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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商學院全球聘30教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穎宜）商業世界競爭激烈，

大學的商學院要突圍而出並非易事。新上任的中文大學
商學院院長陳家樂表示，正籌備進行全球招聘，預計邀
請逾30名教授加盟中大商學院教學團隊，包括熱門的
電子商貿及大數據研究等範疇的學者，以進一步提升教
學質素。同時，面對年輕人創業的大趨勢，商學院會加
強創業內容，包括明年新增的創業副修課程，以及為學
生提供各類型支援。

陳家樂分享學院大計

去年11月上任的陳家樂昨日出席傳媒茶敘時分享學
院大計，他表示正計劃利用3至5年時間進行全球招
聘，將現時約130人的教學團體擴大至超過160人。他
稱：「這是一個重要的發展，一方面在於不少教授正值
退休年齡；另一方面課程增加反映出更多的教學需
要。」學院將會根據需要聘請，包括增聘熟悉電子商貿
及大數據研究等範疇的教授。
陳家樂坦言，因人才競爭大，招聘過程並不容易，但

他相信以中大商學院歷史及口碑優勢，能吸納海外及本

地出色學者加入。
至於教學方面，陳家樂指未來將着力學生的全人發

展。他透露會安排一系列的實習體驗和交流團，擴闊學
生知識範疇，期望將參與各類交流團的學生比率由現時
約一半進一步提升。
年輕人創業是近年社會大趨勢，陳家樂指中大商學院

亦看準時機，積極加強相關課程發展，包括計劃在2016
學年起提供一個針對創業的副修課程，以跨學科的角度
教導學生創業的知識，同時亦要為學生提供實踐機會，
「令他們的學習不只是流於理論層面。」「透過不同的
創業比賽，讓學生能在校園中嘗試實踐。」
他又表示，現時中大設有創業研究中心，除可為學生

提供所需的場地及技術支援，同時亦與多間國際知名企
業合作，也是培養更多年輕人創業的重要渠道。

■■陳家樂表示將會進行陳家樂表示將會進行
全球招聘全球招聘，，進一步提升進一步提升
教學質素教學質素。。 李穎宜李穎宜 攝攝

港
大
學
生
會﹁退
聯﹂
老
鬼
粗
口
辱
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婷芝）
香港大學學生會就是否退出學聯
的全民投票昨日黃昏結束，投票
率約39%，約6,200人參與，大會
隨即開始點票，預計今日有結
果。不過昨下午投票結束前，學
聯相關人士與「港大學生會退出
學聯關注組」再在社交網站「開
戰」。學聯前秘書長陳倩瑩在個
人社交網站用粗言穢語大罵支持
退聯的學生是「垃圾」、「弱智
邏輯」，批評「退聯爭自主」是
假命題，無助解決問題。關注組
不甘示弱，將陳的留言截圖放上
關注組的專頁，反問「對於學聯
你還能抱有期望嗎？」
陳倩瑩在社交網站夾雜粗言穢

語怒言倡「退聯」者是「垃×
圾」，她形容倡「退聯」者指學
聯獨裁是「弱智邏輯」，批評
「退聯爭自主」是假命題，指
「自主」跟「解散學聯」是兩回
事，認為有問題可用現行機制解
決，包括修章和改革，質疑「退
聯」的做法無助解決問題，反而
會製造 「打跨學聯、拆散學運組
織」的問題。現任學聯副秘書長
岑敖暉留言讚好。
據了解，陳的有關留言原設定

只與朋友分享，但被截圖於網上
流傳，關注組再於專頁將之表達
不滿，反問：「對於學聯你還能
抱有期望嗎？內部改革、自我完
善有可能嗎？」
而根據港大校園電視社交網站

消息，至昨晚約10時多，「退聯」投票其
中7個票箱完成點算近900張票，其中贊
成「退聯」的有391票，暫時領先反對的
337票，其餘為棄權。

李達三捐億元撐城大動物醫學
郭位：助建院升食安水平 明年開「水產動物衛生」碩士課

城大動物醫學院總監王啟熙表示，「水
產及動物衛生」碩士課程也招收內地

及東南亞學生，原因是蟹、石斑、蠔等東南
亞及內地海產佔全球九成供應，相信有關課
程於上述地方有需求。至於課程收生要求，
王啟熙表示，只要中學或大學曾修讀相關學
科便可報讀，課程也會安排學生到養殖場、
實驗室等地方實習。
城大動物醫學院除了有計劃開辦全新研究
院課程外，還有一筆新的捐贈。郭位於昨日

宣布，獲李達三捐贈港幣1億元，成立「李
達三葉耀珍動物醫學發展基金」。他表示，
這筆巨額捐助有助城大在亞洲建立一所世界
級的動物醫學院，提升公共健康及食物安全
水平。

新化驗所可放置大型動物
據了解，有關捐款可為動物醫學院添置設

備。此外，該學院明年1月將有新化驗所落
成，可做動物化驗、解剖等，更可放置大型

動物，預計需斥資數百萬元。此外，動物醫
學院方面的校外配套設施亦逐漸增加，除了
深圳方面會於龍崗給該校一塊農地外，該校
於吉澳亦設有魚排，王啟熙指那能配合新的
水產碩士及相關領域的教研發展。
另外，城大管理層昨日亦講及該校於2014

年研究評審工作（RAE）的表現。該校於今
次RAE中，44%的研究獲評世界領先（4星）
或國際卓越水平（3星），整體表現位列本港
大學前四名。雖然RAE結果將影響未來3

年、每年29億元的研究資金分配，但由於教
資會目前尚未公布分配原則，學界人士對此亦
霧裡看花。城大秘書長林群聲則笑言，該校已
詳細研究過數據，不論何種排名方法，城大亦
排第四。在眾多分配方法中，她認為英國
REF（當地RAE的改革版）以「GPA」方式
去綜合衡量成果品質（output quality，佔
65%）、研究影響（research impact，佔
20%）、研究環境（research environment，
佔15%）的方法最為可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

倩）香港城市大學動物醫學院的發

展大計雖然一波三折，但該校對此

依然努力不懈。校方於昨日傳媒茶

敘時透露，擬於明年9月開辦「水

產及動物衛生」碩士課程，預計取

錄約30人，學費約10多萬元，學

生畢業後可從事相關食物安全工

作。校長郭位昨日還宣布，城大喜

獲企業家李達三捐贈港幣1億元，

成立「李達三葉耀珍動物醫學發展

基金」。

▲城大高層昨與傳媒茶
敘，校長郭位及城大動物
醫學院總監王啟熙講及動
物醫學院最新發展。

歐陽文倩 攝

◀李達三(右二)將1億港
元支票贈予城大。圖左為
校長郭位，右為校董會主
席胡曉明。 城大供圖

醫書醫書《《備急簡便錄備急簡便錄》》古雕版展出古雕版展出

因為情人節來到卻沒有另一半
而鬱鬱寡歡？福利來了。湖北武
漢一間公司今年別出心裁地請來
型男，對員工進行「壁咚」派
利是，作為年終獎及情人節
雙料福利，令員工大呼：
「驚呆了！」
「壁咚」源於日本動漫，
指的是男性將女性逼到
牆邊，單手撐在牆上發
出「咚」的一聲，讓其
完全無處可逃，是一種特
別的「告白高招」。
事發時，如往常一樣正
在工作的李小姐，突然見
到一位神似李敏鎬的長腿
型男走入辦公室，接着禮貌
地請她站起來，並一步步將她
逼到牆角。未等李小姐反應過
來，型男突然伸出手撐在牆上，
向她深情凝視。「希望你喜歡今
年的年終福利，明年還要請你多

多為公司加油哦！」型男隨後送
上一個不小的利是。
李小姐說，老闆平日是個很一板

一眼的人，沒想到會計劃出如此特
別的年終福利，辦公室的女員工在
震驚之餘，個個都心花怒放。
「為了籌備新產品上市，去年
一年大家都很辛苦，公司希望通
過一些特別的方式感謝大家。」
該公司市場部總監李利華表示，
剛好公司發年終獎的時間臨近情
人節，於是想到了這個浪漫的方
式。 ■《武漢晚報》

「匆匆那年，我們見過太少世面，只愛看同一
張臉……」逾800平方米的展館中，迴蕩

着的悲傷情歌，令陳列在這間失戀博物館中、來自全球
各地的150多件展品更顯傷感。這些展品的說明上，寫着
愛情的持續時間及故事。位於展館右側的電視機，播放着電
視劇《東京愛情故事》，解說詞更是令人動容：「1990至
1994年，曾和我私奔、陪我一起看《東京愛情故事》的你，還
依然美麗如往昔嗎？」

助失戀者重新出發
失戀博物館源於芬蘭，由一位旅居當地的英國人創辦。失戀的他

在芬蘭找到真愛，因此借這個博物館讓失戀者們重新出發。
22歲的程謙為今次在重慶的展覽貢獻了部分物品。2005年3

月，他寫了一張小紙條，用來向自己心儀的女生表白。這張紙條
促成了一場7年的戀愛，而這段感情則產出了113張小紙條、56
封情信。「那段歲月很美好，無微信、QQ，紙條是最單純的一
種愛的傳遞。」展館中央，程謙的「失戀展品」堆滿了約1平
方米的展台。
展台上一大疊10元、20元的電話充值卡也格外顯眼，

「那時每間寢室都有一台座機，充值卡用了五、六百張，
有時煲電話粥會煲上幾個小時。」
畢業後，程謙同女友各有事業，兩人3年前分手，

「失戀是一種成長，應該讓它美好地結束。」程謙說。

在上海，有餐
廳在情人節當日主
打「一人食」概

念，反而受到追捧。
一排靠牆的單人桌、約

30平方米的店面、僅有16個
座位，這是上海一間日式咖
喱店的陳設。這間小店的菜
單只有正反兩面，包括秘製
的蛋包飯、咖喱飯在內的主食
不超過10項，簡單精緻的小食最
好地營造了「一人食」概念。

服務員透露，情人節晚餐時間
的座位，早已被預訂一空，當日
沒有預約的食客只能排隊等位。
在附近上班的單身OL王小姐

表示，自己經常一個人在這裡吃
飯。「情人節不僅是情侶的節
日，一個人也可以過。平時工作
比較忙，可以借此機會一個人吃
餐飯，用美食治癒孤單，也可以
藉機去商場掃打折貨。」
日本文化研究者、上海戲劇學

院博士王培雷介紹，「一人食」

的理念主張「一個人吃飯，不能隨
便將就，它是靜靜享受、品味快樂
的最佳時光。食物有超乎想像的治
癒力量，它能填飽你的肚子，更能
治癒你的孤獨。」■《勞動報》

在雕版故里福建連城的客
家紅博物館，近日展出了一
套新收藏的雕版珍品——古

代醫書《備急簡便錄》全套古雕
版。全套古雕版共105塊，封面雕
版清晰可見「清代道光壬寅歲（道
光二十二年，1842年）新鐫」等
文字。全套雕版篆刻精美、字體規
整、字形美觀、保存完好。
《備急簡便錄》是古代家庭日
常、旅行應急使用的醫學書籍，分

3卷7門收錄了106種日常調理、
常見疾病、疑難雜症的治療方子。
「這樣成套的古代醫書雕版彌足

珍貴，其收錄的許多醫療方子現今
依然有用。同時，它對研究古代中
醫、中藥也頗具價值。」收藏家巫
中民說，「《備急簡便錄》雕版源
自明清時期、四大雕版印刷基地連
城四堡鄉的馬屋村，後流失到外
地。」不久之前，他通過藏友輾轉
獲悉有關信息後，反覆上門求購才

使雕版重回故里。
■記者 盧麗寬，特約通訊員

黃水林 龍岩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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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周邊地區即將拆遷開
發，黑龍江哈爾濱僅存的具
百年歷史的原俄僑手工灌腸

廠，近日開始「拆移復建」工
程。這座飽經歷史滄桑的俄式老
建築，被精心拆解成近萬塊建築
碎片。拆下來的門窗、木板乃至
一根釘，都被逐一編號封存，預
計2年後在原址復建「重生」。
這座單層木製結構建築建於

1907年，建築面積約113平方米，
具有典型的俄羅斯民間建築風
格，內設壁爐、地窖，房簷，邊
緣還有精美裝飾。在第三次全國
文物普查中，這座建築被列為不
可移動文物。
這座老建築歷經百年風雨，曾被

作為倉庫，許多建築構件由於年久
失修，已經嚴重破損，變得很不結
實。為了保證它們不被破壞，整個

拆解過程長達一個月，完全使用手
工拆解，沒有使用電鎬等機械設
備。 ■記者 夏瑞雪 哈爾濱報道

百年俄式建築拆移復建百年俄式建築拆移復建

■拆移現場。 本報黑龍江傳真

失戀博物館
訴不盡的訴不盡的

每年西方情人節，都是有人歡喜有人憂。而今年情人節前夕，

重慶的一間美術館就在一個灰色房間中，展出單車、婚紗、口琴

等物品。這原來是「失戀博物館」在當地的首展，陳列的物品都

是一段段愛情故事中、獨一無二的紀念品，可謂猛戳淚點。

■記者 孟冰 重慶報道

老闆請型男派花紅
女員工心花怒放

餐廳主打「一人食」單身不孤單

■「一人食」的餐廳。 網上圖片

傷傷感感

■博物館工作人員展示《備急簡
便錄》全套古雕版。 盧麗寬攝

■■一位女士查看一位女士查看「「失戀博物失戀博物
館館」」的展品的展品。。 本報重慶傳真本報重慶傳真

■■「「失戀博物館失戀博物館」」中的飛鏢中的飛鏢
靶靶。 本報重慶傳真本報重慶傳真

（頭條）失戀博物館泣訴「情人劫」

「匆

■型男深情對望，女員工心花怒
放。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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