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

道）28歲的台青李威廷是廣州中醫藥大

學的在讀博士，同時也是廣州天河區冼村

一家中醫館的執業中醫師。赴陸求學10

年，他深感求學所見所感如「海綿入大

海」。近期出台的31條惠台措施，更讓

他堅定了暫留在大陸發展的決定。

台青李威廷：大陸求學感「海綿入大海」
滿堂新知開闊視野 見證中醫步向國際化

A17 台 海 新 聞 / 神 州 大 地 ■責任編輯：宋嘉欣 ■版面設計：美術部 2018年5月5日（星期六）

2018年5月5日（星期六）

2018年5月5日（星期六）

多間大學教授聲援管中閔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灣媒體報道，台大自主聯盟昨日

發起「新五四運動」抗議教育部門干涉校長遴選，台灣陸
續有大學教授聲援台大校長當選人管中閔。
繼台灣清華大學教授、政治大學教授發表宣言後，成功

大學、台灣交通大學、台灣中山大學三校教授也組成校園
自主行動聯盟，發表聯合聲明。

馬英九洪秀柱現身支持
聲明指出，今天遭遇困境的不只是台大，不只在大學，而
是整個台灣，要求台當局尊重台大校長遴選結果，也將配合
台大發起的「新五四運動」，在各自校園繫上黃絲帶。
台大自主聯盟和一些台大師生抗議「教育部」駁回遴選

案，在校園靜坐，並在傅鐘、椰林大道周遭綁上捍衛大學自
主等字樣的黃布條，昨日有人穿支持管中閔的T恤發絲帶。
馬英九、國民黨前主席洪秀柱昨日下午現身台大校園向

靜坐支持管中閔師生致意，馬英九呼籲，不要讓政治干擾
純淨校園，傷害台灣的核心價值。洪秀柱則靜坐。
馬英九更以台大校友身份繫上黃絲帶，表達他的抗議，

並聲援已經在傅鐘前靜坐一周的老師、學生和校友們。

台大哥大：管任獨董合法
對於學者質疑管中閔擔任電訊商台灣大哥大獨董、審計

委員與薪酬委員等3項職務的公告程序，台灣大哥大昨天
首度回應表示，獨董程序均依金管會和證交所法規辦理。

綠島啟用全球最深海底郵筒

■■李威廷目前擁有內地和香港的醫師執李威廷目前擁有內地和香港的醫師執
照照，，現已在廣州冼村某醫館做中醫師現已在廣州冼村某醫館做中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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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自主聯盟昨日在台大校內發起「新五四運動」，抗議台
灣教育事務主管部門駁回台大校長遴選案。 中央社

李威廷坦言，還是小學生的時候，中醫
師就在自己的夢想單上。他告訴記

者，小時候自己感冒發燒或者過敏症狀時，
家人會帶他看中醫、西醫，體驗過兩種診
療，小小年紀的他對手拿針灸的中醫師充滿
了親切和好奇。直到高中一二年級，李威廷
的夢想清單一項一項地完成，他發現，對中
醫的興趣貫穿了他整個青少年時期。

學習氣氛濃郁
本科階段在福建中醫藥大學求學，碩士、

博士選擇了廣州中醫藥大學前來深造。擁有
大陸兩個省份生活經驗的李威廷說，感受到
大陸的安居魅力。
大陸求學初期，李威廷連續幾次拿到學校的

宋慶齡獎學金，他表示，「北京、山東、上
海，都是我拿獎學金去交流走訪過的」，走訪
交流的過程中，他更加真切地認識了大陸。
得益於這類高校學生團體的走訪交流，李威

廷也結識了來自廣州中醫藥大學的同學夥伴。
在私下的閒聊中，學生們會把各家所長，

各家所短，一一拿來做比較了解，互通信
息。「廣州中醫藥大學學習氛圍濃郁，課餘
安排大量的學術大家講座」。考入廣州中醫
藥大學後，李威廷曾有連續參加15場學術沙
龍的課餘生活記錄。豐富的學術和課餘活
動，讓李威廷感覺如「海綿入大海」，不知
疲倦地吸收着知識的養分。

盼可置業安居
目前，「嶺南火針」是李威廷研讀的方
向。研習火針也讓他對前綴「嶺南」開始有
了觀察和思考。就拿執業醫館的所在地冼村
來說，那是一個聚集了大量「老廣」的中心
城區，同時也聚集了大量的外來白領階層。
在日常的接診中，廣東本地人以及外來白領
是他最主要的服務對象。這兩類人群也是對

中醫診療更為信任和接受的群體。和患者不
斷接觸聊天，李威廷也洞悉到「火針」未來
的服務市場。
「以火針為基礎展開痛症以及減肥、祛

痘等需求的中醫診療」，這個方向將是未
來幾年李威廷研習和服務的目標。如今，
大陸醫師資格證、香港醫師執業證雙雙握
在手的李威廷告訴記者，在廣州中醫藥大
學有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在學習中醫，諸
如，韓國、墨西哥、日本、馬來西亞等國
家地區的同學，也讓他意識到中醫國際化
的步伐正在加快。
時下粵港澳大灣區的火熱話題，以及「31

條惠台措施」等相關政策性的新聞消息，是
李威廷朋友圈的熱門話題。李威廷告訴記
者，至少在未來五年內，廣州會是他希望安
居樂業的地方。不過他也坦言，作為台灣青
年在廣州，「買房的壓力也很大，因為政策
原因我們需要全款買房」，這個門檻讓李威
廷坦言，壓力不小，他希望這方面的政策配
套未來有鬆綁空間，「畢竟安居樂業才能讓
我們更安心打拚。」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世界
最深的海底郵筒昨日在台灣綠島啟用，
郵筒設置在約11米深海底。台東縣長
寄出第一封明信片，告知全世界這項訊
息。
台東縣政府與中華郵政合作，在綠島

海底設置郵筒，造型為白色「豆丁海
馬」，高約1.8米。台東縣長黃健庭當
天率員，一同潛水啟用郵筒。
黃健庭寄出第一封明信片。他說，這

封信是寄給全世界，告知全世界這項訊
息，讓世界看到綠島，期盼遊客一同用
心守護綠島海洋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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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國四大名亭之一「愛晚亭」為模
型建造，承載着湖南長沙人民深厚友誼
的「湘江亭」揭幕暨歡送儀式近日在長
沙舉行。這座由長沙洋湖濕地公園贈送
給美國明尼蘇達州聖保羅市費稜公園
（Phalen Park）的禮物，將永久留在費
稜公園聖保羅—長沙友好花園內。

曾獲贈史諾比雕像
長沙市與聖保羅市自1988年5月締
結為友好城市，到2018年即將30周

年。長沙市洋湖濕地公園與聖保羅市
費稜公園在2015年結為姐妹友好公
園，並約定在慶祝30周年時互贈具有
各自城市特色的禮物永久存放於對方
公園內，以增進兩市人民友誼。
2018年3月，五座以聖保羅市漫畫家

查爾斯·舒爾茨設計的「花生漫畫」
(PEANUTS)長篇連載漫畫為原型的史
諾比（內地稱史努比）雕像落戶洋湖
濕地公園。
作為贈予費稜公園的禮物，「湘江

亭」是「愛晚亭」1:
1的複製品，在中國
國內僅完成大體框
架。該亭採用中國
傳統木構與榫卯構
件計算，在美國規
範裡並沒有對應的
計算公式。因此，
亭子進行了二次設計，優化亭身做
法，但同時不改變亭子外貌。原材料
的選型，考慮到材料出口、生物檢疫

安全等，選用美國南方松，在美國完
成組裝後，再進行施漆。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姚進 湖南報道

蘭州牛肉麵形象大使
八成女大學生研究生

據悉，隨着和麵、揉麵一些體力
工作被現代設備所替代，拉麵

技術以其柔美的藝術表演形式，正逐
漸吸引更多婦女與女大學生加入。女
性不僅可以從事拉麵、和麵、收銀、
調菜、內務等崗位，還可以參與經
營、招商、教學等活動。
此次參與培訓的100多位學員中，
女大學生、研究生佔八成，其餘為中
專和高職生。
剛從美國羅格斯大學畢業的研究

生毛文君說，海外求學那幾年，每
周她都會去紐約的唐人街吃上一碗
蘭州牛肉麵，感受家鄉的味道。因
此，她在網上看到甘肅省婦聯在招
募蘭州牛肉麵女子形象大使，於是
就積極報名參加，想把蘭州牛肉麵
帶到全世界。

地方產業國際化 孵化快餐新品牌
蘭州資源環境學校的張曉薇說，

作為一名大學應屆畢業生，即將完

成從學校到社會的角色轉變，擺在
她面前第一個人生選擇就是就業創
業，憑着對蘭州牛肉麵的熱愛和就
業創業的個人需求，報名參加並榮
幸地成為了第一批蘭州牛肉麵女子
拉麵形象大使。「蘭州牛肉麵蜚聲
中外，是著名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希望學成後，能夠出國開店，宣傳
推廣蘭州牛肉麵文化。」
據悉，在甘肅全省範圍招募的首批

百名蘭州牛肉麵女子拉麵形象大使，

將與甘肅興隴蘭州牛肉拉麵職業培訓
學校合作對這些學員進行90天的集中
免費培訓，旨在建立技管合一的複合
型高級女子拉麵師人才隊伍，打造全
國獨特的甘肅女性勞務輸出品牌，在
國內外巡迴開展蘭州牛肉麵飲食文化
的宣傳推介及拉麵技能的藝術性展示
中，將甘肅女性的職業素養、良好形
象和創業精神全方位進行推介，為打
造蘭州牛肉麵產業國際化快餐品牌注
入動力。

甘肅省首批蘭州牛肉麵女

子形象大使培訓會昨日在蘭

州舉行，100多位女大學生

及城鄉婦女參加培訓，在提

升技能，提供就業的同時，

她們也將在國內外巡迴開展

蘭州牛肉麵飲食文化的宣傳

推介。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俊海 甘肅報道

正在法國凡爾賽門舉行的巴黎博覽會上，來
自中國北京第八十中學的高中生發明的滑雪者
防摔保護系統頗為吸睛。

「偵測眼鏡+氣囊馬甲」護安全
學生代表張正陽介紹，這項發明由一個滑雪

眼鏡和一個氣囊馬甲組成，還包括一個管理者
接收機。滑雪眼鏡能檢測到滑雪者摔倒的情
況，馬甲則會在雪鏡檢測到摔倒情況時第一時
間彈出，及時保護滑雪者，同時管理者接收機
也能收到信號，並及時採取措施。
北京市第八十中學副校長李新華說，該校一

向鼓勵學生大膽創新並走出國門，在國際競賽
中聽取專業人士建議，了解國際科學技術發展
的最新趨勢，拓寬眼界。此次該校共有13名
學生、8個項目參加巴黎博覽會。
一年一度的巴黎博覽會是歐洲最大型的綜合

展會之一，涉及家居、美食、旅行、藝術等不
同領域，其中備受關注的一個版塊是擁有117
年歷史的列賓國際發明競賽。
列賓發明獎由前巴黎警察局局長、發明家路

易·列賓於1901年創立，自1912年起，逐漸發
展成為一項國際性的發明競賽。今年共有583
項發明參與此次競賽，其中中國高中生的發明
創造吸引了不少眼球。
今年的巴黎博覽會為期12天，將持續至5月

8日。列賓國際發明競賽每年都在巴黎博覽會
期間舉行。中國選手1989年首次參加列賓國
際發明競賽。 ■新華社

長沙複製「愛晚亭」贈美國友好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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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空中鳥瞰福建福州西湖萬株鳶尾拼成的音樂
噴泉，宛如一把「翡翠琵琶」。「琵琶」的形狀由種
植槽拼接而成，裡面種植了12,000多株鳶尾，平時
「琵琶」如同一塊翡翠，到每年3月鳶尾盛放之時，
將化作一面玫紅色的「琵琶」。 ■中新社

鳶 尾 琵 琶

■■ 甘肅省首批蘭州牛肉麵女子形象大使培訓會昨甘肅省首批蘭州牛肉麵女子形象大使培訓會昨
日在蘭州舉行日在蘭州舉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俊海香港文匯報記者劉俊海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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