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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歐陽文

倩）香港正在籌備第一所中醫醫
院，以中醫藥學作為招牌之一的
浸會大學亦有意參與其中。浸大
校長錢大康昨日透露，校董會已
成立專責小組跟進事件，計劃提

浸大中醫院尋合作減風險
錢大康：籌三四十億建築費難 自負盈虧須小心計數

交中醫醫院發展建議書，進行投
標，並已和中文大學、香港大學
和東華三院聯絡，希望一起合作
而非互相競爭。他坦言，建立中
醫醫院最困難的地方是要籌措高
達三四十億元的建築費，以及日
後須自負盈虧，故要小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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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已有初步構思，正與建築師積極商討。
錢大康指出，校方已到過新加坡「取經」，
預計宿舍竣工後可提供 1,700 個宿位，料建
造費達 20 億元，但由於 75%費用由教資會
補貼，校方只需承擔5 億元，最快 2021 年落
成。另浸大亦計劃於六七年內重建大學會
堂，預計將花費 10 億元至 20 億元，並逐步
重建舊校校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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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歐陽文倩 攝

《浸大條例》檢討程序待諮詢

數」。

錢大康昨日在傳媒春茗上分享發展大
計。就該校關注多年的中醫醫院一

事，他表示浸大正積極籌組提案，希望可符
合政府要求，興建一所設有 400 個床位、中
西合璧、有日間中心及門診的中醫醫院，提
供醫療服務、進行研究，並同時讓學生實
習，預計最快8年後落成。
他續說，現時浸大已培訓了 600 多名中
醫，相信屆時聯同其他院校培訓的中醫可達
千人。專責小組將於限期 5 月 16 日之前提交
建議書，並會跟進之後的招標工作。
至於如何與其他院校或機構合作，他表示
尚有待商討，但有關醫院不會憑「豪華式」
服務賺錢。

建1700宿位宿舍赴星取經
早前獲批的李惠利地皮，有關宿舍與教學

除了「硬件升級」，該校校董會 1 年前也
成立了專責小組審視《浸大條例》，原訂於
上月開始不同持份者的諮詢大會，因法律問
題而暫停。錢大康解釋︰「我們就有關工作
設立了網頁，收到很多人的意見，問我們到
底有沒有權這樣做，我們都不太清楚，故去
尋求法律意見。」他表示，校方正諮詢相關
專長的大律師，以確保檢討程序無問題，及
釐清大學檢討的範圍是什麼。

「特首校監制」可開放討論
就近期的「特首校監制」爭議，錢大康認
為可開放討論，「若要改變，我們要看這個
改變是否可幫助大學發展，有就去做，沒有
或更壞就不要做。」他表示當年從外國回港
加入大學工作，一開始也覺得由港督任校監
很奇怪，但從其個人經驗而言，不認為「特

首校監制」對大學有什麼影響，也看不到有
什麼好處或壞處。
被問及該校近日的「繁/簡體字之爭」，

錢大康直言，有關爭議源於餐廳的告示，
「告示就是用來傳遞信息，希望大家了解而
已，而大學要照顧每一個人的需要，即使是

0.1%的人也要照顧。」他認為這些爭議十
分膚淺，繁體或簡體字的運用不應涉及兩地
矛盾。

內地免試招港生 增校長推薦名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2016 年內地部分高等
院校免試招收香港學生計劃」將於下周二（3 月 1 日）開
始網上預先報名程序。負責處理申請的「中國教育留學交
流（香港）中心有限公司」執行董事兼總經理鞏萬表示，
鑒於不少港生擅長數學科，但英文相對較弱，不符一般中
英數及通識「3322」要求，故今年「校長推薦計劃」每校
推薦名額由 3 個增加至 5 個，並調整至「3232」即符合取
錄要求。

4廣西大學吸「一帶一路」學生
教育局日前公佈，今年參與免試招生的內地大學將增加
6 所至 84 所，院校的一般最低錄取要求維持在「3322」。

肺癌教師婉拒辛苦錢
浙江杭州高級中學歷史教研組組長趙一兵從教 20 多年，當他的學

生得知他患上肺癌、兒子讀書、家庭收入有限的情況時，便自發組織在微

信圈發動捐助。而得知情況的趙老師卻一次次婉拒說：「孩子們，我很
好，治療費用也夠，別給我打錢了。你們都年輕，都不容易。已收到的，我
肯定也要退。」

「親愛的杭高校友，還記得教歷史的趙
一兵老師嗎？這個曾讓我們牢記每

個知識點而特意配上冷笑話的好老師，罹患肺
癌。疾病需長期治療，開銷巨大，而趙老師兒
子今年剛上高一，妻子收入有限。望各位校友
念及往日師生恩情，伸出援手。」這條微信日
前在杭高學生群裡被一次次轉發。
當晚開始，趙一兵就不斷收到善款入賬的
短信，幾乎都是他昔日教過的學生。翌日，
趙一兵隨即發了個朋友圈，大意是：許多朋
友學生為我解囊相助，我很感動。但畢竟大
家工作不久，自己生活壓力也很大。治療費
用我自己有準備，學校也對我很關心幫助。

接受治療後帶病授課
去年 11 月，治療還沒完全結束，趙一兵就
向學校提出要回來上課，被同事們好說歹說

■香港文匯報記者 俞晝 杭州報道
才攔下。結果今年一開學，剛剛結束放療的
他又悄悄出現在教工隊伍中。
得知趙老師生病後，2006 屆杭高畢業生徐
粟影在網絡發長文回憶了趙一兵的教學方式
與為人處世。「我高中的時候成績只是中游
偏上，沒有人認為我能考得上北京大學。只
有趙老師說，你考北大一點問題都沒有。我
自己都笑，我在年級也就前 20 名，怎麼考
呢？我當時喜歡中亞古國，喜歡突厥史，喜
歡土耳其史，趙老師就帶着我寫小論文，小
論文寫完了寫大論文，寫完了送到省裡去評
獎，還評上二等獎。」
在杭州高級中學的百度貼吧上，前幾頁都
是趙一兵的學生撰文回憶他的故事，以及學
生們的祈福。日前一晚上，趙老師在微信朋
友圈裡說：有這麼多朋友和同學的力挺，給
我足夠的信心，相信一定能挺過這一病關！

■學生網上捐助，趙一兵婉拒善款。
網上圖片

■趙一兵
本報浙江傳真

竹竿插根部穿心臟 男童10小時手術獲救
如此罕見的外物貫穿傷，無經驗可循。
家住深圳龍崗的 10 歲男童小鄭（化
名）近日和朋友玩耍時不慎從高處墮落， 竹棍貫穿整個腹部又不能貿然拔除，每步
被一支長約 63 厘米、直徑約 1.5 厘米的竹 手術操作都需臨場的準確判斷及果斷處
置，稍有不慎患者均可能
棍從大腿根部插入腹腔
喪命。
後貫穿心臟直至頸部。
小鄭被緊急轉院至深圳
通宵一段段取出竹棍
市兒童醫院，經過長達
10 餘小時的外科手術，
深圳市兒童醫院心外
目前暫時性命無憂，但
科、普外科等專家團隊聯
出現心肌、肝臟及循環
合手術，輪番上台，骨
功能受損表現，能否脫
科、泌尿外科等團隊專家
離危險仍需觀察。
在手術室外隨時候命。經
當晚小鄭在救護床上 ■罕見竹竿自男童大腿根部插入 過 10 個小時驚心動魄通宵
不 停 地 喊 疼 ， 呼 吸 急 身體，危在旦夕。 本報深圳傳真 達旦的手術，直到翌日上
促，心率增快，病情緊急、危重。經 CT 午近 10 點，手術才完成，插入孩子身體
等檢查，結果明確竹棍由小鄭左側大腿根 的硬竹棍被醫學專家小心翼翼地一段段取
部插入，經腹腔穿透胃、肝臟、膈肌入胸 出 。 幸 運 的 是 胸 腔 內 大 血 管 無 損 傷 。
腔，並穿透小鄭的心臟，經胸腔入頸部。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

掃 出 工 作
昨日山西太原一招聘會現場，求職者通過手機掃描
二維碼尋找工作。隨着「互聯網+」模式的廣泛應用，
求職者與用人單位通過手機線上投遞簡歷了解信息，
成為提高應聘效率的主要方式。
中新社

二，就不要想獲得取錄了。」鞏萬還指，廣州地區的暨南
大學、中山大學等較受歡迎，而人文、經濟、工管及中醫
藥等學系則是熱門學科。他預計今年因「校長推薦計劃」
名額增加，或會吸引更多數學科成績較佳的學生修讀經
濟、統計及理工學系等。

鞏萬：報名人數下調屬正常
鞏萬續指，去年共有 2,988 名港生申請內地免試招生計
劃，最終 1,444 人獲錄取；但隨着整體學生人數減少，報
名人數下調亦屬正常。另外，為讓學生了解到內地升學及
生活須知，中心將與教育局在 8月下旬邀請 25 所最多人報
讀的內地院校來港舉行輔導班，解答學生的疑問。

崔如琢豪捐故宮一億圓夢

學生解囊相助

■鞏萬提醒學生應多了解內地院校的專業科目及
其收生要求。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伊莎 攝

鞏萬昨日出席傳媒午宴時表示，上述 6 所新增院校，包括
南昌大學、廣州醫科大學、廣西大學、廣西中醫藥大學、
廣西師範大學及廣西醫科大學，各校有不同優勢；其中 4
所廣西的大學近年招收了不少「一帶一路」沿線包括印
度、巴基斯坦等地的學生入讀，「港生入讀亦有助他們認
識『一帶一路』沿線各國文化，增進交流」。
今年「校長推薦計劃」名額也由每校 3 個增加至 5 個，
取錄要求調整至「3232」。鞏萬解釋指，不少學校反映部
分港生的數學科達 3 級至 4 級，但英語科僅 2 級，不符一
般的「3322」要求，故期望透過推薦計劃吸納更多港生。
他提醒學生應多了解院校的專業科目及取錄準則，「例如
暨南大學只取錄將其排第一志願的學生，若你把該校放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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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博物院常務副院長王亞民表示，作為故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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仠仠收到的最大一筆捐贈，初定2,000萬元用於故宮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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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保護，4,000 萬元用於故宮學院的交流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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仠仠4,000萬元用於文物與古建築的研究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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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捐贈的背景，崔如琢透露說，其實也很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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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那是前段時間，籌備在故宮午門展廳的「太璞如
琢——崔如琢藝術故宮大展」時，「故宮負責人與我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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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發展與面臨的困境。我感覺有必要為故宮文物作些貢
獻，而星河灣集團老總黃文仔看中我的一幅
米畫作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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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我說是留給女兒。他說他很想要，賣給我吧。我後來
說，既然如此，你拿1億吧，我捐給故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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繞，圍繞着房間的兩面牆搭建， ■劉澤俊耗 8 年手工打
造微縮長城。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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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勢磅礡。
2002 年因老伴去世，劉澤俊的生活突然變得空虛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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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在報紙上看到萬里長城的圖片，他瞬間被氣勢恢宏、
曲折迴環的長城震撼，突然就有了動手做微縮長城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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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村裡大部分的人都沒有去過長城，我想打造一座長
城，讓父老鄉親們在家門口就能領略長城的風采。我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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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資料，最終決定按照明代長城的構造來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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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澤俊覺得青磚做牆最合適，便經常在村子周圍轉，
看到誰家拆老房子，就去撿青磚。由於日積月累地打磨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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磚，劉澤俊的雙手變了形，但他說，仍要在有生之年完
成。
■中新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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