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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承諾傳媒政策展新風格

超納鎂合金助人工關節「延壽」
城大研發材料 製塗層減排斥 成果刊《自然》

禮賓府修葺須古蹟辦同意

有關項目由城大副校長（研究及科
技）呂堅領導進行，其團隊致力進

行高強高韌結構與功能材料研究，經過5
年多時間，終於成功使用特殊磁控濺射
方法，研製出兩相結構單元都小於10納
米的合金膜結構，並將其名為「超納雙
相──玻璃納米晶」。

強度增10倍 可生物降解
團隊善用有關材料製作超納鎂合金，
呂堅表示，其強度較現有超強鎂合金晶
體材料高出10倍，變形能力亦較鎂基金
屬玻璃高兩倍，並可發展成生物降解植
入材料，用於生物醫療領域，「以鎂合

金假肢為例，它的一大優勢在於可以生
物降解，然而現有降解速度太快，難以
控制」。呂堅表示，使用超納鎂合金能
夠提高其力學性能，更可透過控制其成
分與厚度而調節其降解速度，配合不同
患者需要。
另一方面，呂堅指，新材料可製成塗

層加在人體膝蓋、臀部等人工關節，以
提高其抗磨損及抗腐蝕能力，亦可減低
患者對人工關節金屬敏感的風險；除了
生物醫療領域外，超納鎂合金亦適用於
多項工業製造，「它可以用於製作亮面
而耐磨的手機外殼，亦可應用於汽車、
飛機、高鐵等不同領域，以實現減重省

能功效」。

合金「結構系列」全球首創
研究成果同時是全球首創合金「結構

系列」，呂堅形容，超納鎂合金只是「超
納雙相大家族」第一個成員，「基本金屬
元素都有可能成為這種新結構的候選
人」，團隊目前已有其他類型合金正在研
發，他相信研究成果發表後，未來將有更
多研發團隊進行不同跟進研究。
對於上述有關生物醫療領域應用層

面，團隊表示，將與中文大學合作進行
動物實驗，其他範疇有望更快實現應
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合金材料應用層面廣泛，從我們平日拿着的手機，以至手術中可能需

要用到的各類植入物，都有其用武之地。城市大學團隊最近成功研製「超納雙相─玻璃納米晶

（Supra-nano-dual-phase glass-crystal）」材料，突破現有物料局限，其中以此製作的超納鎂合金，

在強度與變形能力方面超越現有超強鎂合金。團隊表示，有關材料有極大應用潛力，包括用於生物降解

植入物料，以及製成塗層加到人工關節，提高其壽命並減低患者排斥風險。研究成果剛於國際頂尖學術

期刊《自然》發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首梁振英和財政司
司長陳茂波，被指花費巨額公帑裝修官邸。昨日立法會
特別財委會上，特區政府官員回應指，禮賓府屬歷史悠
久的建築古蹟，不單由建築署判斷是否有實質需要及工
程建議外，亦要得到古物古蹟辦事處同意才可進行，確
保能夠保留禮賓府歷史風格，而並非特首辦覺得有需要
就進行。

保歷史風格 非特首辦「話事」
公民黨議員陳淑莊昨日在會上聲稱，行政長官官邸

（禮賓府）過去5年修葺「開支龐大」，詢問當局是否
有部門及公職人員把關、專責審批禮賓府的裝修是否必
要。行政長官辦公室常任秘書長劉焱回應指，禮賓府屬
歷史悠久的建築古蹟，一般修葺除了要由建築署判斷是
否有需要及工程如何進行外，也要獲得古物古蹟辦事處
同意，才可以進行工程，以確保能夠完好保存此歷史建

築物原來風格，強調並非特首辦認為有需要就進行。
「人民力量」議員陳志全詢問上一任財政司司長遷出

後，財政司官邸由誰人建議做修葺工作。行政署長蔡潔
如回應指，上一任司長搬出後，新司長會要求建築署同
事了解有何地方需要維修，或非修不可，而官邸對上一
次大型裝修已是2007年，花了284萬元，可以預計下任
財政司司長有機會再檢視官邸，有需要會裝修。

候任特首辦用二手傢俬
候任特首辦開支問題也受到市民關注，經民聯立法會

議員劉業強要求政府交代，候任特首辦使用車輛是租還
是買，有否使用二手傢俬，以奉行政府減廢減碳原則。
蔡潔如回應時笑指：「我們對候任行政長官非常差」，
大部分是二手傢俬，在不同政府部門借來使用，用完就
會交回有關部門；至於車輛，在物流署借來4輛車，同
樣是使用後會歸還，強調沒有作出任何特別優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庭佳）候任
特首林鄭月娥昨日與30多個新聞工作
者會面，承諾新一屆特區政府會在傳媒
政策方面展示新風格。組織會面的香港
記者協會稱，會上談到新聞工作者遇到
的困難，包括薪酬待遇偏低、採訪期間
遇襲、難以獲取政府資訊、網媒採訪被
拒諸門外等，呼籲新一屆政府盡快落實
《資訊自由法》和《檔案法》、減少以
「吹風會」交代政策等，並考慮重新開
放政府總部東翼前地。

與業界交流 年輕記者佔多
林鄭月娥昨日在候任特首辦，與來自
多個新聞機構及新聞工作者工會代表交
流兩小時，大部分與會者都是年輕的前

線記者。記協會後發新聞稿稱，業界希
望盡快落實《資訊自由法》和《檔案
法》，以方便獲取政府資訊及保存檔
案，並要求豁免新聞機構在公司註冊處
和土地註冊處查冊的費用、開放網媒採
訪、重新開放政總東翼前地、減少使用
「不可透露資料來源」的「吹風會」
等。
記協又稱，業界關注新聞工作者面

對人身安全及電話滋擾問題，並反映
香港記者薪酬待遇多年來普遍偏低情
況，入行前景黯淡。
該會期望林鄭如她在會上承諾，在來

屆政府展示新的傳媒政策風格，讓市民
和傳媒看到政府和新任特首改革的決
心。

嬰兒巨結腸病便秘 港大揭基因變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先天性巨
結腸病（HSCR）影響全球初生嬰兒，會令
他們出現嚴重便秘或腸梗阻，而亞洲嬰兒更
較其他地區高，每3,000名嬰兒中約一人患
病。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最近就HSCR建
立幹細胞疾病模型，成功揭示其發病機理：由
於特定vinculin（VCL）基因變異破壞腸道神
經幹細胞遷移和分化，令腸道神經系統發育畸
形，引發HSCR。
研究成果近日在權威學術期刊《腸胃病學》

發表，有望用以為不同病人作出個人化治療，
備受關注。

部分人或終生面對併發症
現時，患有HSCR的嬰兒必須經外科手術

切除沒有神經細胞的病變腸道才能存活，過去
10年，香港便有超過120個受影響嬰兒已接受
手術治療。
不過，手術效果不一，部分病人終生仍要面
對併發症威脅，包括頑固性便秘、大小便失
禁、小腸結腸炎等，亦對醫療系統帶來沉重負

擔。
港大研究人員根據2009年至2015年發表多

項研究結果，善用人類幹細胞技術建立疾病模
型，用以鑑定與病型基因變異，並了解這些基
因變異如何導致先天性巨結腸病。
結果顯示，所有從帶有巨結腸病相關基因幹

細胞衍生的腸道神經幹細胞，都不能正常遷移
和分化。
研究團隊並在HSCR患者中確定新的VCL

突變，以及發現使用基因編輯技術修正與巨結
腸病相關基因，可恢復腸道神經幹細胞分化和
遷移能力，即能有效恢復腸道神經幹細胞功
能。
目前研究可證明人類幹細胞能用來識別疾病

基因變異，並確定它們如何影響細胞功能，繼
而令嬰孩患上HSCR。
負責領導這項研究的港大外科學系副教授顏

秀慧指出，現時幹細胞技術已供研究人員製造
出帶有與患者相同基因的疾病細胞，「這些細
胞能用於醫學研究，有助了解遺傳背景與病型
關係。」

■上圖：透過顯微鏡（以10倍放
大）觀察下的人類幹細胞疾病模型。

港大供圖

■左圖：左起顏秀慧、黎沛凌及劉倩
婷。

港大供圖

■上圖：超納鎂合金強度較現有超
強鎂合金晶體材料高出10倍。

姜嘉軒 攝

■左圖：呂堅（左二）與團隊的研
究成果，剛於國際科學學術期刊
《自然》上發表。 姜嘉軒 攝

■林鄭月娥承諾新一屆特
區政府會在傳媒政策方面
展示新風格。 資料圖片

香港旅遊促進會昨日邀請300間珠三角地區
的旅行社高層齊聚本港，舉行「重塑香港旅
遊」研討會，討論如何重塑香港旅遊的魅力，
吸引更多內地旅客訪港。相比前些年的興旺，
近年本港旅遊業後勁不繼，購物優勢逐漸消
失、景區設施缺乏新意，正面臨旅遊業發展的
瓶頸。香港需要挖掘新的旅遊亮點，例如推廣
綠色旅遊，發展人文旅遊和本土特色遊等，更
要加強宣傳推廣，全面推進粵港澳大灣區旅遊
業合作，為香港旅遊業發展注入新動力。

旅遊業是香港的經濟支柱之一，創造大量就
業職位，保持旅遊業吸引力，對刺激經濟發
展、增加就業意義重大。近年訪港遊客增幅放
緩，以往丁財兩旺的情況不再，原因之一是新
鮮感不再，而且由於網購大行其道，本港購物
天堂的優勢亦受到衝擊。同時，隨着生活水平
不斷提高，本港主要客源內地同胞的旅遊模
式，已經由過往的跟團遊轉變為「小包團」或
自助遊；由傳統的購物觀光升級為深度遊、體
驗遊。本港旅遊業應與時俱進，花心思結合本
地優勢，因應遊客品味、需要的變化和提升，
開發更多具香港特色的旅遊業項目。

其實，本港有不少具濃厚港式文化特色的景
點，例如李小龍館、金庸館及車公廟，以及皇
后像廣場、中環海濱摩天輪、孫中山博物館及

文武廟的「舊城中環」，這些景點對了解香港
文化乃至近代中國的歷史變遷都極具價值，深
受內地和世界各地遊客的歡迎，值得特區政
府、旅遊業界大力宣傳推廣，令香港旅遊業增
添更多賣點。另外，香港每年舉辦的書展、美
食節、紅酒博覽會、休閒度假的離島遊，也可
以令香港遊變得多姿多彩，通過構建「美食天
堂」、「娛樂天堂」等形象，可以扭轉香港單
是「購物天堂」的固有形象。同時本港還應利
用新科技推廣香港遊。例如昨日的研討會就提
出推出免費手機應用程式，讓旅客與香港導遊
「連線」，推廣香港旅遊的特色和優惠活動，
吸引珠三角周邊城市的遊客。

今年全國兩會首次將「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
展規劃」列入政府工作報告，港珠澳大橋、廣深
港高鐵等大型基建相繼落成，將更大地方便香港
周邊城市的來往。大灣區內本身擁有豐富的旅遊
資源，粵北粵西優美的自然風貌、廣州深厚的人
文古蹟、澳門獨特的博彩休閒，都具有獨特的魅
力，香港應該積極增加與周邊地區合作，推出一
行多站式旅遊，吸引海內外遊客。

適逢今年是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多項旅
業盛事陸續有來，不少內地旅客亦打算來港感
受慶回歸氣氛，政府和業界應該把握時機，擦
亮「東方之珠」的旅遊招牌。 （詳情刊A14版）

發掘旅遊新亮點 提升香江遊魅力
近日香港大學接連爆出校園欺凌醜聞，反映出該校

有少數學生法紀和道德觀念的嚴重缺失，大學管理當
局必須予以嚴肅處理，一方面表明堂堂大學校園，絕
不容許任何道德淪喪的行為，以保障所有學生的身心
健康並挽回大學聲譽；另方面，要全面加強對學生的
法紀和品格道德教育，讓學生在受到高等專業教育的
同時，成長為遵守法紀、具有良好品格道德的市民。

近日網上流傳多起港大學生在校內被人集體欺凌事
件，少數學生用極端低劣下流手段去欺凌同窗，行為
令人髮指！這些醜聞，令港大這所有百年歷史的香港
第一學府蒙羞。社會大眾高度關注事件並質問：每年
花費數以十億計公帑資助的香港大學，為什麼會出現
如此品格低下、道德缺失、目無法紀的醜陋行為，大
學當局是如何對學生進行法紀和品格道德教育的？港
大發言人在回應傳媒查詢時表示，正在了解和跟進事
件。如有學生發生嚴重事故，大學會啟動紀律程序處
理，作出調查及作相應處分。處分將按情況，由書面
譴責，到勒令停學不等。港大管理當局對於公眾的關
注和質疑應予高度重視，盡快查明情況並作出嚴肅處
理，遏止歪風，以正校紀。

但僅僅停留在嚴肅處理事件的層面還遠遠不夠，大
學有關當局應深刻反思事件背後的嚴重問題，及時採
取有效措施去避免類似事件重演。香港大學作為香港
歷史最悠久的高等學府，總體而言，學風是端正的，
大多數同學也是品行純良，專心求學。不過，近年來

香港社會的泛政治化傾向和暴力衝擊的歪風，也使港
大受到了相當程度的影響。前年少數學生在反對派的
煽動下，暴力圍攻校務委員會會議，禁錮老師和長
輩，小部分學生受到「港獨」勢力蠱惑變得激進極
端，令本來平靜的校園「禮崩樂壞」。從某種意義上
說，個別學生做出的校園集體欺凌行為，就是受到暴
力歪風侵蝕而有樣學樣。因此，港大管理當局必須從
源頭抓起，務求讓大學校園真正成為專注科研以及教
書育人之地，從根本上擦亮香港大學這塊金漆招牌，
挽回大學寶貴的校譽。

同時，大學也需要根據學生實際情況而採取靈活多
樣的方式，進一步加強對學生的品格道德教育。宋代
著名的政治家和史學家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指：
「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當代偉大的
物理學家愛因斯坦強調：「第一流人物對於時代和歷
史進程的意義，在道德品質方面也許比單純的才智成
就方面還要大」。世界著名教育改革家艾倫 ．德瓦艾
特認為：教育有兩個目的，一個是要使學生變得聰
明，一個是要使學生做有道德的人。先賢哲人的教
誨，都說明在大學教育之中，對學生進行品格、道
德、法紀教育非常重要和必要。現在的大學生是將來
香港社會的棟樑，廣大市民期待包括港大在內的香港
所有大專院校，把教書育人放在首要位置，讓香港的
下一代成為既有才華，又具高尚道德情操的優秀市
民。 （詳情刊A10版）

大學必須加強學生品格道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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