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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歲愛上數學 熱情古稀不變
英學者指數學出路多 有學生助電影製「朱古力河」

數學對不少人來說均深奧莫測，但在英國牛津大學Savilian幾何

學講座教授奈傑爾．希欽（Nigel J Hitchin）眼中，卻有其美妙之

處，既是與人溝通的「語言」，當中的深奧更是推動他研究的一股

動力。年屆70歲的他上星期獲頒本年度邵逸夫獎數學科學獎，近日

他在香港接受訪問時分享指，學習數學的學生，應要多思考自己的能力及興趣，想想是否以研究作為事業生涯，過往他曾

有博士生結合數學方程式創業設立電腦軟件公司，協助電影《朱古力獎門人》製作電腦圖像，說明了「數學可以解決問

題，當然也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發展。」 ■記者鄭伊莎

談到辯論，大家對辯論有着不同的
想像和理解。在此，我無意抹殺大家
腦海中有關辯論的負面記憶，也不想
片面誇大辯論的積極因素。作為一個
擁有6年辯論經驗、在國際上獲得過些

許認可的過來人，我只想談談我心目中辯論的價值，向各
位還原一個真實的辯論。
最簡單直觀的價值，自然是語言表達能力的提升。辯論
準備過程需要我們不斷雕琢語言，用華麗的辭藻、精妙的
比喻、凝練的語句闡述己方立場，反駁對方觀點；辯論上
場發揮則需要我們在對方步步緊迫的盤問下應對自如，在
對方招式凌厲的攻訐下輾轉騰挪。
很多沒有受過辯論訓練的人，往往只能乾癟苦澀地告訴
別人自己的觀點是什麼，而無法通過類比、排比等語言技
巧，清晰完整地闡述自己想法背後的緣由，進而打動他
人。語言效率和交流成本因而大增。經過長期辯論學習和

鍛煉，仔細打磨語言，反覆錘煉表達，我們與他人的溝通
交流就會更清晰明確、生動有趣。
會說話，自然是好事。但有些人會擔心，辯論會讓人變
得牙尖嘴利、強詞奪理，「強詞奪理」其實不是辯論有可
能帶來的風險；恰巧是辯論想要解決的問題。

閱千家理論 根治「空洞無物」
首先，辯論的「論」就是要求辯論員翻閱海量資料，閱
讀千家理論，建構符合事實依據、能夠自圓其說的論點。
沒有「過硬」論點，在辯論場上將「潰不成軍」。所以，
辯論員的詞不用「強」、不用「奪」，辯論機智要求我們
必須有詞有理。辯論想要根治的也正是那些「空洞無
物」、「胡說八道」的病。

站在聽眾角度 喚起內心認同
再者，辯論目的是說服台下聽眾。我們需要站在聽眾角

度，選擇聽眾能夠接受的表達方式闡述道理。相同的意思，
用不同的角度闡述，可能產生不一樣的效果。譬如，生活
中，父母認為孩子長時間打機不好，希望勸孩子少打遊戲。
有的父母會說「你都這麼大了，自制力還這麼差，不要打機
了」；有的父母可能就會說「老打機傷眼睛，對身體不好。
適當的娛樂沒有問題，但要注意節制」。同樣希望孩子少打
遊戲，說的都很清楚明白，但是前者的語句可能激起孩子反
叛情緒；後者言辭則會喚起孩子內心的認同。
說白了，「牙尖嘴利」、「強詞奪理」這樣負面的印

象，往往是由於自己沒有道理，或者說話角度無法獲得聽
眾認同，但仍舊強迫他人接受自己。辯
論正是要教會我們「將心比心」站在聽
眾角度，用他們能夠接受的表達方式闡
述道理，獲得他們內心的認同。
表達是深刻但卻關乎每個人日常生

活的學問。辯論研習表達之道，讓我
們「會說話，說好話」。

■孟佳聰 中華思辯學會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辯論「將心比心」非「強詞奪理」

特區政府近年大力推動創新科技，大
學角色尤其重要。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
認為，創科不能一蹴而就，「創科不是
『今天做，明天有』」，但現時大學獲
教資會資助的研究項目，不少須於一兩
年內提交研究結果，學者為了提交研究

報告而趕時間，影響研究成效，認為政府應延
長項目資助時期。他又指，香港最大工業是房
地產，人才對創新科技興趣不大，是推動創科
最大困難之一。
沈祖堯近日接受《灼見名家》訪問，分享對

創科的意見。他表示，科學為人服務，改善人
的生活質素，因此大學既要讓學生認識科技，
更要培訓學生在4年大學生活裡，學習以知識改

善人類生活為依歸，包括從教研入手，讓學生
掌握知識、有初步概念，並提供訓練及協助。
他舉例指，如學生對創業有興趣，大學可邀請
校友教他們寫計劃書，掌握市場脈搏。

嘆港大學研究費長期無調整
他認為，香港科研優勢在於人才充沛，有不

少本地或外地回流的傑出人才。不過，他慨嘆
近年內地、新加坡、韓國等周邊科研競爭力迅
速提升時，香港競爭力卻在下降，「當其他地
區在不斷增加撥款，香港的大學研究經費已有
頗長時間沒有調整。」以大學為例，清華大學
研究撥款已超過中大四倍有多。
要發展創科，沈祖堯認為大學、政府及商界

均有其重要性，以由內地科學界及企業界共同
設立的「未來科學大獎」為例，旨在表揚具原
創及具巨大國際影響的研究項目，「但香港沒
有大型企業資助科研經費，單靠政府撥款，難
以有力推動創科發展」。

倡另聘學者增與業界協作
大學層面方面，他建議教資會撥款時考慮研

究項目對社會貢獻、經濟和社會效益等，而非
只計算教授的論文數量。他又建議，政府可考
慮撥款由大學聘請另一批教授，專注於創科研
究與企業合作的項目上，以加強與業界的緊密
協作，亦應與周邊地區配合，互補優勢。

■記者 鄭伊莎

延長資助創科「趕交貨」損成效
校
長
之
言

明愛元朗
陳震夏中學
早前於該校
禮堂舉行開
學典禮，該

校校監楊錦泉讚許同學近年於
學業成績及比賽活動表現持續
進步，令人鼓舞，訓勉同學要
珍惜時間，面對挑戰，並抓緊
學習機會，立定志向積極奮
鬥。
當日的開學典禮先由全校師

生一起唱國歌及舉行升國旗儀
式，繼而頌唱校歌及進台詠。
本學年正式履新的校長歐陽麗
琼表示，期望學生要跟老師好
好學習，並與同學分享學習經
歷，又寄語指學業的進步貴乎
累積，貴乎堅持，勸勉學生不
要奢望一步登天，透過建立學
習常規，訂立好目標及方案，
養成習慣力求每天進步一點
點，滴水穿石，最終會成為很
大的力量。 ■記者 高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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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愛元朗陳震夏中學早前舉
行開學禮。 學校供圖

過去50年來希欽在幾何學、表示論和理論物理學
領域，引入了很多重要的理論及數論基本工

具，改變了幾何學和相關領域的發展，更激發了其他
數學家的研究工作，影響深遠，亦因此而獲得邵逸夫
數學獎。

愈鑽研愈不懂 更有動力學習
事實上，他亦被譽為近代最有影響力的幾何學家之
一，最廣為人知的成就是建立了一類代數可積系
統——「希欽纖維化」，成為幾何學的基本研究對
象。這一系統可化為實際的方程式，有助數學家在此
基礎上，作進一步演算。其中，曾獲頒數學界諾貝爾
「菲爾茲獎」的越南數學家吳寶珠，便引用「希欽纖
維化」作為數論工作的基礎，令他突破樽頸成功奪

獎。
對於這些重要的貢獻，希欽坦言：「當我研究得愈
深，就會發現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很想知道前面到
底有什麼呢？令自己更有動力去學習。」
「例如可積系統，當時沒有想像過與數學有關，

只是因為好奇心驅使我去發掘更多。」
數學之美，並非人人能理解，希欽笑言自己之所以

「逃不出」數學，是因為他在12歲時，受老師鼓勵
努力學數學，而解難的過程中獲得滿足感，令他愛上
數學，結下不解緣，「在16歲、17歲時，曾經猶豫
過要不要讀工程，但回望了多年來的學習，還是選擇
了讀數學。」
不過，學生若要以研究數學為事業生涯，他坦言

是有危機的，「他們要退後一步想想自己是否真的

想做研究？這個方向對嗎？其實我的學生畢業後，
都有不同的發展。」他在劍橋大學任教時有一名博
士生，在離開校園六七年後，向他發電郵提到於畢
業後開設了一間電腦軟件公司，專門設計電腦圖
像，「他利用數學方程式，協助電影《朱古力獎門
人》（Charlie and the Chocolate Factory）製作了一
條朱古力河的電影畫面。所以說，這要視乎學生的
能力及興趣，數學可以解決問題，當然也可以有很
多不同的發展。」

退而不休續夥學者研數
今年已70歲的希欽即將退休，但他對數學的熱情從

未減卻，故會退而不休，與其他數學學者繼續鑽研，「當
沒有人再聽我（的研究與分享）時，我才會停止。」

■奈傑爾．希欽在幾何學、表示論和理論物理學領域，貢獻良
多，令他近日獲頒本年度邵逸夫獎數學科學獎。 鄭伊莎攝

■沈祖堯認為，創科不能一蹴而
就，政府應延長大學研究項目的
資助時期。 資料圖片

邵逸夫獎︰數學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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