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的近」捐百年檔案見證港變遷

上消化道出血復發機會兩成跌至4% 中大學者續研究盼見零

創線圈潰瘍止血
劉潤皇奪裘槎獎

5,600港生申赴台升大增五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昨日

公布港生赴台入讀大學申請數字。綜合不同報名途徑，報讀
2014學年學士班總人數達5,626人，較上屆3,761人，增幅高
達50%，為歷屆最多。其中首階段「個人申請」已經放榜，
共有2,012人獲錄取，成功率達65%，未獲錄取者將自動進入
「聯合分發」階段。
在港生選填志願中，部分台灣的大學學系競爭較為激烈，

其中淡江大學的大眾傳播學系出現98人爭1個學位，而台灣
大學歷史學系亦要72人爭1學位。在本港的城市大學計劃開
辦獸醫學院本科課程觸礁後，台灣的屏東科技大學的獸醫學
系亦出現30人爭1個學位情況。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指，今年學士班報名反應踴躍，反映

台灣升學及生活環境對港生極具吸引力。該處將於下月舉辦
升學講座，介紹台灣各大學及生活環境。

師者，傳道授業解惑，究竟原創者是否
唐代的韓愈先生，倒是不太重要；重要的
是，中華文化自傳統到現在一直以來對教
育的重視。「天、地、君、親、師」並列
的五者，尊天敬地、忠國家、敬父母親，
都是中國傳統的道德規範；而承擔薪火相
傳的責任，使之代代守住這個價值，並用

行動實踐，正是教師的天職，亦是教師能被社會視為專業的
原因。
「傳道」是引導學生好好做人，也是求學問、求有好考試

成績的底因。學生一旦方向迷失，後果堪虞，作為教師自是
戰戰兢兢、任重道遠。筆者現今任教的學校，在資源匱乏的
情況下，東湊西拼、勒緊褲頭找來6萬元的「大數目」，為
的是訂造3塊瓷磚壁畫，圖文並茂，分別刻上「植根香
港」、「胸懷祖國」以及「放眼世界」，掛在雨天操場學生
日日必經之路的當眼處。目的就是希望讓全體學生潛移默
化，無論是求學與做人，都要心裡有香港之家、有祖國中華
大地，同時要有廣闊胸襟，放眼世界！

缺乏知識必遭淘汰
在學校的早會與周會等時刻，筆者偶爾會與全體學生以

「自問自答」形式分享，究竟為何而讀書？答案主要是為自
己、為家庭以及為學校。在現今的知識型社會，年輕人若不
好好讀書增進知識，最終必被淘汰；父母供書教學，對子女
是無休止的付出，也當然要讀好書，以報父母劬勞；學校眾
多老師，自低班到高班公開試，年年盡心付出，學生盡力拿
取好成績，使得普校同慶，榮譽與校同享、再激勵學弟學
妹，也是天公地道。
不過，若將目光投向更宏觀的處境，學生讀書亦可以有更

重要的使命。國家主席習近平先生近日訪問歐洲，發表演
講，當中提及早在19世紀，拿破崙指出中國是一隻睡獅子，
有朝睡師醒來，將讓世界吃驚；而習主席悠然補述：中國這
隻獅子今天已醒過來，但這將是和平的、可親的及文明的獅
子。

全面推行優質教育
當今國際形勢大角力，以美日為首採圍堵中國的勢態。在

其壓迫以及呼朋引輩的醜化之下，習主席的公開說辭仍強調
中國人要活出和平、可親以及文明的崇高價值觀，教育漢認
為這是放下身段的肺腑之言。國家已具備相當的國力與經濟
實力，但要當一隻和平、可親及文明的獅子，在世人心中做
到真正的崛起，關鍵還在於大力全面推行優質的教育。這
裡，教育漢又想起已故的周恩來總理說過的一句鼓勵學生的
話：「為中國崛起而讀書！」 （小題為編者所加）
■何漢權教育評議會副主席兼香港大學中史碩士同學會會

長、現職風采中學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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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歷史文物是幫助
人們深入認識過去點滴的「時間錦囊」。香港大學
圖書館獲本地其中一所歷史最悠久的獨立法律事務
所的近律師行（Deacons），捐贈由1846年至2007
年間逾2,100個歷史商業檔案，包括商務合同、證
書、法律文件、契約、遺囑及相片等。部分展品由
今日起至本月28日在港大圖書館一樓免費開放予公
眾參觀。港大圖書館特藏部主任陳桂英指，檔案反
映香港於19世紀至20世紀的社會及經濟變遷，極
具研究價值，有利本地及海外學者進一步研究香港
的社會演變歷程。

逾2,100檔案放滿35米書架
的近歷史檔案移交儀式昨日在港大圖書館舉行，
獲捐贈的歷史商業檔案涉及65種類、逾2,100個檔
案，數量足以放滿長達35米的書架，亦是港大獲捐
贈最多法律文件的一次。有關歷史檔案將永久存放
於港大圖書館，當中包括有關港大的協議文件資
料、香港重要人物的遺囑、土地租約及賣地契約，
以及1900年代至1960年代的有趣資料。
港大圖書館特藏部主任陳桂英介紹指，是次獲贈

的不少檔案其實與港大有密切關聯，例如1924年大
學與第四位校長康寧爵士簽訂的校長委任協議，提
及當時年薪為2,000英鎊。另港大在1911年成立前
獲慈善家、拜火教商人麼地爵士捐出15萬元興建本
部大樓，可惜港大落成之時，麼地已離世。不過麼
地對港大的支持不遺餘力，其遺產賬目顯示，他去

世前曾捐出港幣逾22萬元給港大。為紀念麼地，拜
火教代表每年亦會到港大本部大樓向麼地像獻花。

置地成立承辦首項填海工程
另一方面，這批歷史檔案也讓學者了解對本港具

重要影響的歷史人物，陳桂英舉例指，有合同反映
遮打爵士於1889年成立香港置地有限公司，承辦香

港首項重要填海工程，對香港的經濟發展有重要影
響。
陳桂英認為，這批檔案極具收藏及研究價值，涉

及1846年至2007年間的紀錄，見證香港由漁村發
展成國際金融中心，有利本地及海外學者為香港歷
史進行更多學術研究，深入探究當時的社會、經濟
發展歷程。

SAT是申請美國大學最難應
付的環節之一。它不像香港傳
統公開試有固定的應考範圍，
只要做完幾份past papers，就
可獲好成績；而像智能測試，
通過各種題型，考驗同學的語

言水平和理解能力。只有英文根基扎實，並能掌握
問題方向，才能獲好成績。

教材多附數千生字備試
SAT考核的英文程度達到美國大學學術水平，

故比香港文憑試艱深得多。如何有效學習？第一
步，也許是最痛苦的一步，就是背誦生字。幾乎坊
間所有SAT教材都附有厚厚的Vocabulary部分，
裡面滿布從沒在中學課本出現的詞語。千萬別小看
這幾千個生字，因為這些「傢伙」一定會在大學課
本或教授的assigned reading再次出現。由於SAT
是多項選擇題，故不需背誦生字的拼法，但一定要
記得用法，還要注意其同義詞、近義詞和反義詞。
其次是要熟悉英文語句結構及常犯語法毛病。到

底那句話的邏輯是否合理？語意不清的地方可否改
善？這些看起來千篇一律的練習，其實對英文寫作
有莫大幫助。即使是理工科目，都必須學生提交論
文，而遣詞合理、造句通順才能清晰地闡明當中的
學術觀點和論證過程。

培養閱讀習慣助寫論文
分析理解能力並非一朝一夕練成。首先，同學應及早開始大

量閱讀英文文章或書籍，加快閱讀速度之餘，也能幫助我們熟
悉各類文章類型、體裁和修辭，掌握每個詞語在不同類別文章
的用法。當然，閱讀應以快樂為原則，筆者開始時也沒有使勁
地刨書，只是選擇喜愛的熱門電影原版小說，隨心閱讀。其次，
閱讀時須時刻思考下列問題：作者想告訴我們甚麼？為甚麼選
用這種例證結構？所舉的例子是否符合要表達的內容？閱讀習
慣一旦養成，會對將來寫大學論文有很大裨益。
SAT的英文推理部分是筆者身邊每個朋友都恐懼萬分的，

若通過這個試煉，代表你已為未來4年的大學學業作好充分
準備。

(標題與小題為編輯所加)
■鄭興 美國達特茅斯學院亞洲研究及經濟學畢業生

作者簡介：留學美日，漂泊內地與香港。曾浪跡外資投資
銀行，現已「金盆洗手」，轉戰文化、科技界創業打拚，為
科技公司Playroll聯席創始人。

https://www.facebook.com/hing.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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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中華崛起而讀書

消化器官潰瘍問題普遍，內視鏡可算是其中最重要治療
方案。上世紀90年代初曾跟隨前中大醫學院院長鍾

尚志和中大校長沈祖堯學習內視鏡治療獲得啟蒙的劉潤皇
舉例指，患有心老血管病的病人，或服用亞士匹靈及風濕藥
者便有兩三成病人出現有關副作用，需要施手術處理。不
過，現存使用內視鏡及抑制酸劑PPI（Proton Pump Inhibi-
tor）的治療下，如潰瘍傷口大於15毫米，血管比較深和
粗，再出血的危機高達23%。而根據英國2007年的全國調
查顯示，需要進行上述手術的長者，死亡率更高達三成。

配合抑制酸劑PPI治療
為減少消化道再出血的機會、再次做手術的需要以至有
關死亡率，劉潤皇創出在內視鏡治療配合PPI，以維持胃部
處於中性酸鹼值(PH值約為7)以外，再加入纖維狀線圈
（Fibered Coil）的介入性治療，有效將潰瘍傷口周邊的血
管堵塞，幫助止血。
他自2007年開始，與荷蘭、泰國和西安的醫院合作，
挑選250名消化器官傷口大潰瘍、血壓低、失血多、血色
素低等徵狀的高危病人進行臨床研究。經過分析後，發
現使用新治療法的91人中，再出血比率大減至4%，需要
進行第二次手術和死亡率更低於1%。他又補充指，理論
上病人有機會因注射藥水而令腎功能短暫受損，但研究
未有發現病人出現嚴重的併發症。而手術後3天內是傷口
再出血的高危時期，如果傷口沒有問題，服用藥物即
可。

下月赴美展成果推廣
劉潤皇又表示，新療法並非主流和標準做法，目前只

得有放射治療科的醫院可進行治療，花費約1萬元，較傳
統方法昂貴，「開展研究之時，不是很多醫生認同這方
法(介入性治療)，有些阻力」，但相信累積的病例證明和
研究數據發表後，有利日後醫學界更廣泛應用新療法。
他將於下月到美國展示有關研究成果，預計年底發表有
關數據。

講學遇澳洲醫生啟發
對研發出以介入性治療處理消化器官潰瘍問題，劉潤皇
坦言是出外講學時受到一位澳洲醫生啟發，「他問到血管
介入治療有沒有幫助，我翻看文獻後也沒有確實答案，後
來回家想一下，才開始設計問題深入研究」。
除劉潤皇外，港大病理學系教授張雅賢亦頒獲「優秀醫
學科研者獎」，而港大生物化學系教授陳振勝及金冬雁，
及中大生物醫學學院教授黃聿則獲「優秀科研者獎」；另
港大物理學系學者姚望及電機電子工程系學者蘇國希，則
獲新設立的「裘槎前瞻科研大獎」。昨頒獎禮由政務司司
長林鄭月娥主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腸胃等消化器

官潰瘍以及出血是現今社會常見的疾病，即使利

用內視鏡手術進行處理後，傷口仍可能再次出

血，令手術風險以至死亡率提高。中文大學醫學

院外科講座教授劉潤皇，深入研究介入性治療對

內視鏡手術的輔助功用，成功利用纖維狀線圈讓

潰瘍傷口止血，將術後再出血比率由逾兩成大減

至4%。他於昨裘槎基金會頒獎典禮獲頒2014/

15年「優秀醫學科研者獎」，成為今年7位獲表

揚的學者之一。得獎後他將獲資助以一年時間全

職投入科研工作，希望有關療法能幫助急性上消

化道出血患者的再出血機會減至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運動對健康
百利而無一害，獲今年裘槎「優秀教研者獎」
的中文大學心腦血管醫學研究所所長、生物醫
學學院教授黃聿嘗試進一步剖釋箇中原因。他
利用老鼠進行研究，發現運動能夠恢復接受高
脂飲食的胖鼠受損的血管功能。他指，由於跑
步促使血管舒張，令血液流動加快，有助糖尿
病患者紓緩病情，現正進一步了解運動與強化
血管功能的關係，如能發現靶點，有助日後開
發改善血管功能藥物。

延疾病發生 糖尿病減半
2011年全球糖尿病患者高達3.47億人，涉及

醫療開支高達4,560億美元。肥胖增加糖尿病
的風險，並引起心血管功能障礙，例如中風、
心肌梗塞、足壞疽、腎衰竭、神經疾病和視網
膜病變等疾病。黃聿介紹指，運動對代謝功能
有幫助，有效延遲主要疾病的發生，例如降低
糖尿病發病率50%。他又於去年獲資助開展新
研究，探討運動對血管產生正面影響的原因。

研究團隊將實驗老鼠分成4組，其中一組持
續進行高脂飲食兩個月的胖鼠和一組正常老
鼠，分別每天用45分鐘以每分鐘前進8米的速
度跑步240米，運動持續1個月至2個月；再與
另外2組沒有運動的胖鼠和正常老鼠進行比
對。初步發現，血管舒張令血液流動加快，對
血管產生保護作用，連胖鼠受損的血管功能也
能夠恢復。

尋個中機理 助研血管藥
黃聿表示，在運動過程中，或令其他器官產

生化學物質，導致脂肪釋放好的因素，因而對
血管產生保護作用。他未來將進一步研究當中
的機理，剖析運動後體內釋放的不同產物，例
如「脂聯素」增加、「載脂蛋白」減少、「花
生四烯酸代謝產物」增減；有益因子「一氧化
氮」增加、有益害因子「活性氧自由基」減少
等情況，從而了解與改善血管功能的關係。有
關研究有可能發現有用的靶點，有利日後成為
開發藥物以改善血管功能的基礎。

教授揭跑步有益之謎

▲該批檔案包括有逾百年歷史的商
務合同、證書和法律文件等。

梁祖彝 攝

▶陳桂英指，該批檔案極具研究價
值，見證香港由漁村發展成國際金融
中心的歷程。 梁祖彝 攝

■裘槎基金會昨舉行頒獎禮，主禮的林鄭月娥向7名出色學者頒授多個科研獎項。 大會供圖

■ 劉 潤 皇
(左)和黃聿
分 別 獲 頒
「優秀醫學
科研者獎」
和「優秀科
研者獎」。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梁祖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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