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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方逸華楊振寧主禮 世界5知名學者獲殊榮
越戰女難民奪邵逸夫獎

今年為邵逸夫獎第九度舉行，昨頒獎禮
由行政長官梁振英主禮，獎項創辦人

邵逸夫的夫人方逸華、評審會主席及諾貝爾
物理學獎得主楊振寧等500位各界人士出
席。除上述2位天文學得獎人外，梁振英亦
向2名生命科學與醫學得獎人弗朗茲-烏爾里
奇．哈特爾和亞瑟．霍里奇，以及數學科學
獎獲獎數學家馬克西姆．康采維奇頒獎，以
表彰他們在各自科學領域的傑出表現。多位
學界及社會知名人士亦有到場，包括中文大
學校長沈祖堯、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裁張志
剛等。

劉麗杏朱維特天文學獎
劉麗杏與大衛．朱維特在1993年發現海王

星以外存在「冰凍物體」。2人的研究發現，
在「天文單位」30至50之間的宇宙區域，充
滿大量「冰凍物體」，直徑超出50公里，匯
集後便能形成行星；但受到某些因素影響，
匯集過程終止，加上甚少發生碰撞，故無進
一步演變。

劉麗杏在致辭時表示，從沒有想過得到此
獎，感到十分榮幸，特別多謝大會對她的肯
定。劉麗杏在12歲那年由於南越政府倒台，
一家七口要離鄉別井，以難民身份移居美
國，曾入住難民營，父親亦因為要找工作關
係，一度與他們分開。

但艱難的日子沒有消磨劉的意志。劉麗杏
憑努力考入名校史丹福大學物理系，畢業後
到實驗所從事研究工作，結果一次偶然，接
通了她往後廿多年天文學的研究生涯，她在
場刊的自我介紹中表示，「當時看到一張張
從探測衛星傳回來的相片，全都是從未見過
的奇珍異景，令我大開眼界，心裡為之一
震」。

德美兩學者生命科學獎
而今屆生命科學與醫學獎，由德國馬克斯

普朗克生物化學研究所所長弗朗茲-烏爾里
奇．哈特爾和美國耶魯大學遺傳學教授亞
瑟．霍里奇一起奪得。

他們主力研究人體內蛋白質與疾病的關
係，發現若果蛋白質未能進行正確的「折疊

過程」，便會引起柏金遜症及腦退化症等疾
病。

其後2人深入研究，證實部分蛋白質需要
由「分子伴侶」引導，才可進行正確無誤

「折疊過程」，有助開發專治退化疾病的嶄新
治療方法。

此外，法國高等科學研究所教授馬克西
姆．康采維奇則是今年唯一一名「獨攬」獎

項的得獎者，為本屆數學科學獎得主。

法國教授獨攬數學獎項
馬克西姆．康采維奇近年在代數、幾何和

數學物理的範疇引入新思維，特別在Motivic
積分、形變量子化及「鏡像對稱」理論，運
用跨學科的的新思維解決了數學家多年來無
法破解的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

「2012年度邵逸夫獎」昨晚舉行頒獎

典禮，今年共有5名全球知名的學

者，分別於天文學、生命科學與醫學

及數學科學3個領域獲得表揚，每個

領域得獎者各獲得100萬美元獎金。

當中，曾為難民的美籍越南裔學者劉

麗杏聯同「師父」英國科學家大衛．

朱維特，因為發現海王星以外物體並

成功描述其特性的成就，推動探索太

空的發展跨前一大步，共同奪得今屆

天文學獎。劉麗杏曾是越戰難民，年

少時舉家逃亡到美國，經個人奮鬥終

成國際天文學權威，成為邵逸夫獎首

位女得獎者。

吳克儉：國教無全面撤科需要

張明敏慨嘆 反國教幼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思諾）對於圍繞國民
教育的風波，有一種意見認為已從教育事件變
得政治化。紅遍上世紀80年代的愛國歌手張明敏
則慨嘆，「這不是政治，而是幼稚！」他認
為，現時家長過分擔心，甚至變得對國家所有

事都有抗拒感，「唔通你不停聽情歌，你就識
談戀愛？唱愛國歌就識愛國？愛國是發自內心
的情懷，其實無得灌輸，亦都無得『洗腦』」。他
希望家長可以冷靜下來好好思考，別剝削子女
學習的權利，讓他們深入了解自己的國家。

至今仍以唱愛國歌為傲
1984年，張明敏以香港歌手身份獲邀於春節聯

歡晚會上演唱《我的中國心》，歌聲飽含愛國情
懷讓全國人動容，至今日，他仍然以唱「愛國
歌」為傲，早前便於本報撰文指，「每一次演
唱《我的中國心》，我的內心都激起濃濃的愛國
情懷」。

張明敏出生於海外華僑家庭，媽媽是愛國的
印尼華僑，因此他從小受母親的薰陶，回內地
演唱亦受母親的極力支持。當年他作為第一個

回內地於春晚表演的香港歌手，他憶述指，當
時很多內地人很訝異，驚覺原來港人也這麼愛
國，「對啊，香港很多人都很愛國，只是用不
同的角度去愛」。

指不可能洗腦不應撤科
對部分家長擔心國民教育科「洗腦」，他認為那

並不可能，在他看來，愛國是一種自然情懷，
是要對祖國有發自內心的感情，而父母更有責
任讓子女對祖國有認知，將來由孩子決定究竟
愛不愛國，「連國家有甚麼做得不好，都不知
道，將來他們如何要求國家做得更好？」。對於
現時國民教育的僵局，張明敏認為，政府不應
該隨便撤回科目，他指認識自己國家是孩子的
權利，「我們回歸了15年，現在的國民教育已經
算太遲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教育局局長吳
克儉昨日出席活動時表示，沒有「全面撤回」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的需要，原因是當局已抽起
具爭議的國情部分，而學校亦有推行科目的自
主權，認為撤回科目只會令已開科的學校無所
適從，不符合多元及校本設計的方向。

強調學校可自行決定
回應撤回國教科的爭論，吳克儉重申，無需

要撤回國教科。他強調，學校可自行決定是否
開展、何時開展該科、如何開展，以及是否將
該科目獨立成科。而課程八成內容與德育有
關，學校一向有教相關的課程。至於課程指引
中最具爭議的「當代國情」部分已被抽起，全
新檢視。部分人士要求的全面撤回，除了會使
一些有意推展該科的學校失去開辦依據，亦令
一些固有以校本模式，開辦德育或國民教育課
堂的學校無所適從。故有關安排，並不符合香
港一貫多元化及尊重校本的課程設計方向。吳
克儉又表示，當局會繼續研究和跟進國教科課
程指引內容，而職責範圍已擴闊的「開展德育
及國民教育科委員會」亦將於月底開會，可能

討論很多問題，包括課程大綱和時間表等。被
問及候任教育界立法會議員葉建源稱要求他引
咎辭職一事，他表示，希望憑表現爭取大眾對
他的信心及支持。至於副局長聘任事宜，吳克
儉透露現有兩名人選，具體情況還在討論中。

另外，教協其早前的反國教活動，被質疑有
為立法會選舉造勢之嫌，該會昨否認有關指
控，教協副會長黃克廉表示，政府就國教科政
策進行修訂並推出新方案，教協會重新諮詢會
員，強調發動罷課是最後的手段。

七成市民不贊同罷課施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對反對德育及

國民教育科的陣營近日大力發動罷課等激進行
動，以威脅政府撤科，巿民普遍不表認同。一
項調查顯示，近七成受訪巿民不認同以罷課等
抗爭手法向政府施壓；另有五成半受訪者支持
教育局加強港生的德育及國民教育；逾六成半
人不反對推行該科，只有三成人指應該取消。

最新一期的《教聯報》報道，教聯會上月中
委託獨立巿場調查機構就「德育及國民教育科」
開展問題進行民意調查，最後成功訪問了516
名巿民。調查顯示，雖然部分巿民口口聲聲質
疑國教科是「洗腦科目」，但僅1%受訪者完整

看過教育局制訂的課程指引；7%指大致翻閱
過；逾六成半人坦言是根據傳媒報道來了解有
關事件；近三成人指自己完全不理解。

被問到是否認同教育局應該加強港生的德育
及國民教育，55%人表示認同：41%表示不認
同。調查亦顯示，近七成受訪者不認同以抗爭
的手法，如罷課來抵制政府推行國教科。其
中，有子女就讀小學至初中的受訪者中，77%
表示不認同有關行為。對於政府推行國教科是
否「有腦」的政治意圖，54%受訪者表示認
同，教聯會表示，這反映政府要針對如何釋除
公眾疑慮加強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為鼓勵及支持非華語學生融
入社會，教育局局長吳克儉表示，決定擴大資助非華語學生
報考3個程度較深的海外中文考試，包括IGCSE、GCE AS-
Level和GCE A-Level，以助他們升學及就業。有關學生只須繳
付等同文憑試中文科的540元考試費，即可應考該等費用由
1,100元至4,000元的考試，餘款由政府補貼，局方將向立法會
財委會申請撥款，預計學生最快可於年底報考明年的考試。

擴海外中文試資助範圍
吳克儉昨日出席香港專業教育學院（IVE）的非華語學生迎

新日時表示，目前政府只資助非華語學生報考「綜合中等教
育證書」，即GCSE的中文試。不過，部分非華語學生認為
GCSE中文試程度太淺，未能配合他們的能力及升學就業需
要，所以當局決定擴闊非華語學生報考海外中文試資助範
圍，除現時的GCSE外，IGCSE、GCE AS-Level和GCE A-
Level 3個考評局有舉辦的海外中文試亦適用。

在新資助計劃下，非華語學生所要支付的考試費與其他本
地學生看齊，即他們只要付出等同文憑試中文科的540元費
用，即可報考該等原費用介乎1,100元至4,000元不等的海外中
文試，申請人毋須通過資產審查，而餘額由政府補貼。

只付540元餘額港府補貼
而針對經濟有困難的非華語學生，更可以540元水平，進一步申請考試

費半免或全免。當局會於立法會復會後向財委會申請撥款，期望有興趣的
非華語學生可在今年年底趕及報名參加明年的考試。

IVE非華語畢學生Jieldsen Sarino稱，自小就讀本地中文學校，但因家中
主要以英語和菲律賓語溝通，又欠缺補習老師幫助，中文成績一直欠佳，
他稱自己想學習中文，但無從入手，希望政府援助非華語生的需要。就讀
IVE旅遊及會議展覽高級文憑的Nastassia認為，香港大量旅客來自內地，
若有意在旅遊業發展，必先學好中文。一直支援少數族裔的融樂會，總幹
事王惠芬對當局新資助計劃表示歡迎，但認為局方長遠應考慮為非華語生
度身訂造本地中文公開試，才更切合其所需。

■「2012年度邵逸夫獎」得主，左起：馬克西姆．康采維奇、亞瑟．霍里奇、弗朗茲-烏

爾里奇．哈特爾、劉麗杏、大衛．朱維特。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邵逸夫獎理事會成員與行政長官伉儷合照。左起：譚尚渭、楊綱凱、梁唐青儀、梁振

英、楊振寧、馬臨、方逸華。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500位來自各界的嘉賓出席頒獎禮。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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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 獲獎者 獲獎原因

天文學獎 大衛．朱維特(David C Jewitt)、 表彰2人發現海王星以外的物體及描述

劉麗杏(Jane Luu) 其特性，為研究太陽系最初形成的過程

及追查短周期彗星的來源提供寶貴資料

生命科學與醫學獎 弗朗茲-烏爾里奇．哈特爾(Franz-Ulrich Hartl)、 表彰2人在解釋蛋白質折疊分子機制上

亞瑟．霍里奇(Arthur L Horwich) 的貢獻；確認順暢妥善的蛋白質折疊

過程，是維持正常細胞功能的必要條件

數學科學獎 馬克西姆．康采維奇(Maxim Kontsevich) 表彰他在代數、幾何和數學物理貢獻，

特別是形變量子化，Motivic積分和鏡像

對稱方面的開創性工作

資料來源：邵逸夫獎大會場刊及網頁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景熙

香港文匯報訊 中秋金多寶將於今晚9時15分截止投
注並攪珠。假如一注獨中頭獎，估計幸運兒有機會獲
8,000萬元獎金。

昨日已吸引不少市民到投注站碰運氣，料今日勢必
掀起投注發橫財熱。馬會的場外投注處將於今早11時
起開始服務。

據賽馬會紀錄顯示，歷年中秋金多寶的攪出號碼當
中，7號被攪出的次數最多，共9次；另外4個號碼，包
括9、15、28、40，亦各被攪出7次。

紀錄亦顯示，跑馬地藍塘道投注站及中環士丹利街
投注站，各曾售出兩張中秋金多寶頭獎獎券，其中前
者的兩票頭獎更同時在2007年售出，當年的每注獎金

高達2,000多萬元。在過去27年內，只有6年舉行的攪珠
無人中頭獎，故中秋金多寶是最易有人中頭獎的金多
寶。而近7次中秋金多寶，有3注是以複式中頭獎，其
中兩注更以8個號碼複式中獎。

今次是歷來派彩第二高紀錄，預料投注額相當可
觀，有助推高金多寶。今年初有幸運兒贏得逾8,600萬

元彩金，成為六合彩史上最高頭獎得主。巨獎當前，
勢吸引大批市民一碰運氣，馬會的場外投注處將於今
早11時起開始服務。為避免投注高峰期，有市民特意
於昨天投注。

在北角馬寶道投注站，曾誕生首次投注即中巨額頭
獎的「幸運阿星」，有市民稱因此慕名而來。在附近上
班的陳先生表示，會購買1張電腦飛碰碰運氣，「中就
中，唔中就算」。吳小姐則說與數名同事夾了數百元，
希望增加中獎幾率，「一旦中獎就齊齊開心！」

今年初曾有幸運兒贏取逾8,000萬元彩金，成為六合
彩有史以來最高頭獎的得主。

今晚金多寶8,000萬等你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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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擴大資助非華語學生報考3個程度較深的海外中文考

試。 香港文匯報記者馮晉研 攝

■張明敏希

望家長勿剝

削子女學習

的權利，讓

他們深入了

解自己的國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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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思諾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