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舌」盲品酒 生港區賽奪亞

港大擬聘顧問 專責內地事務
指合作不只「北水南調」應將好東西帶入神州貢獻祖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香港

大學昨日舉行傳媒春茗，校方透

露，候任校長張翔或於暑假才到

任，但上周曾赴港大參加研討會，

與校內高層商討大學的未來發展藍

圖，包括了解該校現時與內地合作

的具體情況。整體而言，校方認為

內地與香港的合作模式，不應止步

於「從內地拿資源」，而應有更具

規模的合作，故擬聘任一名高級顧

問，專責協助大學發展內地事務，

目前已有心儀人選，而該人選「保

證大家會覺得是眾望所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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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大共融周
助SEN生添自信

北京故宮被稱世界五大宮殿

有關「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
識大賽」資料，可瀏覽http://
cnc.wenweipo.com/，或掃描
有關二維碼。

編者按：
編者按：為提升學生對中國國

情、歷史、文化及社會科學等方面
的知識水平，培養學生常閱讀、多
思考的良好學習習慣，香港大公文
匯傳媒集團特別舉辦「回歸盃──
第七屆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
賽」，有關活動已圓滿結束，而大
會專設的「中華學堂」欄目則會繼
續以輕鬆手法介紹與香港回歸及國
情相關知識，深化讀者對國情的了
解。

故宮是明清兩朝皇帝處理朝政和起居生活
的地方，當時被稱為紫禁城，當中有大量文
化瑰寶。紫禁城佔地面積72萬平方米，是
全世界現存規模最大的木結構建築群，當中
有8,707間房子。北京故宮享譽國際，2017
年共接待遊客1,669萬人次，創歷年新高，
它與法國的凡爾賽宮、英國的白金漢宮、俄
羅斯的克里姆林宮和美國的白宮被稱為世界
五大宮殿。
說起北京故宮的歷史，原來由明成祖朱棣

於西元1406年下令全面建造，地點位於元
朝大都皇宮南面，其宮殿和宮牆均是重新建
造，設計師為工匠出身的御用匠師蒯祥。西
元1420年，故宮正式落成，直到1911年清
帝遜位、1924年遜帝遷出的500餘年，明、
清兩代合共24位皇帝都曾經居住於其中。

後來故宮成為故宮博物院，1987年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確定它為「世界遺產」。
故宮是中國宮殿建築的經典代表，設計依

據擇中立宮的思想，主要建築嚴格對稱地排
列在中軸線上。其南北長961米，東西寬
753米，四面圍有高10米的城牆，城外有寬
52米的護城河。

紫禁城四座城門結構複雜
紫禁城有四座城門，南面為午門，北面為

神武門，東面為東華門，西面為西華門。城
牆的四角，各有一座角樓，民間有九樑十八
柱七十二條脊之說，形容其結構的複雜。
紫禁城內的建築分為外朝和內廷兩部分。

外朝的中心為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統
稱「三大殿」。當中太和殿是紫禁城內最

高、最大的宮殿，整個大殿莊嚴肅穆、富麗
堂皇。皇帝在此會見朝臣，商討國家大事。
每年元旦、冬至、皇帝壽辰三大節及登基、
大婚、殿試等大典，都是在這裡舉行的。
「三大殿」左右兩翼輔以文華殿、武英殿兩
組建築。
內廷的中心是乾清宮、交泰殿、坤寧宮，
統稱「後三宮」，是皇帝和皇后居住的正
宮，其後為御花園。「後三宮」兩側排列着
東、西六宮，是后妃們的住處。
東六宮東側是天穹寶殿等佛堂建築，西六
宮西側是中正殿等佛堂建築。外朝、內廷之
外還有外東路、外西路兩部分建築。
在紫禁城生活最久的皇帝，是清朝的康

熙，在位61年，其次是康熙的孫子乾隆，
在位60年。不過，明朝光宗皇帝朱常洛只
做了30天的皇帝，非常短暫。
經歷代皇帝收藏，紫禁城有各類珍品，包
括陶瓷、書畫、玉石竹木牙骨雕刻、琺瑯、

漆器、金銀器皿、雕塑造像等。為了進一步
提高展覽的可觀性，今年故宮開放面積將擴
大到80%，遠高於2014年時的50%，當中
多個常設展館如珍寶館、鐘錶館、石鼓館等
將升級調整。
此外，故宮地下文物庫房三期工程將會啟

動，預計2020年上半年完成，屆時高科技
庫房將與現有能容納約90萬件文物的一
期、二期庫房打通使用，可針對逾百萬件藏
品調節溫度及濕度，還有專門通道直通文物
醫院，相信可對我國珍貴文物，有更細緻的
保護。 ▓香港文匯報記者高鈺

港大署理校長譚廣亨昨日與一眾大學管
理層，聯同理學院、醫學院、教育學

院等十多名院長出席傳媒春茗，分享港大的
最新發展大計。譚廣亨在致辭時表示，希望
與傳媒建立坦誠互信關係，港大亦會一如既
往與傳媒合作，分享研究知識及成果，互利
互惠。

署理校長：與張翔緊密溝通
譚廣亨本是港大首席副校長，因前任校長
馬斐森提早離任，而候任校長張翔未上任，
故署任校長一職。譚廣亨昨日多次被追問張
翔何時履新，他三緘其口，表示暫未收到消
息，笑言「指日可待」，又透露兩人通過

「私人渠道」有緊密溝通，強調港大運作暢
順，相信張翔認同港大的發展大方向，「看
不到要有大改動，未來應該是深化已啟動的
改革。」
港大副校長（學術人力資源）區潔芳表
示，料張翔或於暑假、即7月左右上任。她
又提及張翔上周曾到校參加研討會，商討大
學未來發展方向，港大會盡量做好現有工
作，讓張翔到任後可以順利銜接，並順暢地
開展工作，「由於他（張翔）這學期仍在教
書，可能沒那麼多時間飛過來香港」，若張

翔7月未能到任，希望能趁暑假多來港大多
了解情況，與更多人溝通。

校方有「心水」：保證眾望所歸
區潔芳引述張翔指，希望港大與內地有更

多合作，「與內地合作不只是從內地拿錢
『北水南調』，亦要將香港好的東西例如醫
療系統等帶到內地，對國家作出貢獻。」區
潔芳透露，張翔於研討會上曾商討如何利用
國家的大平台，令大學所做的成果走出香
港，提高影響力。

為進一步加強港大與內地的合作，區潔芳
指，大學正計劃聘任一位專門協助大學發展
內地事務的高級顧問，目前已有心儀人選，
並已於上周和張翔見過面。她透露有關人選
「保證大家會覺得是眾望所歸的」。
港大副校長（研究）兼港大浙江科學技
術研究院（臨安、杭州）院長賀子森表
示，張翔曾詢問港大在內地有何合作項
目，他於是介紹了港大正與內地科技巨擘
阿里巴巴洽談在人工智能（AI）、環境保
護和新能源方面的合作。賀子森認為張翔

十分關心研究，相信對方履新後會對大學
研究有正面影響。區潔芳則認為張翔有親
和力，很開放，「大家對他的期望很高。」
此外，有報道指，港大醫學院院長梁卓偉

獲港大續任院長，譚廣亨證實消息，肯定梁
卓偉過去5年對港大、醫學界及香港社會作
出的貢獻，為他感驕傲，並對其續任感開
心。
就副校長級別中，大學拓展副校長因蘇彰

德辭任而懸空逾年，譚廣亨表示物色委員會
現正負責物色人選。

■香港大學昨日舉行傳媒春茗，分享港大的最新發展大計。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譚廣亨（前排中）向傳媒派發新春賀禮。
香港文匯報記者莫雪芝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懂得品
酒，能令平淡的生活過得更有滋味。4名
IVE酒店及餐飲業管理高級文憑課程學
生及畢業生上月就參加了是法國著名的
葡萄酒競賽—「波爾多左岸盃」港區比
賽，參賽者須熟讀波爾多葡萄酒的知識
以應付選擇題，更要進行盲品測試，以
舌頭和味蕾辨認酒的產區和出產年份
等，極具挑戰性，最終IVE隊伍憑實力
在香港賽區取得亞軍。
「波爾多左岸盃」歐美區分賽有來自英
國牛津大學、劍橋大學等學生參與；亞洲
區分賽則有香港及上海兩站。參賽隊伍須
熟知波爾多葡萄酒的各樣知識。
現已升讀VTC成員院校、才晉高等教
育學院（SHAPE）與英國謝菲爾德哈蘭
大學合辦的國際款接商務管理（榮譽）理
學士學位課程的蔡丞峯，以師兄兼隊長身
份，率領師弟妹出賽。
其IVE師弟黃煒然指出，備戰時間只有
一星期，團隊每天連續10小時練習，各
人要將波爾多左岸5大酒區、100多個酒
莊葡萄酒的級數、莊主和釀酒師的名字、
葡萄品種等資料背得滾瓜爛熟。

集資買酒練舌 盲品得分最高

由於各人只是學生，資金有限，蔡丞峯
透露，各人集資4,000元，加上老師的資
助，購買波爾多左岸不同酒區的代表性葡
萄酒，每日進行盲品練習，而為了嘗試不
同酒區的葡萄酒，他們只能購買較便宜的
半瓶裝葡萄酒來練習。各人的努力沒有白

費，於是次比賽的盲品測試中，獲得最高
分數。
女隊員郭璟琳，獲隊員公認為品酒能

手。她認為雖然今次只差一分屆居亞軍，
但獲益良多，「透過比賽掌握波爾多各區
葡萄酒的特性，例如Graves產區的葡萄酒
帶有煙草香氣、Pauillac產區則有一股礦
物的鹹味；Margaux產區的就帶有紫羅蘭

花香氣，令人一試難忘。」
隊員王志豪表示，今次比賽非常難
忘，「其中一道有關排列葡萄酒年份的
題目，只有我們答對，結果贏得全場掌
聲！」完成比賽後，各隊員均有意繼續
鑽研品酒技巧，日後考取侍酒師（Som-
melier）資格，提升於餐飲業的競爭
力。

■郭璟琳（左一）與蔡丞峯（右一）曾於去年12
月一起參加「香港葡萄酒公開賽2017」，奪得冠
軍，今次再度並肩出賽甚有默契。 VTC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高鈺）特區政府
民政事務局昨日介紹指，將會與內地多
個機構合作，推出4項針對香港大學生的
暑期實習計劃，分別以北京故宮、四川
臥龍、甘肅敦煌和中國科學院為目的
地，共提供近60個實習崗位，申請程序
現已啟動。

4個計劃中，故宮博物院及臥龍國家級
自然保護區的實習項目於去年香港回歸20
周年首次推出，讓粵港兩地青年參加協
作，今年將續辦，而中科院和敦煌的青年
實習計劃則為今年新增。
據新華社報道，有關暑期實習計劃為香

港青年提供積累內地工作經驗、深入了解

祖國歷史文化和發展現狀的機會，而今年
新增的兩個項目針對港生而設，其中中科
院實習計劃可為計算機科學、機械設計等
多個專業的香港大學生提供在國家級科研
機構工作的機會，敦煌實習計劃則意在拓
寬學員文化視野、提升對文化傳承的認識
和責任感。
去年參加臥龍實習的香港大學生態學及

生物多樣性專業學生侯澤亮指，為期6周
的實習計劃讓他見識與香港截然不同的生

態環境，更實現了近距離接觸大熊貓的
願望，對野生大熊貓保育有了更深入的
認識和思考。
去年參加故宮實習的港大文學院藝術

歷史專業學生莫芷茵說，從中學習到更
豐富文物欣賞和保育的知識，更讓她對
中國傳統文化和國民身份認同更明確。
她又指自己對中國藝術文化興趣濃

厚，希望今年也有機會參加敦煌的實
習。

民政局助港生赴中科院實習

■■IVEIVE生憑實力在香港賽區奪得亞軍生憑實力在香港賽區奪得亞軍。。VTCVTC供圖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城巿大學學生發
展處輔導組於本月26日至3月1日舉行「城大共
融周」，協助有特殊教育需要(SEN)的學生跳出
自我框框，投入校園生活。共融周的重點活動
「IDEA Campaign」昨舉行開幕儀式，並邀請
得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陳章明及城大副校長（學
生事務）葉豪盛擔任開幕嘉賓。
今年的「IDEA Campaign」除了有關於聽

障、視障和專注力不足或過度活躍症資訊的互動
遊戲攤位外，更會舉行相片廊展覽，是城大為熱
愛攝影的社會科學系四年級學生謝添欣舉辦的首
個個人攝影展，希望透過照片背後的故事，讓大
家體會到SEN同學眼中的世界。此外，大會亦
會舉行各種不同的工作坊，教授手語、點字等，
讓同學學習與聾啞人士和視障人士溝通的方法。
現場有多名正在就讀城大的SEN同學出席活

動，其中謝添欣分享自身經歷時表示：「希望共
融的校園環境能讓SEN學生更自信自在享受學
習生活，為踏出社會前作好準備，同時為大學生
活留下光彩。」
機械及生物醫學工程學系學生黃雋賢患有腎

病，希望畢業後能回饋社會，「未來希望能在生
物醫學上發展，藉着自身病患的經歷，將會更了
解病人的實際需要，為他們提供最佳的支援。」

■城大的共融大使與SEN同學主持的遊戲攤
位。 大會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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