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歐洲新聞

2014年1月27日

星期一

英文法學校校長抗議

教育資源被分薄到窮學生

定，但我們也會確保，沒有一所學校的
經費會比前一年下降1.5%。」

星島
日報
歐洲

格蘭中學成績排名第一的Colyton文法學校警告，由於教育資
助被分薄到成績欠佳的貧困學生，代表英國優秀教育的文法
學校（Grammar School）面臨資金不足、解僱教師、減少高級程
本報訊
度會考學生數量的威脅，以致最終被迫關門。

英

都獲得相同數量的資助，而如何給每一
所學校分配資金則是地方政府的自主決

26日下午由50多

「怒日」個法國民間組織參加
的反政府遊行在細雨

作出此番言論的是德文區Colyton文
法學校的校長伊萬斯
（Paul Evans）
，他告
訴《每日電訊報》，遇到這個困境的不僅
有Colyton學校，在去年夏天參加校長大
會的時候，他還發現其他學校也有著同
樣難題。這個觀點也得到了代表164間學
校的文法學校校長聯會支持。
伊萬斯上周致信三名當地保守黨議
員，聲稱一些資助遭到削減，對公立文
法學校帶來毀壞性影響，尤其是在鄉村
地區。
信中提到，政府資助中學的方式被
改革，對其學校造成嚴重影響，例如資

助計算方式從過往的學生修讀高級程度
會考科目數量，轉變為學生數量，文法
學校的學生成績普遍更優秀，通常報考5
科，這也令文法學校的運營更加吃力。
在日前公布的英格蘭中學成績排行
榜中，該校是全英格蘭4000多所公、私
立中學中排名第一的學校，其學生的成
績相當於每人都獲15門A*成績，但該校
未來數年的100萬鎊資助被削四分之一，
2017年之後學校是否能夠繼續運營將成
問題。
教育部發言人回應，「近年來的學校
資助已經得到切實保證，每個地方政府

英劍橋大學設小學

英國劍橋大學是全球最好的大學
之一，800年來培育和達成的先鋒研究
不計其數，而現在，劍橋大學決定發
展新構思，將在劍橋市西北區開設小
學，從2015年9月開始，培育630名4歲
至11歲小童。
這是繼伯明翰大學之後，第二所
「大學培訓學校」，伯明翰大學早前獲
准開設的培訓學校則集中面對中學
生，第一批學生開課時間與劍橋相
同，都是2015年9月。政府希望這兩所
學校能夠為英格蘭地區大學開設類似
培訓中心，提供一個藍圖模板。
劍橋大學培訓學校（University of

Cambridge Training School, UCTS）
計劃在教育本地小學生的同時，又
可為在該校修完教師培訓資格課程
（PGCE）的畢業生提供培訓機會，充
當一個小學教育方法的研究中心。
很多大學都反對教師培訓的轉
變—從傳統的大學課程轉變為直接由
學校運營的在職培訓計劃，但政府則
堅持，這個系統很受學生和新教師歡
迎是有據可查的。全國教師和領袖學
院行政總裁泰勒說：「政府推動改善教
學質量和確保不同背景兒童都有機會
達到學術上的頂尖水平，提供最好的
教師培訓就是這個目標的核心。」

英政府修例
禁電子煙售少年
本報訊

英政府將於本周出台《兒童和家庭
法》新修例，禁止18歲以下人士購買電
子煙，並禁止幫18歲以下人士購買香
煙，以控制青少年吸煙問題。
根據目前規定，18歲以下人士購買
電子煙沒有任何限制，但電子煙銷售近
年在英國有上升趨勢，估計約13萬使用
人數，在青少年中尤其流行，令人擔
心，本來為戒煙人士設計的電子煙會令
人更容易染上煙癮。
而且，當很多人都以為電子煙是較
傳統香煙更好的替代方法，健康專家仍
然深切擔憂電子煙對健康帶來的長期影
響。因為電子煙也會製造大量高度成癮
的藥品—尼古丁和有毒的化學物質和成
份，英格蘭醫藥總監戴衛斯教授（Dame
Sally Davies）
認為，這會加固煙癮，令戒
煙變得更難，對年輕人健康也是極度危
害的。

法人運聯黨大會

通過多項決議顯團結
本報訊

為兩個月後地區選舉做準備，周末
25日法國人運聯舉行全國代表大會，近
兩千多名代表出席會議，並投票通過多
項決議，包括決定成立2017年大選初選
籌委會，以及通過3月份地區選舉候選
人名單。
內部紛爭不停的人運聯立志改變形
象。這次全國代表大會除了老元首朱佩
稱事務繁忙不能出席外，其他主要成員
如菲永，拉法蘭，莫里澤等出席了會
議，但沒有就各項決議參與投票。
該次會議最主要的議程就各項動議
進行投票。在主席科貝的領導下，有
91%的代表就各項未來計劃投贊成票，
90%同意成立2017年大選監督委員會，
88%贊成會章委員會的建議，91%贊成

地區選舉候選人名單，74%贊成今年5月
底舉行的歐盟議會選舉候選人名單。
這次大會給外界的印象是，人運聯
雖然經歷了不少風波但仍然是黨員團結
的。大會上，馬賽市現任市長及候選人
高單(J-C Gaudin)在大會發言時稱，希望
大家能夠團結，特別注意不要對外人亂
說話。當然他沒有點名道姓。另外薩科
齊總統府特別顧問蓋安諾(Henri Guaino
)就明確表示，他個人對科貝過與開放的
政策不贊同。在一份給科貝的信函中，
蓋安諾稱，在地區選舉中，人運聯和中
間派UDI及MoDem的聯盟是錯誤的決
定。
科貝在大會閉幕的發言中強調，歐
洲是法國的未來，但必須維護我們的邊
境，必須就神根合約的邊境問題上進行
深化。

霍金：「黑洞」不存在只有「灰洞」
本報訊

英國著名物理學家霍金(Stephen
Hawking)最近在網上發表新的論文，承
認黑洞（Black hole）不存在，但有灰
洞（grey hole）存在。這篇新論文可能
為「黑洞」概念重新定義，震撼物理學
界。
黑洞指的是宇宙中星體爆炸時，四
周會產生強大的引力，並在宇宙空間中
產生黑洞，把附近的一切都吞噬。
由於引力相當強大，即使被吸入的
物質以比光速更快的速度「逃走」，
都無法從黑洞邊緣「事件視界」(event

霍金指黑洞理論上亦不存在。

horizon，一種時空的曲隔界線)中逃出。
霍金在最新論文中指出，在原來的
黑洞理論中，沒有任何東西能逃去黑
洞；但在量子力學(Quantum Theory)理
論中，則容許能量及物質從「事件視
界」或黑洞中逃出。他解釋，光線在逃
離「事件視界」時，附近會產生另一個
視界面「apparent horizon」把光線凝
住，最終光線會隨輻射慢慢消散而「逃
出」，「apparent horizon」才是真正
「邊界」。
霍金說，若黑洞邊緣「事件視界」
不存在，則黑洞理論上亦不存在。他同
時指出，黑洞不存在，但有灰洞，而灰
洞理論會容許物質和能量停留一段時
間，之後再重回太空。
加拿大艾伯塔大學黑洞專家佩奇
（Don Page）承認，霍金的新說法理
論上成立，這種情況只會在高量子的
情況下出現，而且這將會讓「時空」
(spacetime)的概念變得更模糊。
霍金原提倡黑洞理論，1974年他發
表論文，認為黑洞發出一種能量，最終
導致黑洞蒸發，該能量被命名為「霍金
輻射」，引起全球物理學家重視。霍金
當時的發現，被認為是多年來理論物理
學最重要的進展。
這篇論文也被稱為「物理學史上最
深刻的論文之一」。

新一輪風雨將席捲英倫

英國一月份的天氣溫暖如春，但氣
象局最近警告，暖春還未來臨，新一輪
風雨已經降臨英國，部分地區甚至面臨
洪災的威脅。
氣象局已對英格蘭西南部發出黃色
警告信號，對英格蘭南部發出11個洪水
警告，並發出超過130個洪水預警，超過
一半在英格蘭東南部。
周六傍晚開始，英格蘭中部首先出
現雷暴，英格蘭大部分地區隨後都有降
雨，一些地區的房屋甚至因被閃電打中
而被損毀。薩里和華威郡均通報有迷你
龍捲風，樹木和貓都被捲到天空。

法19名工人
在隧道工程中中毒

重罰代買香煙

政府還希望在今秋對代買香煙者實
施罰款，觸犯條例的成人將被罰50鎊定
額罰款，嚴重者或被可最高被罰2500
鎊。代買酒精在英國已經是違法行為，
零售商多年來呼籲也針對香煙買賣建立
一條代買香煙的罪名。
衛生部最新數據顯示，15歲以下少
年中41%從其他人手上買煙，而不是從
商店中購買，95%11至15歲兒童在過去
一年中至少有一次成功讓別人幫自己買
煙。
公共衛生次官和保守黨議員艾莉森
（Jane Ellison）說：「三分之二煙民稱他們
在18歲時常規地吸煙，顯示出這是在少
年時期染上的煙癮。」她還說：「我們必
須盡所能幫助兒童過上健康的生活，這
就是為甚麽我們設立這些保護兒童的措
施，這也是我們希望家長和零售商負責
人的方面。」

下進行。這個由數位匿名者發起的反政
府遊行在幾天內獲得近1萬3千多人在臉
書的回應。組織者一直不透露身分，在
網上都以自己的口號遮住頭部。這被稱
為「怒日」的遊行主要請求是要求奧朗德
下台。不過這次遊行人群中有極左和極
右人士參加，以及日前引發爭議的脫口
秀演員迪厄多內也加入。

英國自行車製造商

折叠單車 Brompton，每年全球銷售
4.5萬輛折叠自行車。大圖

為位於西倫敦的工廠內，貨架上彩色部件後的自
行車被印上序列號等待出廠。小圖為工人在組裝
生產線旁搬運新一輛自行車，牆上的貸款和零售
商回絕信，說明了該車廠曾經跨過的重重難關。

英國工黨建議

高收入稅率調回50%
本報訊

英國反對黨工黨承諾一旦重新執
政，將會重新啟用對高收入公民收取
50%的稅率。
影子內閣大臣博雅文指出政府收入
並未提高歸咎於首相的錯誤判斷。
上屆工黨政府在2010年為應對經濟
蕭條而把高收入稅率從40%提到50%，
而保守黨聯合政府在去年四月又把此稅
率降到45%。保守黨政府警告此建議將
會把英國的經濟恢復置於危險之中。
博雅文稱英國稅務局數據顯示，如
果自2012年起，對於年收入超過15萬英
鎊的高收入人群稅率如果保持在50%而
不是45%，那麼稅收將會多出100億英
鎊。降低稅率到45%的決定減少了政府

收入達一億英鎊，此數據也受到了財政
預算辦公室的證實。
博雅文指出，在政府赤字依然居高
不下的情況下，首相和內閣沒有理由再
為國內最富的人群減稅。同時，工黨做
了以下其他承諾：1.為工作的父母們提
供照顧孩子的費用補助提升到每周25小
時；2.強制長期失業人員參加工作，不
然將會停發救濟金；3.對於能源和銀行
立法增加互相競爭以確保他們能更好為
公眾服務；4、建立英國投資銀行資助
英國小型企業和降低稅率。
博雅文宣布工黨如果執政將會用
2015至2020年之間的國民生產總值來完
全償還政府財政債務。但這不包括長期
投資，如借貸建造高速鐵路。但此建議
已被保守黨政府否決。

法民調：歐議選舉FN領先
本報訊

法民調顯示，國民陣線FN在5月的
歐洲議會選舉中領先，以24%的票數分
別戰勝22%的人運聯和19%的社會黨。
雖是民調，法國政界和媒體份外負擔。
據民調機構IFop表示，這是有史以
來第一次，FN在民調中領先，而且遠
遠超越兩大政黨。FN在這次的民調中比
去年五月高了3點，左派陣線FG也增加
了2點。在2009年的歐議選舉中，人運
聯與中間派聯盟獲得27.89%的票數，社
會黨16.48%，歐洲環保綠黨16.27%，民

主運動MoDem獲得8.47%，而FN只獲
6.34%。目前的民調顯示出極大反差。
FN秘書長布里瓦斯第一時間回應，
稱這是史無前例的政壇地震。因為該結
果顯示法國民眾同意瑪麗娜勒龐的歐盟
政策，歐盟過於開放的政策完全出賣了
法國人。他繼續表示，民調顯示法國希
望操縱自己的命運。右派人運聯立刻反
駁，認為這只是民調，人運聯將展開競
選攻勢，力求將形勢反轉。而左派社會
黨則認為，FN屬於法西斯政黨，全國人
民應該提高警惕，不能為瑪麗娜勒龐的
清白行為所矇騙。

在周六25日到26日深夜之間，60名
法國工人在歐洲之星隧道維修工程期
間，有19名因吸入一氧化碳被送進醫院
治療。
在工程中，其中一名工人在2點30分
突然暈倒，被送出地面後，再發現另有
18名工人患有同樣病症，他們分別被送
到鄰近醫院。經醫生診斷，他們因吸入
一氧化碳而感到不適。26日醫院表示，
其中一人病情嚴重。這次更換鐵軌工程
在早上6點30分結束。法國司法調查人員
正就事件展開調查。

英國養育子女費用飆升
數據顯示，英國人養育子女費用
2013年再次飆升。在英國從孩子出生到
上大學，父母至少需準備22.72萬英鎊的
費用，這導致英國多數家庭生活質量下
降。
經濟與企業研究中心本次調查，主
要針對養育子女到21歲過程中所需要的
食物、服飾、教育及休閒娛樂等費用。
調查結果顯示，僅2013年一年，英
國養育子女費用就增加5000英鎊，總計
22.72萬英鎊，與2003年首次進行的同
項調查相比，費用已大增62%，增幅驚
人，其中最昂貴的是倫敦地區。
報告指出，英國父母平均28%的收
入花在養育子女上，其中7.38萬英鎊用
在教育。而生育子女的母親，除非重回
職場時的年薪超過2.6萬英鎊，否則支付
保姆等費用後，呈現透支狀態。
低保家庭總收入的83%用在孩子身
上，那些領失業津貼的家庭情況更加糟
糕。兒童貧困行動組織負責人稱，很多
家庭被高物價和低薪資壓得喘不過氣。
由於英國政府修改育兒補助政策，
加上生活費用增加，71%的受訪者說，
他們被迫要刪減其它費用。為了能夠滿
足孩子的需求，有超過八成的英國父母
不得不從自己身上節約開銷，他們盡可
能地放棄個人度假旅行等開銷，選擇在
互聯網上購買便宜的商品，或是乾脆買
起了二手貨。
而房價的上漲，則讓英國家庭養育
子女的費用繼續增加。英國國家統計局
報告指出，超過330萬名年齡在20到34
歲的年輕人，因為付不起昂貴的房租及
不斷增加的生活費，被迫與父母同住，
人數遠高於1996年時的66.9萬人。英國
專家指出，由於「賴家」年輕人增加，父
母養育子女的成本未來肯定會再增加，
直到子女自立門戶為止。
同時，2013年英國國民平均收入只
增長了1.5%，最低薪資只漲了1.8%。因
薪資的增幅跟不上通脹的腳步，英國家
庭正面臨生活水平降低的危險。

英國中醫界名人梅萬方逝世
本報訊

英國中醫界名人、英國中醫註冊學
會會長梅萬方教授(圖)日前於泰國旅行
時突發心臟衰竭逝世，終年67歲，仝人
均表哀悼。梅萬方的家人於1月24日在
倫敦為他舉行了簡單而隆重的喪禮。
梅萬方16歲時由香港移居倫敦，後
進入倫敦大學英王學院學習物理，畢業
後在英國推廣針灸和中醫藥，1972年創
立了亞美迪醫藥公司，發明了世界上第
一根一次性使用針，刷新了中醫藥行業
史。接著他著手設計了最早的微型晶片
電子處理器、電針灸以及痛症和皮外鎮
痛神經電療法在臨床的應用。
1982年，梅萬方在倫敦開設了亞美
迪診所，希望給病患提供不同於以往的

高端中醫治療。這種方式被迅速認可，
吸引了眾多知名人士前來，包括已故戴
安娜王妃和其他政要。
1992年，梅教授創立了倫敦中醫學
院（ CMIR），長期和中國的權威中醫學
術機構合作，發展高標準高要求的中醫
藥教育。
梅萬方不僅努力讓更多的西方人接
受傳統中醫藥，更非常注重保護中醫在
海外的社會地位和正面影響。他被英國
衛生部任命為歐盟傳統草藥註冊指令聯
合工作組成員，在Pittilo教授主持的補充
和替代藥物小組裏，始終代表中醫界參
與針灸、中醫和草藥的立法工作。
梅萬方的夫人莫尼卡梅出生成長在
瑞士，他們婚後育有三個孩子。長子梅
棟理(Don Mei)和他的父親並肩作戰了

十五年，將會繼續傳承父親的精神和理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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