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書局推出《香港散文典藏》系列，邀請多位著名本地散文名家，包括

金庸、小思等，精選他們多篇散文名作，輯錄成書。此系列更請來本地文化界

重量級人物、著名作家劉紹銘教授和陳萬雄博士作顧問，主編則為香港浸會大

學中文系黃子平教授，其選篇嚴謹準繩不在話下，導讀更是水準之作。

看《餐桌現象學》知名人食趣
本書內容非

常獨特，作者
能在尋常的餐
桌上體現無窮

的趣味，不論你是淺嚐一口可樂或咖
啡，或大口大口咬 牛扒或英式鬆餅，
總之每啖味道中都大有故事，隱含無數
政治革命思想、多位顯赫當權者的心
情，以及多段有趣、離奇的歷史故事。

已故國家領導人毛澤東嗜辣，每餐飯

都無辣不歡，就是幾顆小辣椒，已足夠
讓他佐一大碗飯。他的名言是「能吃辣
的人革命性較強」，意指「辣」與「革命」
一樣，「辣」洋溢火熱澎湃的能量，就
像革命的熾熱激情。這就是毛澤東在餐
桌上的固執。

俄羅斯前總統葉利欽也有「餐桌固
執」，他最愛杯中物，有一次在車上，一
名下屬因酒量不及，被他瞧不起及趕下
車。還有，在一次國宴上，他問為何沒

有茅台，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即示意奉
上，他更為檢驗酒的真偽，竟燃點起一
根火柴，放在瓶口。

此外，另一位已故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卻
與前者相反，在餐桌上很和善。有一次到
剛裝修的賓館，飯菜準備不足，大家剛吃
到半飽，飯桌上已空空如也。周恩來看出
當中的難言之隱，遂笑呵呵地幫忙解圍。

領導者完成一天辛勤
的工作後，最想吃到

喜愛的飯菜或家鄉小吃，以提升自己的
精力。書中運用生活例子，讓讀者從中
反思自己日常吃飯的表
現，並明白用餐是一門高
深的學問：從人們喜愛吃的
食物、動作、眼神甚至談吐
中，均可看到一個人的品
性。所以認真學好這門學

問，對學習及工作都
有莫大用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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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稿啟事本報教育版最近新增投稿專欄，廣邀全港中學

生撰寫書評，藉此推動學界閱讀風氣。投稿作品

每篇介乎500字至800字，須為原創，不得一稿

兩投。作品一經刊登，可獲由中華書局贈送50元

書券乙張，以及《香港散文典藏系列》(平裝)一

本，價值88元。投稿者請把書評電郵至wwp.edu@gmail.com。

電郵標題請註明「書評專欄投稿」，並列明學生

姓名、就讀年級、所屬學校、住址、聯絡電話和

電郵，以便編輯跟進。

中華書局總編輯李占領點評：同學透過本書，學習
到由用餐禮儀觀察用餐者的表現，從而了解其性格
特徵，實為難得！生活的智慧往往從用心觀察而
得，多加實踐，愈能感悟處事之道。

學生：甄嘉琪
學校：香港布廠商會朱石麟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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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士流失問題嚴重，據報道
指，其中一個重災區為兒科病
房，醫管局兒科護士流失率高
達一成。筆者曾問過一些護理
系同學，將來是否有興趣任職

兒科護士，他們多認為兒科護士工作量大、風險高，所以未
必是心儀發展方向。兒科護士其實又是否真的這樣難當呢？

兒童難表達 人稱啞巴科
記得有兒科醫生曾經說，兒科是「啞巴科」，因他們所面對

的兒童病患，許多時候有口難言，只能表達出「肚很痛」、
「很辛苦」，無法如成年人般具體說出病痛處。因此任職兒科
護士其實是挑戰，若你能掌握當中技術並累積經驗，以後就
算任職其他專科護士，也會事半功倍。

針在小兒身 痛在父母心
舉例說，兒科護士「一針見血」的工夫是很重要的。想想

看，嬰兒及小童血管較細小，要認準位置其實需要相當經
驗，若一針無法插到血管，受不了痛的小孩自然會哭出來。
不過，針在兒身，其實痛在父母心，所以護士必須下苦工，
多看、多練習，才能準確下針。

有了技術，也不代表能讓小朋友安心打針。有兒科護士同
工說笑道，哄小朋友打針是複雜的心理戰，能以糖果「收買」
已屬好事，有的要講故事、要讚他勇敢像超人、與他做手
作、還要跟他跑了病房一圈才完成任務，有時真的會覺得心
力交瘁呢。

與家長分憂 為他們打氣
兒科護士要照顧的不單是患病兒童，他們的家長也是需要照料的一

群。因為他們會長時間陪伴孩童，聽見小朋友啼哭會心痛，卻又無法
直接予以幫助，常因此感到無助，壓力也很大。護士雖然無法直接幫
助他們，但其實可以為他們分憂，或教導家人一些基本護理技巧，甚
至為他們打氣，讓他們明白並非只有他們孤軍作戰。偶然遇上一些人
稱「怪獸家長」的，就是考驗兒科護士耐性的時候，要保持平和心
態，嘗試理解父母感受，並讓他們了解你的難處。

只有善於觀察，有扎實護理知識與技能，加上熱愛兒童，方能
當一位稱職的兒科護士。筆者建議護理同學如果考慮將來任職兒
科護士的話，須經過這「木人巷」，之後對護理專業發展必定有所
裨益。

東華學院護理及健康科學學系

一級講師 甘婉菁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製無人駕駛飛機 3理大生台奪季軍

創校半世紀首位女副校 力跨學科打造醫研所
獻策建「未來之城」
中大9系聯手張

妙
清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女性
學歷不斷提高，近年女性大學生數目
甚至超越男性，但以學校高層數字計
算，百分比仍然偏低；8大校長亦全是
男士的天下。張妙清在訪問中指，因
為現在的高層都是20年至30年前的大
學生，當時仍是男性大學生較多，加
上女性難以放下照顧家庭的傳統角
色，令晉升上管理層的數目更少。不
過，她指目前8大中，女學者比例已上
升至約三分之一，助理教授級更有四
成，她相信假以時日，女學者出任管
理層的比例會愈來愈高。

懷孕騰空一年 礙研究進度

張妙清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女學者晉升面對的困難，可從生
理和心理兩方面分析。她指雖然現在
的年輕男同事都會主動承擔家務如照
顧孩子、買菜等，但天職卻是不能取
代，「女學者懷孕，至少需要騰空一
年時間，其實會影響研究進度、論文
出版等，繼而影響申請研究基金的成
功率」。

難捨棄家庭 晉升意慾減

另一方面，女性始終難以放下照顧
家庭的角色，心理有一定負擔，影響
晉升意慾，「有女同事曾向我訴苦，
到海外出席國際研會時，女兒卻在家
發高熱，心裡難受」。張妙清進一步分
析指，各行各業的女性晉升其實都面
臨限制，「家庭責任是原因之一。另
外，女性性格大體上不會『出來爭』，
亞洲女性尤甚，加上女性在話題、玩

樂模式上有別男性，在以男性圈子為主的群體
中，確實有一定難度」。

她解釋指，例如一班男人放工後去飲酒交際，
順便「傾生意」，但女性都會趕回家，「但好多
時，交際都是評核晉升的標準之一」。

不過，張妙清強調，近年很多外國研究顯示，
女性領導層較重視多元聲音，廣納不同視野，亦
較重視啟發下屬，有別男性的傳統權威式領導，
有利公司營運。她相信女性在社會上的領導角色
會日漸加重。

匯知文化祭 杜宇航演武術 城大東南亞節展民俗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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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香港中文大學今年踏入五十周年金禧校慶，強調「傳

承．開創」，校方一項創新舉措，當屬委任張妙清為創校半世紀以來首位女副校長。她接

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表示，中大未來會加強學系跨學科合作，最快本月中成立「呂志和

創新醫學研究所」，由醫學、文學及社會科學專家學者組成，就人類大腦、心血管、語言

等互為關聯等方面進行研究，回應日益複雜的社會議題。同時，針對香港城市規劃近年

廣受關注，中大至少9個學系將聯手成立「未來城市研究所」，為政府出謀獻策。

張妙清於1977年加入中大，現為中大卓敏心理

學講座教授、香港亞太研究所所長及校內研

究事務委員會主席。她曾任中大社會科學院院長及

心理學系系主任，有分創辦校內性別研究中心及性

別研究課程。同時，她曾出任多項社會公職，包括

於1996年至1999年期間，出任首屆香港平等機會委

員會主席，推動性別及傷健平等。

創新醫學所 料月內成立

目前中大設有28所研究所，張妙清在專訪中透

露，未來有計劃陸續增加。她指現代社會議題往往

觸及多個範疇，跨學科研究屬世界趨勢，故中大將

成立多個跨學科研究所，推動不同界別學者合作。

「呂志和創新醫學研究所」最快本月中成立，由學

校醫學院、文學院及社會科學院學者組成團隊，結

合基礎及臨床科研，涉及多個專業範疇，包括腦神

經、生物基因、冠心病與血管、心理與行為、語言

學等；具體研究領域有3個：「大腦研究和創新性

神經科學」、「運動醫學和再生技術」以及「心血

管發展、研究和教育」。

城市研究所 待最後核准

至於「未來城市研究所」，焦點是城市設計，看

重人與社區、科技的關係，希望將來從學術出

發，為社會提供政策建議。研究所將由地理與資

源管理學系擔當主導角色，其他學院及學系亦會

加入，提供專業意見，「如樓宇設計需要建築學

院的意見，文化遺產等就有賴人類學的專家」。目

前已通過成立程序，月內將上交校董會作最後核

准。

指港生幸福勝外國大學生

張妙清與中大同行近40年，見證學校的滄海桑

田。她笑言，以前資源緊絀，不但研究數量少，而

且人手不足，「要自己打問卷，當時我用打字機，

打錯一個字都要從頭打過」。今天打字機早已變成

電腦，教職員人數也增加不少：「今天的學生其實

好幸福，甚至比許多外國大學生都幸福得多，因為

他們有很多機會參與研究，即使是一年級生，只要

有能力、熱誠，就能夠參與教授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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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龐嘉儀）將軍澳匯知中學將於本月28日早上10時
至下午6時，舉行「匯知文化祭暨學校開放日2013」暨10周年校慶，活動
主題為「學術漫『遊』在匯知」。「文化祭」綜合匯演請來粵劇戲曲研習
協會演出劇目《海瑞傳之碎鑾輿》，亦有電影《葉問前傳》中的著名武術
演員杜宇航親臨作武術示範。運動方面，當日將舉行小學男子足球賽；另
有攀石牆、彈床等活動供來賓參與。

邀陳澧祥教製大頭佛

為了讓學生多認識中國文化，開放日特別邀請曾接受無 電視節目《一
手造成》訪問的陳澧祥師傅親自教授大頭佛製作。當日匯知中學開放

「I.T. 互動教學室暨數碼遊戲為本學習中心」，供來賓嘗試使用電腦和資訊
科技器材。另多媒體電腦學習室、英語自主學習中心、圖書館、實驗室等
各種學習場所亦會開放，讓公眾認識校內不同教學設施。欲了解詳情，可
致電2706 6969 與學校發展部首席主任簡慧茵聯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
港城市大學本月18日至21日將舉
行本地大學最大型的東南亞文化
節，展示東南亞地區在文學、電
影、舞蹈、音樂、美食等範疇的
民俗風情，活動免費開放公眾參
加，毋須報名，座位先到先得。

印尼生演奏 學者設講座

香港印尼學生會成員將於開幕
禮上以印尼傳統竹樂器「安克隆」
演奏；城大亞洲及國際學系助理
教授陳玉華則會主持題為「從越
南粉卷和中國豬腸粉看越中關係

和身份政治」的講座。
文化節其他重點活動還包括兩

場作家論壇，應邀出席的多位嘉
賓包括屢獲獎項的新加坡作家
Christine Lim、榮獲泰國「2010年
東南亞作家獎」的得獎人Zakariya
Amataya、 小 說 《 Beneath the
Banyan Tree》的作者Nelly Fung、
菲律賓兒童書年輕作家Christine
Bellen、菲律賓歷史學家兼作家
Ambeth Ocampo等。活動詳情可
瀏覽：
http://www6.cityu.edu.hk/searc/SE
ACF-Brochure.pdf。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龐嘉儀）香
港理工大學3名學生參與「2013年台
灣無人飛機創意設計競賽及展覽」，
自行研發導航系統，以一架名為

「Poly-Phoenix」的無人駕駛飛機，奪
得「視距外飛行組」季軍，成為比賽
舉辦7年來首支參賽及獲獎的香港院
校隊伍。

兩岸星港93隊參賽

比賽吸引來自內地、台灣、香港及
新加坡等地共93支隊伍參與，大會特
設6個競賽項目，包括初階設計組

（引擎載重及電動載重組）、初階設計
組（電動飛行性能組）、進階設計組、
視距外飛行組及創意（公開）組。

理大機械工程學系學生謝俊賢、蕭
文俊和彭浩賢組成團隊，研發名為

「PID」的導航系統，以電腦程式和
地面控制台，配合衛星導航系統、
360°旋轉鏡頭、天線及空速管等設

備，成功研製出約7公斤重的無人駕
駛飛機，在全程約10公里的範圍內飛
行40分鐘，並辨識預設目標，最後勇
奪「視距外飛行組」季軍。

曾誤撞大山 遇信號干擾

隊長謝俊賢表示，製作成本約6萬
元至7萬元，但試飛時曾誤撞電纜甚
至大山，又礙於港台兩地頻率及地理
環境不同，比賽途中遇到信號干擾等
不同問題，致使他們要重新製作參賽
飛機，因此對得獎感到分外高興。他
又指，其參賽的無人駕駛飛機能用於
救援行動甚至邊境管制。

比賽顧問導師、理大機械及工程學
系教授溫志湧表示，理大計劃2014至
15學年推行4年制「航空與航天工程」
學士學位銜接課程，課程內容包括航
天機械及機場管理等，預計收生40人
至60人，為珠三角地區培養航天業界
專業人才。

■理大「Poly-Phoenix」無人駕駛飛機在台灣無人飛機創意設計競賽中

獲獎。 香港文匯報記者龐嘉儀 攝

■張妙清是中大創校50年來首位女副校長。她指跨學科研究屬世界

趨勢，故中大將成立多個跨學科研究所合作。 劉景熙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