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女學者研小波理論奪城大應數獎

傳媒之「星」上京 學國情看創科
新增「互聯網+」主題 訪創新型互聯網企業

由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

團、未來之星同學會主

辦，中國傳媒大學承辦的

2018「未來之星．香港傳媒專業大學生國情課程班—

互聯網+主題團」，昨日在中國傳媒大學開班。來自香

港十多所院校的四十餘名大學生，將在北京展開為期

一周的訪問學習之旅。

■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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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2018「未來之星．香
港傳媒專業大學生國情課程
班—互聯網＋主題團」的同

學們，昨日下午參訪「世界十大報紙」之一的人
民日報社，了解這份大報的歷史與發展。
同學們還走進該報「中央廚房」（即整合傳播

資訊、為不同媒體平台提供內容的中央單位）及
人民網融媒體平台，了解在新媒體潮流下這份報
紙如何順應時代發展，擔當業界翹楚的故事。
港生們首先來到了人民日報「中央廚房」。

「大家可以坐在各單位座籤的座位上感受一

下」，工作人員話音剛落，中央廚房內標註有國
內部、證券時報、學習大國工作室等標籤的座位
被同學們迅速「佔領」。
同學們在現場了解到，人民日報「中央廚房」

是面向受眾、面向國際、面向未來的新一代內容
生產、傳播和運營體系，以內容的生產傳播為主
線，不僅服務於人民日報旗下的各個媒體，更是
為整個媒體行業搭建了支撐優質內容生產的公共
平台。
隨後，同學們來到人民網，並以集體訪客的身

份成為2018年第3,076位作客人民網的客人。

沒想像中嚴肅 科技感十足
即將成為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大一新生的

江陽表示，人民日報並沒有想像中那麼「嚴
肅」，這裡科技感十足，很「潮」。在北大的學
習過程中，肯定還會了解到更多內地媒體的發展
資訊。他笑稱︰「我的理想是，希望有一天，能
在人民網的演播廳裡接受訪問。」
香港樹仁大學學生劉凱欣首次參觀報社，感到

十分新奇，「人民日報和人民網的發展規模非常
大，特別的『中央廚房』拉近了各部門的合作，
提升工作效率的同時，質量也非常棒。可想而
知，在完美數據背後，工作人員付出了很多努
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

走進「中央廚房」了解報社故事

澳洲天然資源
豐富，氣候宜
人，人民生活悠

閒；而在教育方面，澳洲亦有不少世
界頂級大學，是不少海外生首選的升
學國家。
在英語系國家中，澳洲頂級大學的
收生要求一般稍低於美國及英國的同
級大學，例如2018年QS世界大學排
名中，澳洲國立大學（ANU）排名
20，比美國的賓夕凡尼亞大學排名稍
低一名，但高於美國的University of
Michigan、Duke University 及英國的

King's College London 等大學，但
ANU在收生要求上卻較容易直接，同
樣情況也適用於其他澳洲的頂級大
學，如悉尼大學、墨爾本大學或昆士
蘭大學等知名大學。
同學在申請課程時，澳洲大學一般

如香港的大學一樣，主要根據申請者
的成績而決定錄取與否，而不採用
英、美大學要求申請者提供個人簡
歷、推薦信或面試等附加條件方式收
生，故此申請較為客觀及少變數。

基礎班銜接大學

若成績未能達到直入上述澳洲大學
的同學，澳洲所有頂尖大學亦有開辦
各自的大學基礎班課程，讓同學在打
好學術基礎後，能升上自己的心儀院
校。QS世界大學排行榜上的同級的
英、美大學如倫敦政治經濟學院
（LSE）、 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
校（UCLA）等大學，則沒有類似高
成功率的大學銜接課程讓學生選擇。

城市宜居夠吸引
除了課程及升學途徑選擇多之外，

澳洲的高生活質素亦是吸引海外生前
往升學的其中一個因素。《經濟學
人》過去數年的世界十大宜居城市統
計中，澳洲一般有三四個城市入選全

球十大，無怪乎不少香港學生在澳洲
完成學業後也希望留在當地發展，而
且海外生畢業後的工作及移民機會配
套上均比英、美完善，使得海外生在
澳洲學習及生活上都有良好的體驗。
事實上，近年到澳洲升學的香港學
生，愈來愈多在畢業後選擇先留在澳
洲工作一段時間，其中不少最終以技
術移民方式移民當地生活。
■黃奕星 學林社海外升學中心總經理
作者簡介：擁有23年經驗，定期探

訪各國學府，十分樂意分享協助同學
到海外升學的
心得，詳情可
參 見 www.
aca-lin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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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升學易入 取錄還看成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城
市大學昨日頒授2018年度「William
Benter應用數學獎」予美國杜克大學
James B. Duke數學、電子及計算機工
程學教授Ingrid Daubechies，她是首
位獲頒「William Benter應用數學獎」
的女學者，以小波數學理論的研究聞
名國際，並在數碼數據處理領域作出
傑出貢獻。
「William Benter應用數學獎」旨在
表彰傑出的應用數學家及其研究成果
對科學、商業、金融、工程學等方面
的實際應用發揮深遠的影響，獎項每
兩年頒授一次，獎金為10萬美元。
小波是一種用來處理數碼訊號以及
壓縮數碼相片和視頻的數學函數，美
國聯邦調查局曾利用Daubechies研究
的數碼壓縮技術，管理龐大數量的指

紋數據。

驗證藝術品真偽
Daubechies就小波和機器學習方面

的研究成果，還被用來驗證藝術品的
真偽及分析受損的畫作，當中包括鑑
定梵高等藝術家作品之真偽。
她發明的演算方法可用於比較不同

畫家的風格、確定畫作的完成年份，
並且毋須直接接觸原作便能復修出現
裂痕、褪色或受損的作品。
城大劉璧如數學科學研究中心主任

王世全昨在「2018國際應用數學會
議」開幕禮上向Daubechies 頒發獎
項，會議由中心和數學系聯合舉辦。
頒獎典禮後，Daubechies發表題為
「從牙齒及骨骼的表面形態辨別生物
性差異」的專題演講，她表示未來會

繼續研究小波及一些
生物相關課題，並期
望日後與城大緊密合
作。

首位女學者獲獎
Daubechies 於 2000

年成為首位獲頒美國
國家科學院數學獎的
女學者，曾榮獲內默
斯數學獎及西班牙對
外銀行基金會知識新
領域基礎科學獎。
此外，她亦獲頒發

富蘭克林電機工程學
獎章、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資訊理論
學會的金禧技術創新獎，及電機電子
工程師學會的Jack S. Kilby訊號處理

獎章。這些獎項甚少頒予非工程師，
而Daubechies獲獎，突顯她對訊號及
影像處理的貢獻。

前些日子在觀課
時，看到一對男女同
學在用普通話鬥嘴，

我正擔心火藥味太濃，任教老師正準備去「救火」
時，那名男同學突然爆出了一句︰「老師別擔心，
她就是一個『傻白甜』，是不會生氣的。」頓時，
火藥味消失了，班上的同學都笑了起來，我再看一
下那女同學，果然臉上沒有生氣的表情，正在座位
上傻笑。
可能大家聽過「高富帥」（高大、富有的帥

哥），也聽過「白富美」（皮膚白皙、富有的美
女），那麼「傻白甜」又是什麼意思呢？該不會是
傻子和白癡結合起來的甜美女孩吧？

純良無機心 帶點天然呆
非也，「傻白甜」是最近於內地流行的新詞匯，

指的是「個性有點傻氣、皮膚白皙、長相甜美」的
人，甚至內地的網民整理出一套公式，「傻白甜=
天然呆+白窮美+甜蜜無虐」（無虐︰不會出現虐
待主角的劇情）。我們一般會稱一些在愛情電視劇
裡，扮演個性純良沒有機心，長相很萌、很可愛，
有時還會帶點天然呆，讓觀眾看時覺得感覺很溫馨
的女主角為「傻白甜」。內地偶像劇《杉杉來了》
中由趙麗穎飾演的薛杉杉，就是網民一致認為是
「傻白甜」的代表人物之一。
「傻白甜」所做的一切，雖然有點傻氣，但你們

會覺得她的表現是可愛的，是不做作的，是討人喜
歡的，是沒有害的。當然，在我們身邊的不可能全

是「傻白甜」一類的可愛女孩，正如網絡遊戲常用的一句說
話，在我們身邊，有「神一般的對手」，也有「豬一般的隊
友」。跟「傻白甜」給人的感覺完全相反的，就是「傻白
瞎」。所謂「傻白瞎」特指那些「善良、無害、無辜、純
潔、沒心機的角色」，但他們的無心之失卻可能造成對別人
致命打擊。網上資料指出「傻白瞎」就是吃飽了沒事幹，仗
着自己愚蠢當善良，到處找麻煩的人。
各位讀者，你們有沒有發現身邊總會出現一些「傻白甜」
和「傻白瞎」呢？至於各位「傻白甜」，請謹記，所謂過猶
不及，別最後當「傻白甜」不成，反成了別人眼中的「傻白
瞎」。 ■秦嘉麗 香港中國語文學會
簡介：香港中國語文學會創辦於1979 年，

宗旨是通過研究、出版、教學、交流、合作等
方式促進中國語文工作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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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將安排中國傳媒大學和
北京大學的多位知名教授

為港生授課，內容涵蓋香港基
本法與「一國兩制」、當新聞
走近「生命」、新媒體時代年
輕人的使命感、互聯網信息治
理與網絡安全等方面。
同學們還會參訪外交部、國
務院新聞辦、解放軍三軍儀仗
隊、人民日報社、數字王國等
機構，遊覽國家博物館、故
宮、長城等，以更深刻地了解
祖國歷史文化及風土人情。
中國傳媒大學黨委副書記姜
緒范，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
副董事長兼總編輯、本次交流
團榮譽團長李大宏，中國傳媒
大學港澳台事務辦公室副主任
張龍，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
青少年交流中心主任、未來之
星同學會專職副主席、交流團
團長李華敏，香港大公文匯傳
媒集團北京新聞中心主任、未
來之星同學會副主席、交流團
團長秦占國，中央電視台著名
主持人長江等出席開班典禮。

姜緒范：了解內地新媒體發展
姜緒范對參加國情班的同學
們表示熱烈歡迎，他希望同學
們通過此次交流和學習，進一
步加深對內地傳媒及新媒體發
展狀態的了解，增強作為未來
傳媒人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
感。他指同學們將成為未來香
港傳媒的生力軍，相信大家一
定會成長為有擔當的新一代傳
媒人。

李大宏：助港生把握創科趨勢
李大宏表示，「未來之星同

學會」自2005年成立以來，先
後帶領逾4,000名香港青少年參
加國情交流活動。其中，「傳
媒班」自2007年以來已連續舉
辦多屆。自2016年起，「傳媒
班」在了解基本國情的基礎上
增加了「互聯網＋」主題，以
幫助香港大學生及時把握科技
創新的趨勢。通過帶領同學們
有針對性地到訪一些國家級媒
體和創新型互聯網企業，讓他
們實地感受內地在「互聯
網＋」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今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40

年來祖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
就，與此同時，互聯網技術的
發展也給人類生活和世界發展
格局帶來巨大變化。對於同學
們來說，這是一個精彩的時
代。
李大宏希望大家好好把握這

次來北京學習的機會，多多了
解國家發展大勢，多多思考如
何把國家所需、香港所長和個
人所想結合起來，最終定位自
己的成長道路。
「這次的『傳媒班』給了我

們一個與內地青少年交流聯
誼、深入了解內地新媒體的發
展趨勢的機會，幫助我們認知
祖國。」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
院學生葉鳴簧表示，在今次學
習中，三軍儀仗隊是最令人期
待的行程之一。
她希望通過今次課程班認識

更多來自不同高校、不同專業
的朋友，相互學習交流，一同
探討兩地新聞傳媒的異同；通
過聆聽專家學者的授課，為將
來投身傳媒行業積累見識、學
識。

■劃時代知名數學家Daubechies 榮膺城大William
Benter應用數學獎。 城大供圖

■同學參訪人民日報社。 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鑫嫻攝

▲李大宏（右）向姜緒范贈送未來之星
水晶座。 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鑫嫻 攝

◀開課典禮現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鑫嫻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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