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村官嫁女豪宴 請來張衛健

大學生集資大學生集資 創校園創校園「「星巴克星巴克」」

洪老告訴記者，他要將這
一書法作品申請健力士

紀錄，立志抄出中國最長最好
的書法作品。「每次在完成一
幅繪畫作品後，總發現旁邊的
題詞不能讓自己滿意，於是我
決定通過筆抄小說的方式提高
書法水平。」洪紫君在談到手
抄《三國演義》最初的原因時
說。

歷時三年 耗一噸宣紙
在選定手抄歷史經典著作

《三國演義》後，洪紫君便
一發不可收拾，從2001年退
休至今，14年時間內完成3
次抄寫。其中第一次抄寫歷
時 2 年半，抄寫卷長 2.5 公
里；第二次抄寫卷長 6.2 公

里，歷時9年；第三次抄寫卷
長40.2公里，歷時3年。在長
達14年的抄寫過程中，洪紫
君展現出超乎常人的意志
力，而其中的艱苦外人是無
法想像的。
「家父對於抄寫著作十分嚴

苛，對行文的整體結構和欣賞
性要求都非常高，哪怕有一個

字寫得令自己不滿意，整張紙
都會重寫，他的要求是抄出中
國最長最好的書法作品。」洪
紫君的女兒洪蕊告訴記者。為
達到這一目標，洪紫君在第三
次抄寫過程中用掉了1噸宣
紙、半噸墨汁，整部作品融合
了篆、草、行、楷、隸五種字
體。

一則「唐山現最牛豪華婚
禮」的消息近日爆紅網絡，一
支近三十輛勞斯萊斯幻影所組
成的豪華婚禮車隊出現在河北
唐山街頭，驚呆了路人。新娘
是該市某村長的千金，婚禮在
當地一家大型酒店擺了100桌
酒席，每桌價值1萬元（人民
幣，下同），名車車隊總值超
兩億元。婚禮更請來張衛健、
宣萱等眾多明星大腕助陣。

明星身價超百萬
根據網絡公開資料，主持婚

禮的李湘出場費高達 30 萬
元，這些藝人身價加起來近

150萬。據一位娛樂經紀人向
記者透露，具體出場費還得看
雙方是怎麼談的，單就以這些
藝人來看，出場費超過百萬是
可能的。據知情人透露，新郎
是該市大唐鳳凰園老闆劉寶利
之子劉賀，新娘是該市李各莊
村長白艷春的千金白雪。
自從中央發佈「八項規定」

以來，官員大擺喜宴、壽宴的
事件廣受關注。各級紀委高度
重視，諸多涉事官員多被免
職。這次村長家的「豪華婚
宴」一經曝光後，一時輿論嘩
然。有人懷疑村官婚宴花銷來
路不正，有人批判中國婚宴講

究豪闊奢靡的不正風氣。
■本報記者 張帆 石家莊報道

眾籌(港稱集資)是時下最熱門的融資模
式，而創業亦是大學生和社會熱議的話
題，當「兩熱」相遇時究竟會撞出怎樣

的火花？日前，浙江工貿職業技術學院的50
名學生，就以眾籌方式實現創業夢想，開出
中國首家眾籌模式的校園「星巴克」。

每股400元 成員身兼多職
這家校園「星巴克」名叫達岸咖啡，位於
溫州市區，由浙江工貿學院「酒店管理」專
業的兩個大三畢業班學生發起，眾籌股份每
股400元，總共50股，以2萬元作為運營啟動
資金，其中由5名學生組成核心運營團隊。這
5人身兼多職，既是廚師又是服務員和收銀員
等，而其他入股學生也同樣具有多重身份，
既是股東、運營者，又是消費者。
根據策劃書，他們今後的目標是將「達

岸」咖啡打造成「星巴克」式的連鎖企業，
主要服務高校學生。不過與其他咖啡館不
同，該校開設的眾籌咖啡館目的在於引導學
生創業，所以該校規定每支經營團隊的經營
期限為1年，1年後無條件轉交給下一屆學
生；股東以原股價退股；法人每3年一換。

■本報記者白林淼
通訊員張靜雅溫州報道

寧夏銀川市金鳳區法院近日審理一宗
「相親」詐騙案，69歲的金某自稱是幹
工程的老闆，將自己偽裝成有錢人，以

相親為幌子實施詐騙，被判9年有期徒刑。金
某2012年10月在與李某某「相戀」過程中自
稱認識某領導，可以把李某某的女兒和女婿

安排到電力局工作，騙取3萬元「辦事費」。
法院審理查明，金某利用辦理廉租房、駕駛
證、安排工作為誘餌，4年間先後8次行騙，
數額達38萬餘元。

■本報記者王尚勇、蘇桓稼
銀川報道

掀起中國舞台書法熱潮的湖南長沙書
法家楊永倫，僅2012年至今在舞台上拍
賣的書法作品就達1000餘幅，捐贈公益

的善款超過100萬元。楊永倫近日在工作室接
受記者採訪稱，現在的書畫藝術品市場，以

假亂真的現象屢見不鮮，現場書法表演不僅
能夠讓觀眾知悉書法作品的創作過程，也能
將最真實的作品提供給觀眾。

■本報記者李青霞
長沙報道

四川成都青羊區人民法院前日公開審
理一宗報假警案，四川達州男子唐磊
（化名）因涉嫌編造虛假恐怖信息罪，

被判處有期徒刑兩年。獨自在廣東打工17年
的唐磊7月某日喝酒後報警，稱「有人在成都
地鐵裡攜帶炸彈」，成都警方和地鐵公司當

日凌晨出動500多人排查。
據悉，唐磊去年起迷上這個解悶的方

式。一年多時間裡，先後40多次向全國各
地警方報假案，其中有20多次都打給了成
都警方。

■本報實習記者陳明悅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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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紫君終於將中

國第一部長篇章

回體歷史演義小

說《三國演義》

抄寫完畢。

■本報實習記者

牛琰綜合報道

七旬翁七旬翁
手抄手抄4040公里公里長長 國國三三

■■洪紫君與他的手抄洪紫君與他的手抄《《三國三國》》合影合影。。本報南昌傳真本報南昌傳真

■名車車隊陣容鼎盛。
本報河北傳真

■5名核心運營團隊學生。 記者白林淼攝

■楊永倫的書法作品。 李青霞攝■楊永倫在舞台上懸空創作書法。 李青霞攝

■張衛健在婚宴上獻唱。
網上圖片

■■洪紫君抄寫的洪紫君抄寫的《《三國演義三國演義》》疊疊
起來高若一個成年人起來高若一個成年人。。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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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級贏碩士博士隊伍 投身航空巾幗不輸鬚眉
設計飛機奪獎 科大女生追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穎宜）讓自己一

手一腳設計的飛機於天空翱翔，看似是遙

不可及的夢想，但來自香港科技大學機械

及航空航天工程系的4名本科生及1名畢業

生，憑着熱誠和知識，設計出能大幅縮短

起飛距離、名為「游龍」的雙座輕型運動

飛機，成功越級挑戰，從全國各地一眾碩

士及博士級參賽隊伍中脫穎而出，奪得第

一屆「全國飛機設計比賽」二等獎，向夢

想進發。科大隊伍中唯一女將李家瑩，自

小對飛機有濃厚興趣，強調從不覺得女生

於航空事業會比男生「輸蝕」，期望將來

向飛機工程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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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
研）非本地生來港升學，面對
全新的校園環境不免會遇到困
難。教育局向立法會遞交的文
件顯示，8所資助院校在2013
至2014學年合共接獲590宗非
本地學生向院校求助個案，較
過去兩年增加逾四成，理大佔
200宗，為八大院校之中最多。
此外，過去3個學年，共有6宗
個案涉及非本地學生以虛假學
歷報讀資助院校。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昨日以書

面回覆立法會議員提問時表
示，8所資助院校的非本地學
生，就學業、職業前途、社
交、財政及個人問題等不同事
宜向校方尋求協助及支援服務
的個案，由2011/12學年的418
宗，增加至2013/14學年的590
宗，升幅達41%。
吳克儉表示，院校一般按個

案的性質及嚴重程度，交由相
關單位，如學術、學生事務、
財務及宿舍管理單位提供適當
支援，包括個人心理輔導、個
別啟導、學業上的意見及協
助、職業發展輔導、財政資助
等。

理大重災 個案達200宗
綜觀2013/14學年院校的情

況，港大和中大取錄非本地生
人數最多，分別有3,936人和
3,120人，其中港大接獲136宗
求助個案，而中大則有29宗。
理大同期取錄的非本地生人數
有1,891人，但求助個案達200
宗，為八大之中最多。
理大發言人表示，有一系列

的特別服務協助非本地本科新生適應及融
入在港及理大的生活，包括提供海外及內
地學生入學手冊、迎新活動、廣東話課程
等。另外，理大於2012年成立內地及國際
學生服務處，藉不同範疇的活動及服務，
協助學生適應，包括個人心理輔導、就學
業上提供意見及協助、職業發展輔導等。
教育局又透露，在過去3個學年，共有6

宗個案涉及非本地學生以虛假學歷或偽造
學歷文件申請修讀教資會資助課程，包括
城大4個研究院研究課程、中大1個研究
院研究課程和理大1個學士學位課程。

173校獲撥款援非華語生 增14.6%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
教育局在2013/14學年取消「指定
學校」制度，改為向所有取錄10名
或以上非華語生的學校提供每年80
萬至150萬元不等的額外撥款，協
助學校推行支援工作。其中2014/
15學年有173所學校受惠於上述措
施，較2013/14學年的151所增加
14.6%。

吳克儉：助融入社會學好中文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書面回覆立

法會議員提問時表示，受惠學校
的非華語生佔校內總學生人數百
分比由約1%至約98%不等。當局
已成立專責小組，落實和監察學
校有否善用提供的額外撥款；而
過去3年，教育局沒有收到非華語

學生在學校得不到適當學習支援
的相關投訴。他強調，政府鼓勵
及支持非華語生盡早融入社會，
幫助他們適應本地教育體系和學
好中文，具體措施包括本學年
起，協助中小學推行「中國語文
課程第二語言學習架構」和建構
共融校園，涉及額外撥款增至每
年約2億元。

■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早前探訪其中一所支援非華語學生的學校。
資料圖片

科大隊伍設計的雙座輕型運動飛機「游龍」，名稱靈
感源自《洛神賦》，「游龍」寓意靈活。

所需能量減 起飛距離短
現就讀大三的隊員陳浩然指，「游龍」的設計特點在於
機身下安裝的水翼，可進一步縮短起飛距離，由傳統小型
飛機的200米減至150米，而所需的能量亦會減少，起飛
效能能提高三成。配合可摺疊的機翼，可增加地面操作的
靈活度；下反翼尖的設計，亦可減少飛機於水面起飛時機
翼觸碰水面的機會，從而能提升飛行安全。陳浩然提到，
設計的困難在於時間緊迫，只有約一個月的時間組隊搜集
資料、設計概念，而過程中未能製造實物來測試，只能借
助電腦模擬的數據來協助，均靠組員上網自學。

經過1個月的努力，科大隊伍於全國153支由航天研究
員、碩士及博士生組成的隊伍中脫穎而出，奪得中國航空
工業集團（中航）舉辦的首屆「全國飛機設計比賽」第二
名。而他們所構建的1比10「游龍」模型，現正於中航通
用飛機公司位於珠海的總部作展覽。

與中航合作 有望製出「游龍」
科大現正與中航合作，為內地私人飛機市場設計同類型

的雙座輕型運動飛機，得獎學生亦獲邀參與研製工作，有
望讓其作品真正在空中飛翔。雙方預料每架小型飛機成本
約為30萬至40萬元人民幣，期望3年至4年後完成各項設
計工程及安全授權驗證，然後推出市場。

科大機械及航空航天工程系主任趙汝恆表示，航空工程
是一個高增值的產業，可為整個亞洲區帶來大量就業機會
和經濟利益，認為航空航天工程系的學生創意無限，勢必
於航空工程行業擔任重要角色，應捉緊機遇，與內地的合
作夥伴共同發展這個高科技領域。
團隊中的科大畢業生，今年9月已赴美國繼續進修，
而其他在學的成員對未來發展各有方向。當中唯一女
將、明年畢業的李家瑩就對前景充滿信心，她指從不覺
得女生於航空事業會比男生「輸蝕」，會進一步考慮繼
續進修還是投身業界。另一隊員蔡智翔則打算到外國深
造，學習更多專業知識，期望日後回流香港，貢獻本地
的航空工程業。

▶後排左起：機械及航空航天工程系客座
助理教授吳龍暉、系主任趙汝恆以及副系
主任邱惠和。前排四名仍在學的隊員（左
起）：朱遠航、陳浩然、蔡智翔以及李家
瑩。 李穎宜攝

▲科大隊伍設計的雙座輕型運動飛機「游
龍」。 科大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