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年假期後回到教室，陳樂一看到
雅麗便向她走去，並遞上一張話劇宣
傳單張。雅麗笑問：「想約我看話
劇？」陳樂說：「這是我在內地旅遊
時帶回來的，有個詞語看不明白，想
向你請教。」

雅麗看到傳單上寫 ：「劇名：《那些年，我們班沒有女
孩》；說明：本劇以AB制演出」「你想問甚麼是『AB制』吧？這
是戲劇術語，表示同一個主要角色由兩個演員擔任，A角和B角在
不同場次輪換演出。」

年輕人愛「唱K」
這時，小勇和小霞看到他們，便走過去跟他們一起說普通話。

胖妞小霞說：「陳樂、雅麗，你倆在農曆新年假期到哪兒去了？
我們約了唱K，但沒找到你們。」雅麗回應道：「我回北京老家
了，我也很喜歡唱K呢。」陳樂帶點愕然地問：「你知道甚麼是

『唱K』？」雅麗答道：「唱卡拉OK(k l OK)啊。『唱K』是我
們年輕人流行的說法。」

U盤形似「手指」
小勇笑道：「那太好了，我的『手指』裡存了很多新歌，你拿

回去聽，下次我們一起去唱。」雅麗疑惑了，伸伸手指說：「手
指？存了歌？」陳樂解釋道：「是USB，記憶棒。」雅麗笑說：

「原來是U盤 (U p n)。這小東西真的挺像手指呢。」小霞說：
「小勇你說錯了，罰你請我們唱K。」小勇爭辯道：「你得想清楚
啊，雅麗和陳樂的普通話那麼厲害，要是有『說錯話要請客』的
先例，那恐怕以後每次請客的就只會是你和我。」

「AA制」平攤出錢
小霞接 說：「那還是AA制吧。雅麗，你懂嗎？」「我們在內

地也有『AA制』啊。結賬時平攤出錢，或各人算各人的賬。這
是連小學生也懂的說法。我們還有個說法，叫『AB制』，你們知
道是甚麼？」陳樂說：「不是戲劇術語嗎？」雅麗搖搖頭說：

「現在內地年輕人流行的一種新的結賬模式，也叫AB制。男女共
餐的費用，共同負擔，只是男多付，女少付，不是一人一半。」

小勇問：「真有趣，內地還有甚麼包含英文字母的詞？」雅麗
說：「有不少呢，已收進《現代漢語詞典》的比如有：X-光、
VIP(貴賓)、QQ群、IC電話卡、T恤衫(T x sh n)等。」

■梁麗詩 協恩中學普通話教師
電郵：misslaisze@gmail.com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
理工大學昨日宣布兩項高層人員任命
安排，包括來自荷蘭代爾夫特理工大
學的Cees de Bont教授將於今年2月1日
接任理大設計學院院長；來自美國路
易斯安那州立大學的鄭振興教授則已
於1月接任理大會計及金融學院院
長。

配合334新學制全球招賢
為了配合學制的轉變，理大表示已

展開全球招聘活動，在世界各地聘請
學者。自2010年起，該校聘請了44位
來自10個國家和地區的助理教授或以
上職級的學者；整體而言，校方計劃
增加約100名學系成員以配合新學制
的轉變。理大發言人補充指，該校的

英語教學中心亦會為4年制課程增聘
人手，該中心已在過去2年聘請了11
位語言導師或以上職級的人員。

據校方介紹，將接任理大設計學院
院長的Cees de Bont，於1993年起展開
其學術生涯，在蒂爾堡大學擔任經濟
心理學助理教授。其間他在位於荷蘭
的飛利浦擔任設計顧問；之後又出任
荷蘭飛利浦設計部人類行為研究中心
經理；1997年至2005年則任飛利浦家
用電器及個人護理市場研究和策略部
主管。2005年起出任荷蘭代爾夫特理
工大學工業設計工程學系系主任。

鄭振興掌會計及金融學院
至於新任的理大會計及金融學院院

長鄭振興，畢業於台灣大學，1983年

獲美國香檳城伊利諾大學頒授會計學
博士學位，及後加入休斯頓浸會大學
擔任助理教授。1986年轉到休斯頓大
學任教，1999年晉升為會計學教授。

她於2010年贏得KPMG研究獎，以及
於2009年獲選為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
百大研究學者之一（100 Rainmaker
Award）。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城市大學科學
及工程學院院長及機械工程講座教授呂堅，最近
獲選為法國國家技術科學院院士，並成為該院當
選的首位華裔院士。大會昨在法國大皇宮的總部
舉行典禮，以表彰呂堅在材料科學與工程、機械
工程及力學研究領域的貢獻。連呂堅在內，今年
共有9位新院士獲頒院士榮銜。

獲獎無數 呂感自豪
對於獲得院士榮銜，呂堅對此感到自豪。城大

校長郭位則祝賀呂堅登上又一學術高峰，城大與
有榮焉。據了解，呂堅獲獎無數，包括法國國家
榮譽騎士勛章、比利時布魯塞爾舉行的第五十六
屆世界創新科技博覽會特別嘉許金獎等。

是次向呂堅頒授院士榮銜的法國國家技術科學
院，於2000年成立，由法國1666年成立的法蘭西
科學院應用委員會演變而成，直接隸屬於法國高
等教育及科研部，該學院院士致力分析人類面臨

的重大挑戰並提出解決方案。2010年，法國國家
技術科學院共有265位院士，包括諾貝爾化學獎得
主Jean-Marie Lehn及物理學獎得主Albert Fert；菲
爾茲獎得主Pierre-Louis Lions；圖靈獎得主Joseph
Sifakis等。

研究重實用節能減排
呂堅主要從事物料力學、實驗力學、殘餘應

力、表面工程和仿真模擬等領域的研究， 重推
動科技發展以及實際應用。他近期發表的文章主
要關於機械系統預應力工程、表面納米化和納米
力學、生物材料、力學性能等。

1986年，呂獲得博士學位後，即在法國機械工
業技術中心從事殘餘應力的基礎與應用研究。

「殘餘應力」指的是沒有外力作用下在物體內部保
持平衡而存留的應力，他致力探研殘餘應力從何
而來，在材料使用過程中會起到甚麼作用，以及
在設計產品時如何加入預應力，使飛機、高速火

車、汽車等更輕、更節省能源和更安全，並減少
環境污染。

此外，呂研發的材料表面納米化技術可以大幅
度提高材料的低溫擴散能力，比如傳統的鎳鈦合
金血管支架會滲出鎳離子，不利人體細胞生長，
利用鎳鈦記憶合金表面改性的新技術，卻可製造
出鎳離子滲出量較低的血管支架。他亦利用新的
表面納米化技術，研發出強化汽車吸能器。去
年，呂堅於城大創立了「先進結構材料研究中
心」，繼續積極研究創新材料。

理大設計學院新院長明履新

城大呂堅膺法國技科院院士

工廈改建校舍動工 最快明年招500生
每學生每年2萬元
深圳補貼中大分校

沈祖堯指籌款難
盼續推配對基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勞雅文、任智鵬）新一年財政預算案將
於明日出爐，有指政府將推出第六輪配對補助基金，鼓勵大學
對外界募捐籌集資金。中大校長沈祖堯對此表示歡迎，他指現
時整體經濟不景，為籌款帶來一定困難，但配合新學制發展需
要，部分院校的建築工程超支，又要增加學生實習機會，配對
基金可為大學提供更多資源，幫助甚大。

沈祖堯透露，中大部分工程出現超支情況，坦言「學校好辛
苦先完成」，期望配對基金能續推；他又指，中大明年將踏入50
周年紀念，此舉亦能鼓勵更多校友捐款。

增聘300教員迎「雙軌年」
配合9月開始新舊高中畢業生同時入學的「雙軌年」，沈祖堯

指中大將增聘300名教職員，而新學制首年學生先修語文及通識
等科目，有關教師會優先招聘。常務副校長華雲生補充指，至
今學年中大已成功聘得半數新教職員，餘下約150人將於未來兩
年陸續招攬，近月已收得不少年輕學者的申請，現正進行面
試。他又表示，正與個別「諾貝爾級數」的國際頂尖學者洽
商，邀請其加盟中大，「雖然他們未必能長留香港，但相信亦
能參與一定的教研工作」。

洽港鐵增出口疏導學生
另外，交通配套亦是一大問題，沈祖堯透露，校方正跟港鐵

商討於大學站闢新出口，方便學生到鄰近的新教學大樓上課，
笑指「到時連校車都不用坐」。副校長許敬文則指，為疏導繁忙
時間輪候校巴的學生，校方正重組時間表，讓更多學生能「彈
性上下課」，「例如以往第一堂多集中於9時半開始，我們會將
之『打散』，8時半、9時半、10時半都有，將學生分流」。

中大申請大埔地建私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勞雅文、任智鵬）中文大學現正向政府

爭取一幅位於大埔的地皮，發展私營醫院，校長沈祖堯強調，
發展醫院絕非為了賺錢，有關收費會具透明度，雖比一般公營
醫院貴，但一般中產人士應可以負擔。近日內地孕婦湧港及

「雙非」嬰兒問題，令婦產科床位「有價有市」，中大醫學院院
長霍泰輝指，新醫院無意向婦產科傾斜，有關床位不會多於總
數1/4，中大將會堅守為市民提供各種優質醫療服務的使命。

強調服務市民為主
沈祖堯透露，曾有財團曾與中大接洽，商討合辦醫院事宜，

但校方認為辦醫院是要服務市民、挽留更多專業人才，並支援
科研發展，無意賺錢，結果雙方未有達成協議。據了解，中大
有關的發展計劃已籌備超過1年，現階段只待政府推地供興建醫
學大樓，預計需要數十億元興建費用及一筆相關的營運費。

籲增醫護人才培訓
霍泰輝表示，香港有意發展醫療服務產業，除醫院及病床等

硬件外，人手亦是重要元素。就內地孕婦及「雙非」嬰兒問題
令醫護人手告急，他指當局應進一步增加相關人才培訓，他透
露食物及衛生局已成立人力規劃委員會，就各專科醫護人手需
求進行研究，期望有關資料能為未來醫護培訓帶來啟示。霍泰
輝又認為，「雙非」嬰兒具港人身份，社會不應持過於負面態
度，認定他們只會謀取本港市民福利，反而要思考如何透過社
會及教育制度，將其培育成對香港有貢獻的人，幫助解決香港
出生率低及人口老化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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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任智鵬、劉思諾）港深高等教育合

作越見密切，香港中文大學正籌建的深圳分校，除獲深圳

市政府支持提供土地及負責校舍設施和建設外，更承諾按

學生數目給予補貼。中大透露，預計每名學生每年可獲2萬

元(人民幣，下同)資助，初步包括赴深升學港生，而校方暫

定將再收取約8萬元學費作營運之用。雖然深圳分校新校舍

建設需時，但中大指，在選址土地上的8幢原工業用大樓及

另2幢原學院大樓，現已開始改建工程，將可提供教學設施

及2,000個學生宿位，配合學校最快明年錄取200名至500名

學生需要。

負責中大深圳發展的副校長
徐揚生昨在傳媒春茗上透

露，設於深圳龍崗區的香港中文
大學（深圳）已開始校園規劃工
作，有關選址佔地約100萬平方米
(100公頃)，面積與現中大沙田校
園相若。

徐揚生：將錄取少量港生
由於全新校舍大樓或需數年才

能落成，校方會率先改建選址上
的8幢原工業用大樓及2幢原信息
學院大樓，前者將提供教學設施
及教職員宿舍，後者更能提供
2,000個學生宿位，相關工程會由
深圳政府負責。

徐揚生形容，深圳分校旨在打
造「非一般的內地大學」，是中大
的「百年大計」，校方將嚴格控制
軟硬件質素，預計將於2013年或
2014年錄取首批學生，初步預算
有200至500人，包括少量港生，

「收生時亦寧缺勿濫，以確保學生
水平」，但詳細的招生宣傳及安
排，要待教育部批核才落實。

辦工商課程 學費暫定8萬
徐又表示，中大深圳分校學科

發展會焦點配合深圳及周邊地區
的經濟情況，將先辦商學院及工

學院課程。除新聘的學者外，部
分現職中大教授亦已表態有意參
與深圳分校的教學，但人數不會
太多。至於所錄取的學生，徐揚
生稱，深圳政府計劃每人每年資
助約2萬元，另校方將收取約8萬
元學費，以維持高水平教學。

內地課程移師深圳「生根」
中大商學院院長黃德尊則指，

學院視深圳為內地發展的「生根
基地」，早在2004年，學院已與清
華大學在深圳合辦MBA課程，而
與上海國家會計學院合辦的財務
總監資格證書暨專業會計碩士課
程，也移師深圳作教學總部。至
去年，學院又在深圳開辦以普通
話授課的EMBA課程，及設立高
級行政人員管理培訓中心。

除教學外，中大於深圳的研究
發展亦漸上軌道。常務副校長華
雲生指，隨 去年中大深圳研究
院正式開幕，該校今年已從內地
各地政府及部門取得5,000萬元研
究資助，期望明年資助金額可達1
億元。他表示，深圳發展為中大
提供有利的研究經費及環境，亦
可提升招攬國際級學者加盟的吸
引力。

■呂堅榮獲法國國家技術科學院院士銜。城大提供

■鄭振興已接任理大會計及金融學院院

長。 理大提供

■Cees de Bont將於明日接任

理大設計學院院長。 理大提供

■沈祖堯(左)親自揮筆教授交換生寫書法，在紅

紙寫上祝福字句。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中大副校長送出筷子，祝願豐

衣足食，由本報記者劉思諾獲

得。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
■黃德尊送出蘋果批，祝願傳

媒衣食溫飽，提醒大家工作時

不要餓壞肚皮。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中大校長沈祖堯(中)先為一班外國交換生組成的國際醒獅隊畫龍點睛，寓意大家

在新一年龍精虎猛，隨即又舉行「中大人．愛中大．萬眾1000」活動，校長、副

校長及院長等15名管理層更即場捐出千元大利是，支持大學去年設立的「I．

CARE博群計劃」，呼籲校友及有心人響應捐款，支持推動人文精神的活動，該計

劃曾資助不少學生到內地、非洲等地進行探訪。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祖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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