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子
優）香港大學首位華人校長黃麗
松日前離世，國務院港澳辦公室
昨日發唁電深表哀悼，並向其親
屬致以慰問。港澳辦讚揚，黃麗
松畢生致力於香港高等教育事業
發展，成就卓越，桃李滿天下；
其曾任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
草委員會委員、諮詢委員會副主
任，用心盡責，建言良多，為香
港回歸祖國作出重要貢獻，其愛
國愛港精神值得永遠懷念。

港澳辦發唁電
哀悼黃麗松

■黃麗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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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槎基金會昨日舉行年度典禮，頒發多個
科研獎項表揚10名不同領域優秀學者

（見表）。其中，張曉東獲頒專門表揚科學
界明日之星的「裘槎前瞻科研大獎」，未來5
年獲500萬元基金作持續科研創新嘗試。

解DNA密碼 探索分子機理
張曉東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分享
了他的科研路經歷。他憶述，自己於2006年
博士畢業前，一直主要從事以電腦程式破解
DNA密碼的項目，但在過程中發現，幹細胞
再生及分裂的奇妙現象，故此決定由零開
始，探索幹細胞分子機理。
張曉東的研究領域，涉及成體幹細胞生物
學及組織再生過程的基礎分子科學，而肌肉
為其主要研究系統平台。他提到，成年人的
肌肉細胞不會再分裂，導致進入老年期時，

肌肉出現衰老現象，收縮及激活能力同時降
低，影響活動能力，為生物衰老及人口老化
的典型挑戰。他率領的團隊和實驗室，便針
對肌肉幹細胞的「靜息態（quiescence）」，
於分子層面剖析有關的信號通道及調控，希
望破解幹細胞衰老與組織再生的作用及關
係。
張曉東說，團隊目前的研究基礎在於培植
幹細胞，並成功在老鼠實驗中激活年老的幹
細胞，將其返老還童，回復「靜息態
（quiescence）」可望增強再生能力，從而讓
肌肉更易重組。

擬研究5年 盼治肌萎症
他表示，計劃利用5年時間探索3個有關肌

肉細胞的研究理論層面：一、如何在肌肉中
眾多的幹細胞裡尋找出年老的幹細胞；二、

分別研究年輕及年老的幹細胞，研究當中的
蛋白質及RNA核糖核酸中的基因排列，探討
當中如何影響幹細胞的變化；三、爭取將老
鼠實驗的成果應用及體現到人體上，但他坦
言不是易事。如能做到，對肌肉撕裂及肌肉
萎縮症的治療將有莫大幫助。

冀紓人口老化醫療需求
至於其實驗室的長遠目標，則是藉幹細胞
研究的分子機理，破解衰老過程如何減弱組
織再生能力，並在有關基礎上開發針對與衰
老有關的再生藥物。張曉東說，研究將專注
尋找嶄新方法對抗衰老所致疾病，以紓緩因
人口老化而帶來的醫療服務需求。
張曉東又表示，幹細胞屬生命科學及醫學

界的熱門課題，期望利用是次獲獎基金，支
援更多博士後及研究生討論相關議題，同時
亦會添置新儀器及實驗老鼠。他表示，培育
實驗老鼠的過程複雜，要花上不少金錢和時
間去飼養，始能達到合適的實驗條件，如能
有充足資金直接從外國訂購，可望提升研究
的效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穎宜）文憑試英文卷三聆
聽及綜合能力試卷昨早開考，因應上月底中文聆聽卷
直播錄音時有「疊聲」而被投訴，不少考生昨日都特
別關注「音質」。為了確保收音清晰，個別考生更使
出「奇招」，例如帶備體積較大的所謂「攻擊型」收
音機應考，其天線有近半個人的高度。不過，亦有考
生坦言試場接收訊號持續欠佳，早段不時出現「沙
聲」，要即時舉手要求調到特別室應考；甚至有考生
指，聆聽第一部分接收到與考試無關的英語說話聲
音，但為免錯過部分內容而失分，故沒有要求到特別
室應考。
位於北角寶馬山道的蘇浙公學是今屆文憑試的其中

一個試場。不少考生在上月底於同一試場應考中文聆
聽卷時，都表示出現「疊聲」而影響表現，令昨日應
考英文卷三聆聽及綜合能力試的考生特別緊張，怕又
再遇到相同問題。
需到特別室應考的李同學表示，試前測試訊號接收

時並無問題，但剛開考便發現有「沙聲」，甚感奇怪
亦難以聆聽，故立即要求轉到特別室應考，他坦言當
時心裡很慌張。他指，當時有數名考生一起跑到特別
室繼續考試。

聽到無關聲音 怕失分「焗考」
另一考生林同學亦表示，接收錄音時受到干擾，甚至聽到與考
試內容明顯無關的英語說話聲音。「但因為已開考，又擔心走到
特別室會聽不到部分內容而失分，所以沒有要求到特別室（應
考）。」他坦言擔心會影響成績，會向考評局反映問題，希望當
局認真處理問題。
對於考試內容，考生楊同學表示，問題類型多了長題目，需要
好好控制作答時間。他又指，自己的程度介乎第三級至第四級，
故此選答了較難的B2部分，「因B1始終只得第四級成績，會較
為蝕底。」
李求恩紀念中學英文老師石妙珊認為，今年試卷的程度較淺，

主要考核考生篩選資料的能力。她認為有關音樂的文化題材都是
學生所熟悉的，「當中提到的Lady Gaga及Jazz Music，相信學
生都有一定的認識。」綜合能力方面，考卷要求考生撰寫電郵、
日程表、人物簡介及短文章都屬學校課程的範圍內，不難應付。
另外，她指監考時，留意到不少學生準備充足，「帶備兩部收

音機應考」，而她監考的試場合共有197人應考，當中有17人需
要前往特別室應考。

考評局加強監察：沒異常
對於有考生指英文聆聽卷又出現問題，考評局表示，已加強監

察廣播，「整體考試運作順利，並沒有異常情況。」考評局又指
出，根據北角蘇浙公學的試場主任報告，該試場接收大致良好，
共有19名考生因接收問題需往特別室應考。香港電台發言人則
表示，「昨日整個播放過程，監聽完全正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穎宜）香港雙職家庭情況普遍，父母
均外出工作，照顧子女的責任就會落在外傭或長輩的身上。有調
查發現，六成的雙職家長曾與子女的照顧者發生衝突，照顧者態
度和管教方式令家長憂慮。提到與子女的關係，若以滿分為5
分，有近三成雙職家長自評不合格的1分至2分，而當子女年齡
愈大，其親子關係不理想的情況愈明顯。學者鼓勵家長可先與照
顧者商量管教孩子的方法，事事有商有量。

管教分歧 六成曾與「保母」衝突
香港家庭教育學院於本月2日至8日，透過全港隨機電話訪

問，成功訪問了517名幼稚園及小學家長。其中有28%為幼稚園
家長，其餘的是小學家長。調查顯示，雙職家庭子女的照顧者，
主要為祖父母或外公外婆（33.8%）、其次為外傭（32.9%）及
交由托管中心或補習社等照顧（25.3%）。
根據昨日公布的調查結果發現，有六成受訪的雙職家長，曾與
子女的照顧者發生衝突，當中三成更經常鬧不和，每個月會發生
兩次或以上的衝突。調查發現，衝突主因在於對孩子的起居生活
（42.7%）及孩子的行為管理（45.5%）上，出現不同意見。其
中，近兩成雙職家長與照顧者的衝突問題沒有解決，情況值得關
注。
在管教子女問題上，受訪家長自評與子女的關係評分，近三成
雙職家長自評與子女關係不合格，以5分為滿分，只得1分至2
分，而當子女年齡愈大，親子關係不理想的情況愈明顯。
香港家庭教育學院總監狄志遠認為，家長與照顧者的分歧愈

多，衝突愈大，會破壞「合作關係」，故鼓勵雙方好好商量管教
孩子的方法，讓照顧者配合孩子生活的規律，實踐健康的生活作
息時間表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穎宜）肝癌是香港
第三號癌症殺手，死亡率高達七成。現時的
治療方法在於為患者進行化療或靶向治療，
但仍有擴散及抗藥性的風險。為了更針對性
尋找合適的標靶藥物及減低抗藥性，港大李
嘉誠醫學院解剖學系助理教授馬桂宜，與團
隊着力研究肝癌幹細胞CD133，發現該細胞
為重要的癌病變記號，藉此闡明多個主要的
信號傳遞路徑。該突破性發現，令馬桂宜成
為2014年度「裘槎前瞻科研大獎」得主，並
在昨日獲頒獎項。

祖父母癌逝 馬桂宜立志攻克
70後年輕學者馬桂宜的祖父母，均是因癌
病病逝，故她立志要攻克癌症，期望藉着研
究找出癌症機理，幫助病人接受針對性治
療。她指出，癌症幹細胞跟普通幹細胞都有

共同特徵，包括自我更新及分化能力。「癌
症幹細胞猶如根部，要完全殺滅才能令癌症
痊癒，否則癌症幹細胞會支配癌症，使其加
速惡發。」

CD133比例愈高 存活率低
馬桂宜於2005年開始研究肝癌的機理，10

年間，她及研究團隊發現了肝癌幹細胞
CD133是重要的癌病變記號。若體內出現不
受控信號通道，會使癌細胞不斷生長，亦會
令其抗藥性變強，到時連化療都會失去作
用。
馬桂宜的研究結果，適用於測檢患肝癌病

人的復發機會和抗藥性的高低。研究過程
中，馬桂宜發現100個肝癌病人中，有九成
人體內都找到CD133的存在，各人被驗出的
CD133成份各異，由1%至30%不等。數據

顯示，CD133的比例愈高，病人的存活率就
偏低。
提到研究過程的困難與挑戰，馬桂宜指研

究要爭分奪秒，「我們需要配合醫護人員，
於病人手術過程中抽取肝組織，為免組織受
到污染及未能生長，研究要隨即進行。」她
表示，有時要晚上七八時才開始研究，做到
半夜，甚至通宵達旦去完成。
對於獲得「裘槎前瞻科研大獎」，5年獲
得500萬元的研究經費。馬桂宜表示，團隊
未來可以作出大膽嘗試，不用擔心資金短絀
的問題，故稍後會擴展現時的八人團隊，亦
會特別於美國訂購基因改造的老鼠，方便日
後的研究。若有進一步的研究成果，會考慮
申請專利及與藥廠合作，但她坦言，現時屬
於基礎醫療研究，預計最少10年才可研究出
針對性的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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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文 匯 報 訊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記者 李穎宜李穎宜））返返

老還童是人類千古老還童是人類千古

願望願望，，日益先進的日益先進的

幹細胞技術被視為幹細胞技術被視為

讓願望成真的關鍵讓願望成真的關鍵。。香港科技大學香港科技大學

理學院生命科學部助理教授張曉理學院生命科學部助理教授張曉

東東 ，， 針 對 肌 肉 成 體 幹 細 胞針 對 肌 肉 成 體 幹 細 胞

（（somatic stem cellsomatic stem cell））分子層面的分子層面的

調控調控，，探討激活衰老的肌肉探討激活衰老的肌肉，，成功成功

於老鼠實驗上將幹細胞返老還童於老鼠實驗上將幹細胞返老還童，，

有望提高肌肉組織再生能力有望提高肌肉組織再生能力。。相關相關

研究除有機會幫助肌肉撕裂患者重研究除有機會幫助肌肉撕裂患者重

組肌肉及治療肌肉萎縮症外組肌肉及治療肌肉萎縮症外，，如長如長

遠能進一步揭示幹細胞再生及衰老遠能進一步揭示幹細胞再生及衰老

的分子機理的分子機理，，更可為開發抗衰老的更可為開發抗衰老的

再生藥物帶來重大啟示再生藥物帶來重大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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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職家長悲歌
子女愈大「愈不親」

CD133幹細胞——癌病變「信號」

「裘槎前瞻科研大獎2014」：
港大解剖學系助理教授馬桂宜

「裘槎前瞻科研大獎2015」：
科大生命科學部助理教授張曉東
科大物理系助理教授羅錦團、
港大物理學系助理教授張世忠（共享獎項）

「裘槎優秀科研者獎2015」：
港大李嘉誠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院副教授高本恩
中大卓敏生命科學教授兼卓越研究領域細胞器生
物合成和功能研究中心主任姜里文
城大生物及化學系教授羅錦榮
港大李嘉誠醫學院生物化學系教授周中軍

「裘槎優秀醫學科研者獎2015」：
港大李嘉誠醫學院病理學系臨床教授邱瑋璇
港大李嘉誠醫學院微生物學系系主任及臨床
教授胡釗逸

資料來源：裘槎基金會
製表：記者 李穎宜

十位獲獎學者名單

■■張曉東主力研究肌肉成體幹細張曉東主力研究肌肉成體幹細
胞胞，，探討如何激活衰老的肌肉探討如何激活衰老的肌肉，，
將幹細胞返老還童將幹細胞返老還童。。 李穎宜李穎宜攝攝

■癌症幹細胞是馬桂宜及其團隊
主要針對的研究目標。

馬桂宜實驗室網頁供圖

■李同學對受
干擾感慌張。

李穎宜攝

■林同學憂成
績受影響。

李穎宜攝

■楊同學稱多
了長題目。

李穎宜攝

■■裘槎基金會昨舉行頒獎典禮，
由財政司司長曾俊華（中）主
禮，向10位優秀學者頒獎。在
典禮開始前，出席嘉賓特別為日
前離世的港大前校長暨裘槎基金
會創會兼永久會員黃麗松默哀一
分鐘致意。 裘槎基金會供圖

■■馬桂宜及研究團馬桂宜及研究團
隊 發 現 幹 細 胞隊 發 現 幹 細 胞
CDCD133133 為肝癌的為肝癌的
重要功能記號重要功能記號。。

李穎宜李穎宜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