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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嶺高憑 「中國及俄國研究型大學
的全球性競爭和合作策略」項目獲

得2012/13年度研資局「傑出青年學者
獎」，獲得57萬元的資助，進行3年的研
究。柯嶺高對自己能獲獎感榮幸，「這個
獎很難獲得，基本上如果有一個評委不同
意，你就很難通過」。其研究將以北京大
學和清華大學，以及俄國的莫斯科國立大
學和國家研究大學高等經濟學院作比較對
象，探究兩國在全球的經濟形勢下，如何
處理及調校國內外各利益關係及資源分
配。

尋兩國大學面向世界策略異同
近年，全球都不少研究以中國為主題，

但對俄國的研究卻沒有那麼多，原本就於
俄國長大的柯嶺高，就想憑 自身的知
識、了解及人脈去探討這個議題，找出中

俄研究大學面向世界的策略異同。柯嶺高
表示︰「其實兩個國家以前都沒有『研究
型大學』，科研基本上都是政府的工作，
像俄羅斯訓練出來的人才，都是以化學工
業為導向。」

不過，大學的研究與工業導向的研究卻
有 本質上的分別，柯嶺高解釋︰「研究
除了要符合產業需要，還有另一個層面的
意義，就是在國際上能夠互相較量、競
爭，可以開拓出新的研究領域，這就要靠
研究型大學，因為它可以讓科學家專注自
己的工作，去做一些對世界有影響的、革
新的科研。」

俄不夠國際化 難被世人熟悉
也因為如此，中國近年開始起步以建立

研究型大學為方向，而俄國是待至蘇聯解
體後，才認真檢視問題，發現自己已落後

於中國，柯嶺高說︰「中國在這方面做了
很多工夫，例如招募人才，將海外的中國
科學家招回國內，與其他地方的科學家展
開協作研究，還有211及985這類大型的資
助計劃，培養世界級的大學，俄國則在它
的10年後才有相關做法。」

相比之下，俄羅斯雖有不俗研究水平，
但卻因為不夠國際化，而未被世人所熟
悉，「俄羅斯有大學甚至擁有自己的衛
星，可知它在研究太空科研方面的實力，
但在上海交通大學發表的世界大學學術排

名裡，俄羅斯的大學排名卻很低，令政府
有壓力要去改變狀況」。

兩國正崛起 英美仍領先
在柯嶺高的眼中，中國和俄國都是正在

崛起的力量，「在科研上也絕對能成為超
級大國，雖然兩國的情況相似，也同時會
是夥伴及競爭者，但在這一刻，兩國不會
是對方主要的競爭來源，畢竟像英美國家
的研究型大學還在領先，所以他們要挑戰
的應是這些學校」。

指中俄必成超級科研大國 具高教策略參考價值獲獎
析兩國大學競合

俄學者研「中國模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教育局
局長吳克儉昨率領代表團抵達韓國，
展開為期3天的訪問活動。首天代表
團訪問了三星電子集團，親身了解將
資訊科技應用於日常生活的最新發
展，包括教育展示室，參觀應用於課
堂互動教學的先進科技。

訪首爾幼院 了解幼教制度

代表團又探訪首爾幼兒教育振興
院，該院是首爾市教育廳的公共機
構，專門為幼兒、家長及幼稚園教師
提供活動及服務，支援幼兒的成長。
他們除了參觀院內的設施外，亦聽取

有關當地幼稚園教育制度，以及教師培訓和支
援服務的介紹。

除吳克儉外，代表團成員還包括：免費幼稚
園教育委員會主席鄭慕智、香港教育城行政總
監鄭弼亮、教育局副秘書長葉曾翠卿、教育局
局長政務助理鄭健，及教育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教育基建）陳婉嫻。
代表團出發前有記者向吳克儉提問，指其上

任10個月以來外訪4次，較前任局長多，吳克
儉回應指，高中教改之後有很多工作需要跟
進，工作相當繁重，外訪與否最主要是視乎有
否需要。吳強調，錢要用得其所，故今次到韓
國，整團人都是坐經濟艙座位。

大學是一個讓你親自經歷、親自感受
得到，也是一個讓你從迷茫走向奮鬥方
向的地方，更是一個把夢想與目標串連
起來的中途站。北大，是很多內地學生
的夢，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這
一年，我看到的是這樣的北大。

晨起朗讀 冬至溜冰

北大的校園很美，是一座富有中國
古典特色的花園式學府。一湖一塔，
一花一草，承載 豐厚的文化氣息。
校園流傳 這樣一句話︰「縱使時光
飛逝，縱使人在天涯，我依然愛你愛
得『一塌糊塗』。」（編者按：「一塌
糊塗」與「一塔湖圖」普通話同音，
指的就是未名湖畔的湖光塔影和氣勢
恢宏的北大圖書館。）

北大的一首小詩寫 ︰「未名湖是個
海洋，詩人都藏在水底，靈魂們若是一
條魚，也會從水面躍起。」詩人所言非
虛，每天清晨，不少北大學子在波光粼
粼的湖邊，晨起大聲朗讀，使這未名湖
畔充滿古典氣息。寒冬降至，碧綠的湖
成了最天然的溜冰場。春夏秋冬，坐在
湖邊古樹下，享受 獨特醉人的景色。

特殊節日 拉近距離

有別於中學時期，由於每人的選課不
一，加上缺乏一個班把同學聚集起來，
大學的學生關係一般相對鬆散，整體的
交流相對上比較少。不過，在北大裡，
各種有趣的活動把我們都凝聚起來，拉
近了彼此距離，讓我們擁有各種交流相
處的機會，同學間的關係融洽而親密。

我們有各種特別的學生節日，如光棍
節、男生節、女生節等等，各個院系都
會舉辦各種富有特色的慶祝活動。當中
女生節更是受到眾多學生的歡迎，各個
院系慶祝女生節的活動是各式各樣的。
比如男生贈送禮物、女性電影放映、禮
儀講座、美容講座、聯誼舞會等等。祝
賀橫幅是眾多活動中最為耀眼的，不同
院系會根據其學科特點，以風格迥異、
個性鮮明的橫幅來祝福女同學，例如中
文系的標語是「幸得識卿桃花面，從此
阡陌多暖春」，法學院的標語是「易背
法條千萬遍，難盡女神傾心戀」，發揮
了豐富的獨創性和個性。

女生節當日 萬千寵愛集一身

我所就讀的法學院在女生節的當天，
女生宿舍的道路上鋪上了紅毯，布滿了
鮮花。各班的男生從早上開始為女生準
備各種驚喜和禮物。早上7時，男生齊
集宿舍樓下，拍 手唱 早晨歌歡迎女
生，同時為我們送上溫熱的豆漿和豐富
的早餐。在上課前，男生提前到課室為
我們佔座，為我們帶來精心準備的禮物
和零食。在晚上，男生在樓下為我們準
備了表演，在雄亮的歌聲和活潑的舞步
下，為我們每一位女生獻上鮮花，讓我
們集萬千寵愛於一身，度過了幸福的一
天。北大裡的各種活動都讓學生體驗到
快樂的校園生活，團結而融洽。

我下回再和大家分享北大的學術氛
圍。 ■林詠茵

北京大學法學院一年級港生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香港浸

會大學中醫藥學院副教授李敏的研究小組，

與美國西奈山醫學院（Mount Sinai School of

Medicine）神經科學系岳振宇研究團隊合作的

「NRBF2, a novel Beclin1-PI3K-III complex

component, regulates autophagy and prevents ER

stress-induced toxicity」，最近在挪威舉行的歐洲

分子生物學會國際會議「自噬：分子機制、

生理與病理」上贏得「最佳海報獎」，成為99

個海報發表報告中獲選的3個優秀海報之一。

研中草藥「自噬」 防治帕金遜

「自噬」是細胞降解和循環利用長壽命蛋

白及受損細胞器的高度保守分子機制。它與

多種人類疾病，如神經退行性疾病有密切關

係。李敏的研究領域主要是篩選和開發源自

中草藥的天然神經細胞自噬促進劑，應用在

神經退行性疾病，如帕金遜症和阿爾茨海默

病的預防和治療。

今次的得獎項目將有助於拓展對哺乳動物

細胞自噬調控分子機制的認識。李敏表示，

該獎項肯定了兩校團隊在研究方面的共同協

作和努力，亦充分證明了浸大中醫藥學院在

國際合作研究領域的豐碩成果和貢獻。

北大的光榮 港生的夢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廣珍、歐曉紅 珠海報道）

被視為粵澳深化合作的標誌性工程——澳門大學
橫琴校區進展順利，目前該校區各單體工程已全
面進入驗收及設備調試階段，正分批移交澳門大
學。該校區將於9月正式開課，按澳門法律管轄。

香港文匯報記者來到與澳門僅一水之隔的澳門
大學橫琴新校區，現場看到在佔地近100萬平方
米的土地上，結合了南歐與嶺南建築風格的15個
組團、62棟單體建築主體工程已全部完工。

建設方南粵集團辦公室副主任陽三平介紹指，
目前，澳大新校區各單體工程全面進入驗收及設
備調試階段，室內外裝修、機電安裝工程、市政
園林綠化正進行最後收尾工作。其中，新校區標
誌性建築—圖書館、校史展覽廳和中央教學樓已
完成室內外裝修和機電安裝工程，已通過學校驗
收並移交澳門大學。今年9月，有32年歷史的澳門
大學將搬遷到橫琴新區開課，屆時邊防線整體後
移至校區圍牆之外，新校區按照澳門法律管轄。

首採「住宿式書院制度」增加互動

新校區佔地約1.09平方公里，較目前的澳大校

園大20倍，可容納1.5萬名學生。新校區將首次從
澳門引入國際優秀大學採用的「住宿式書院制
度」，設立12個書院。書院與學院制度相輔相
成，在書院裡，來自不同學科、不同年級的學生
有較多群體生活及互動交流的機會。

橫琴新區管委會主任牛敬表示，通過先行先試
和體制機制創新，該項目探索出由粵澳兩地政府
簽署合作協議進行全力推動，建立聯席會議、綠
色通道等專責溝通聯絡機制進行全面協調的粵澳
合作新模式，為實現跨境基礎設施對接、社會公
共服務銜接共享、鄰接區域產業升級發展提供了
範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英國文化協會
昨公布，過去12個月共有
2 0 0 萬 人 次 應 考 雅 思

（IELTS），較去年同期上
升11%，並創下連續18年
的增長。該會指，近年中
國及印度應考雅思的需求
持續高企。作為語文能力
水平測試，雅思已受逾
8,000個教育機構、僱
主、專業團體及135個國
家的政府所認可，包括全
美首25所頂尖大學以及
3,000個課程。

根據統計，港生最常以
雅思成績報讀英國、加拿
大及美國院校。此外，
2013英國文化協會IELTS
獎學金現已接受報名，並
將於下月15日截止，詳情
可瀏覽：
www.britishcouncil.org.hk/I
ELTS-schola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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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書局及嶺南大學人文學科研究中心合作之「一九五○年代的香

港文學與文化」叢書出版計劃，共有6本評論集及創作集，當中重印上

世紀50年代文學作品部分是嶺南大學人文學科研究中心從搜集多年的

珍稀材料中發掘，彌足珍貴。中華書局希望叢書雅俗共賞，為學術研究者帶來啟悟，為大眾同好燃起

上世紀50年代香港文學和文化的興趣。

人生永無絕對《一切皆有可能》

《一切皆
有可能》是
一本值得花
時間去細味

的好書。本書分為五大主題，每個故
事篇幅不長，但看完後令人體會許多
道理。

書中一個故事令我印象深刻，主人
翁約翰．告蒂斯出生時，已被醫生斷
言過不了當天，誰知他卻捱到翌日。

其後，醫生又說約翰活不過一周，結
果又一天一天地捱過，但其發育並不
健全，身形只有汽水罐般大，大家都
覺得他能繼續生存是奇蹟。

他上學時接二連三地被同學戲弄、
折磨及侮辱，痛苦之餘更萌生死念，
但由於不捨得辛苦照顧自己的父母，
最終還是頑強地活下去。畢業後，他
不斷找工作，也繼續進行自己喜愛的
運動，因為下肢被切除了，其上肢擁

有驚人的力量，結果在殘疾比賽中得
到佳績。他更成為一名講者，展開演
講生涯，四處分享自己的經歷及體
驗，最終成為澳洲家喻戶曉的人物。

約翰的故事充分表現「一切皆有可
能」這句說話。一個被斷言活不過一
天的孩子，最終成為家喻戶曉的傳奇
人物。我也相信，世上一切都有可
能，永遠不應說不可能，
因為不可能的事只是

需要長時間去實現。
總之，本書很有教育意義，

灌輸正面的價值觀給讀者，凡
事只要努力，總有成功一天。
其實，活於世上已很幸福，生
命本身就是一個奇蹟，每個人
都有無限的潛能，只要堅持，一
切皆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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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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年代的香港文學與文

化」叢書一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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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同學
要面對文憑試，難嗎？對前路有沒有把握
呢？「只要堅持，始終一切皆有可能」，但
願這話成為你的座右銘，讓你無懼起跌，
努力邁向目標，過一個充實的人生！

學生：歐陽芷欣
學校：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學校

我看 二之一北大神州求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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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倩）近年中國各方面的崛起，吸引世界

各地紛紛研究「中國模式」。俄羅斯出身的香港大學教育學院助理教授

柯嶺高（Oleksiyenko Anatoly），亦有感於中國近年加強投入，致力打造

世界級研究型大學，並於國際間漸漸鞏固了地位，而同一時間俄國亦有

相似舉措，決意研究剖析兩國面向世界時的競爭及合作策略。他表示，

兩國在科研上也絕對能成為超級大國（Superpower），有關研究對高等

教育策略將有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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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澳門大學橫琴新校區俯瞰圖。 張廣珍 攝

■李敏（左二）聯同西奈山醫學院，於歐洲分

子生物學會國際會議上獲頒「最佳海報獎」獎

項。 浸大供圖

■柯嶺高表示，中、俄在

科研上也絕對能成為超級

大國。 歐陽文倩 攝

■吳克儉參觀三星電子的教育展示

室。 政府新聞處提供圖片

澳大橫琴新校區工程驗收

浸大奪歐生物學最佳海報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