更要認真地想一想，國教不成科，國教
指引也被擱置，國教是否從此式微？

我們不妨將視野擴闊一點，將國教與國家聯

繫起來，因為二者不可分割，後者從來是前者的
基礎和依據。

國教是時代的需要
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之後，香港命運

就一直與國家的命運血肉相連，國家對香港的
影響力有增無已，這是客觀現實，誰都不能抹
殺。即使在港英管治年代，推行的是殖民地教
育，港英對推行愛國教育的學校加以遏制，卻
不敢消滅，非不為也，是不能也。新中國的存
在及其對香港的影響力，無疑是港英政府必須
面對的現實。何況今天香港已成為中國的特別
行政區，香港與中國內地的關係更起了質的變
化，香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卻以 「一國」為
前提。國民教育正是時代的需要和市民的願望
，推得動而反不了，希冀一陣旋風把它捲走，
怎會令人置信？

近年中國內地的重要消息，接踵而至，成為
本地媒體廣傳熱播的新聞，實際上都是國民教育

的新鮮素材，遠的不說，近日有關我國捍衛釣魚
島領土主權以及中共十八大的消息，就成為本港
各傳媒爭相報道的焦點，人們總不能視而不見，
聽而不聞。中國的崛起，更是舉世矚目，香港豈
能例外？ 「中國因素」，全球關注，有人在本地
反而要搞 「去中國化」，妄圖封殺國民教育，如
此不識時務，不是很可悲嗎？

國民教育有巨大的生命力，目前雖然出現
障礙，只要高瞻遠矚，堅定信念，就能解除顧
慮，勇往直前，打開局面。特區政府需要作出
榜樣，在國教的推行上承擔責任，不遺餘力。
學校的國教即使不設科，同樣可以推行，例如
加強中史科教學、弘揚中華文化、推動師生到
內地參觀訪問等，都是國教的好方法。持之以
恆，必有佳績。

為慶祝香港回歸十五周年
，由香港新華集團基金會、香
港文匯報合辦的 「中華文化知
多少─新華杯第二屆全港學
生中國國情知識大賽」 ，昨日
舉行啟動禮。是次活動將於本
月下旬至十二月開展。活動贊
助人蔡冠深指出，港生要講認
同宜先從認識國情，了解中華
文化開始。大會今年就將冠軍
獎金從首屆的八千元勁增至三
萬元。

本報記者 成野

局中人語

學界家長認同111
教育局局長 吳克儉

河大79名師生獲院士基金
【本報記者袁秀賢廣州二十日電】

香港科技大學與廣州合作辦學有新進展
，兩校將在廣州南沙區合作共建高水平

研究型高等教育機構── 「創新科技領
導力學院」（暫定名）。港科大負責人
上周抵廣州大學，共同商討合作框架，

兩校爭取在今年年底簽署合作辦學意向
文件。

2011年12月19日，廣州市政府與
港科大在 「新廣州新商機」推介會上簽
署教育和科技合作備忘錄。今年以來，
港科大校長、副校長和廣州市政府主要
領導多次座談和探討，最後敲定合作高
校為廣州大學。

今年 9 月 26 日，香港科技大學代
表首席副校長史維教授一行七人訪問廣
州大學，並舉行座談。11 月 13 日，港
科大副校長李行偉一行五人前往廣州大
學，李提出雙方在創新科技領導力領域
開展合作辦學的想法。雙方就人才培養
規格、招生模式、辦學資源引進等作了
探討。

廣州大學副校長徐俊忠表示，香港
科技大學提出的合作規劃慎重、務實，
對服務區域經濟發展的定位準確。廣州
大學將積極推動具體合作項目的落實。

與會的廣州市教育局局長屈哨兵對

雙方的合作目標表示贊同。他希望合作
雙方盡快拿出合作時間表，盡快簽訂合
作協議，促進合作項目盡早落實。

廣州市教育局官員日前在在廣州
市政協港澳委委員召開調研座談會上
透露，目前，香港科大與廣州大學辦
學基本敲定。雙方擬在南沙合作共建
高水平研究型高等教育機構─ 「創
新科技領導力學院」（暫定名）。下
一步雙方將對師資聘請、招生方式及
標準要求等合作辦學的細節進一步深
入商談，爭取在今年年底簽署合作辦
學意向文件。

新近發布的《廣州南沙新區發展規
劃》指出，南沙要建設國際教育合作試
驗區。南沙新區將支持粵港澳及國際知
名高校在南沙新區合作開展人才培訓，
建設國際教育合作實驗區。鼓勵港澳職
業教育培訓機構與內地院校、企業、機
構在南沙新區建立職業教育培訓學校和
實訓基地。

【本報訊】 「穗港澳蓉青年技能競賽
」上周於四川成都舉行，由職業訓練局
（VTC）成員院校香港知專設計學院
（HKDI）畢業生組成的香港隊，於櫥窗
布置及演示項目蟬聯冠軍；而 VTC 另一
成員院校─香港專業教育學院（IVE）
的學生和畢業生，亦分別囊括家居智能電
器安裝項目亞軍、網頁設計項目季軍及機
電一體化項目的優勝獎。

HKDI畢業生今屆再度組隊參加櫥窗
布置及演示項目，選手張國科、黃浩珊和
楊安榮奪冠。今屆比賽題目為兒童秋冬休
閒服裝展示，香港選手以3D立體幾何圖

案砌出落葉等秋天景物，展示兒童眼中純
潔的世界。

家居智能電器安裝比賽是今屆其中一
個新增項目，結果由IVE電機工程高級文
憑課程學生勇奪亞軍。比賽要求選手於
6.5 小時內，利用大會的工具和物資，於
模擬房間製作智能燈光和空調系統、自動
窗簾和室內防盜監測系統等。代表香港出
賽的李君夏、翟詩榮和范俊穎表示，比賽
最大困難是要在短時間內完成多個安裝項
目，他們在集訓期間已部署清晰的分工策
略，比賽當日冷靜應戰發揮本色，最終成
功奪得獎項。

港隊揚威四地青年技能賽

▲中華文化知多少─新華杯第二屆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賽記者會，（左起）邵詩利、歐陽曉晴、蔡關穎琴、李
薊貽、蔡冠深、馮瑛冰、李魯、袁武、黃均瑜、張建華 本報記者麥潤田攝

▲廣州市政協港澳委委員視察廣州南沙資訊科技園 袁秀賢攝

▲香港知專設計學院畢業生組成的香港隊，於櫥窗布置及演示項目蟬聯
冠軍

【本報訊】記者胡家齊報道：教育局因應中一生減
少而提出的 「111」與 「211」減派方案，相繼獲得學界
和家長團體支持，十八區家長教師會聯會代表昨晚與教
育局局長吳克儉會面，認同局方方案。

十八區家長教師會聯會代表，昨晚與教育局局長吳
克儉在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開會一個半小時。會面後，
與會者表示同意 「111」與 「211」減派方案。油尖旺區
家長教師會聯會副會長潘錦僑稱，會面氣氛良好，與會
者都同意 「111」與 「211」減派方案，而沒收生壓力的
學校可申請 「000」方案，彈性很大。大埔區家長教師
會聯會主席梁主平認為方案滿足家長要求，未來教育局
亦可以 「111」方案為底線，就實際情況再作調整。據
稱，席間有代表強烈要求人口回升時加回減派的學額。

另外，吳克儉在教育局專欄 「局中人語」撰文，表
示適齡中一學童人數未來數年會暫時下降，三、四年後
便會見底回升，甚至逐步超越現時的水平，因此中一新
生人數下降屬 「過渡性」問題，教育局會透過適時及適
度的 「過渡性」辦法讓教育穩中求進。

吳克儉指出，經過多次會議及落區交流，終於就
今年的中一派位安排取得成果，感謝十八區中學校長
會聯席顧全大局，即使個別地區或許仍有不同的意見
，但為了不影響中一派位的時間表，同意 「111」與
「211」減派方案，即三年內暫時把中一每班派位人數

逐步減至31或30人。他承諾，明年有派位及收生結果
後，教育局會檢視一籃子措施是否能有效處理人口下
降的暫時性問題，如果成效不彰，會再研究對策，包
括減派方案。

十八區家教會撐吳克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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