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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反對派陣營為爭「政治議

題」，「本土自決派」早前開

始提出要討論「香港2047年

後的前途問題」云云。基本法

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表示，香

港回歸已經20周年，「一國

兩制」成功落實，並達至順利

過渡，現時考慮2047年後的

問題未免太早，因為內地與香

港社會發展很快，未來發展難

以預見。她強調，最重要毋忘

初衷，初衷所指就是「一國兩

制」如何出現，主要為了國家

統一、領土完整和維持香港穩

定繁榮。她指，回歸已是事

實，2047年後的討論，亦只

會是維持「一國兩制」，或變

成「一國一制」。

2047後「一國」原則不會變
梁愛詩：回歸已是事實 不可能重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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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深信信「「中國人的未來在中國中國人的未來在中國」」成就醫學界翹楚成就醫學界翹楚

盧
煜
明
：

九七回流做科研九七回流做科研
事業人生攀新峰事業人生攀新峰

九七回歸為香港社會帶來不同形式的機遇與挑戰九七回歸為香港社會帶來不同形式的機遇與挑戰。。對於中文大學醫對於中文大學醫

學院副院長學院副院長（（研究研究））盧煜明來說盧煜明來說，，19971997年同樣是其人生轉折點年同樣是其人生轉折點。。當年當年

11月他放棄了英國牛津大學的教席回流香港月他放棄了英國牛津大學的教席回流香港，，在科研配套未完善的刻在科研配套未完善的刻

苦環境下苦環境下，，卻啟發他於同年發表了孕婦血漿檢測胎兒卻啟發他於同年發表了孕婦血漿檢測胎兒DNADNA的研究的研究，，自自

此開展事業高峰此開展事業高峰，，更成為有機會問鼎諾貝爾獎的頂尖學者更成為有機會問鼎諾貝爾獎的頂尖學者。。回想當初回想當初，，他坦言只因深信他坦言只因深信「「中國人的中國人的

未來應在中國未來應在中國」，」，一念之間一念之間，，成就本港科研翹楚成就本港科研翹楚。。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姜嘉軒

1997 年 香 港 回
歸，舉世矚目。盧
煜明回想起當年，
亦有在家中看電視
直播見證歷史一
刻，對政權交接儀
式種種情景很是難

忘。他又提到，當時發現
外國媒體有關回歸的報道
都焦點刻畫一種令人憂心
的氛圍，與自己在港親身
感受大有不同。
盧煜明憶述，當年返港

不久的他注意到，本地傳
媒與外國媒體就回歸報道
採取了截然不同的取態，
「當刻我同時在觀看西方
媒體報道，發現他們的報
道取向跟我們大有不
同」，譬如他們會將焦點
集中在解放軍駐港部隊來
港一刻，「拍得好像是一
件讓人擔心的問題一
般。」
他表示，然而，當時香

港社會不少人正熱烈慶
祝，西方媒體報道的並不
反映現實情況。「這個觀
察我有了更深體會，觀看
報道之餘亦不忘要獨立思
考，考量傳媒呈現出來的
畫面是否準確。」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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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煜明早前獲得「未來科學大
獎—生命科學獎」並致辭。

受訪者供圖

■■盧煜明早前獲獎時，難得親友都能到場見證。 受訪者供圖

■■盧煜明憑藉盧煜明憑藉「「在無創產前胎兒基在無創產前胎兒基
因檢查方面的開拓性貢獻因檢查方面的開拓性貢獻」」奪得首奪得首
屆未來科學大獎屆未來科學大獎——生命科學獎生命科學獎。。

回歸前部分港人曾因感到前景不明而出現
「移民潮」，但自中學畢業後即往英國

留學及投身科研十多年的盧煜明卻反其道而
行，在1997年1月毅然放棄牛津教席與太太
一同回流香港，加入中大開始人生新一章。

科研成果惠億計孕婦胎兒

回港後，盧煜明同年發表了《母親血漿中
胎兒核酸的探索與應用》論文，成為無創
DNA檢測的奠基人。他與團隊後來研發了唐
氏綜合症的無創產前檢驗方法，已被全球九
十多個國家廣泛採用，將尖端科研推廣至可
讓數以億計孕婦受惠的臨床診斷層面，為醫
學界的重大突破。

另外，他亦與團隊成功破解胎兒全基因組
圖譜，以及早預測多種遺傳病，並將技術推
展到多種癌症檢測。其研究成果多年來屢獲
國際殊榮，包括去年中國首頒的「未來科學
大獎—生命科學獎」，以及被視為諾貝爾獎
預測指標的「湯森路透引文桂冠獎–化
學」，躋身全球科研頂尖。
「我跟太太都在香港土生土長，一直都覺
得未來是在中國，也希望能利用自己所學，在
港培育年輕一代科研人才。」20年前，盧煜
明決定回流的原因非常簡單直接，不過當中還
是有很多現實考慮，「譬如香港研究經費多
少、科研環境如何，這些都是充滿着未知
數」，但他笑言當時還算年輕，仍有本錢放手
一搏，加上有見世界經濟發展逐漸東移，深信
這裡機遇處處，結果亦證明事實如此。
另一方面，九七前的「移民潮」亦成為促
成他回港的關鍵之一，「當時香港多所大學
均出現空缺，這對我而言反而是個契機。」
盧煜明又提到，回港翌年亞洲金融風暴出
現，大學長工教席亦因經濟衝擊而減少，假
如自己沒有在1997年及時回港，下一次機會
恐怕遙遙無期，今天回看，亦可能是冥冥中

自有主宰。
盧煜明憶述，返港初期確有過不少適應問
題，例如剛回港時要跟父母同住，居住空間
與在英國差天共地，笑言不太習慣。
他又提到，當年香港科研設備及人手支援

都不太充足，自己最初只有一名助手，加一
張6呎寬工作枱，很多時候都要親力親為，
坦言比較辛苦。

見證港科研路 全社會漸重視
不過，他亦認為，正因有着這些轉變，才
會啟發他對研究有了全新想法，成就有關母
親血漿DNA測胎兒研究，形容九七回歸年
確是自己的人生轉折點。
返港20年，盧煜明見證了香港科研不斷發
展，政府及社會都開始重視，「1999年設立
創新及科技基金，2003年SARS爆發也讓更
多善長明白投資科研有助醫療發展；還有配
對補助金、研資局的不同資助、科學園發展
等等，都為科研界帶來不同協助與支持。」
他強調，香港科研路仍要努力才能追上
世界領先地區，期望這個良好勢頭能延續
下去。

梁愛詩昨日出席一個電台節目表
示，香港回歸20年，「一國兩

制」得以成功落實，雖然有部分人士
擔心，「一國兩制」「變形、走
樣」，但她個人認為，香港仍是很自
由的地方，人權自由更較港英時期有
很大的改善，例如過往的警監會並非
獨立運作，而現在的監警會就獨立於
警隊之外，同時更成立了婦女事務委
員會等委員會。回歸以來，香港發生
了很多好事情，但大家並沒有仔細去
看，只會覺得社會很紛亂。

不應單看衝擊 應看如何應對
她強調，外界不應單方面看香港正
要面對多少的衝擊，而應仔細看香港
如何應對社會上的問題和衝擊。
梁愛詩又指，回歸以來，香港面對

很多事，但並沒有影響到香港的基本
制度，特區政府亦十分廉潔、有效
率。她形容，香港現時面對的問題是
「階段性的問題」。對於近期有「本
土及自決派」提出需要重新討論香港
在2047年後的何去何從，梁愛詩認

為，無可能「重新討論」，因為回歸
已成事實，只能選擇「一國兩制」或
「一國一制」。

強調毋忘「一國兩制」初衷
她強調，大家須毋忘初衷，即是

「一國兩制」的出現，主要為了國家
統一、領土完整，以及香港的繁榮安
定，亦考慮了歷史問題及實際情況，
就算到了2047年，中央亦會從「初
衷」的方向考慮問題。
她重申，2047年後「一國」原則不
會改變，「不會像有些人提及重新來
過，（香港）不在『一國』之內，這
是不可能的。」
她又解釋，中央對港政策被指收

緊，是因為回歸初期，雙方對事情掌
握不足夠，對於不清楚的事，中央便
放手讓香港自行解決，但隨着兩地關
係更密切，自會出現不同意見或矛
盾。若要解決兩地之間的問題，辦法
就是要回歸基本法的條文，包括是否
有越權，若果並無越權的話，當考慮
如何處理問題時，是否可以做得更

好。

行政立法大和解再傾政改
梁愛詩表示，上次政改未有認真地

看如何在全國人大常委會「8．31」
決定框架下發展，對此感到可惜。
她指，當時反對派堅持公民提名，

若重啟政改的話，亦希望反對派可以
放下這個堅持，找出大家均能接受的
方法，否則，仍無法達到三分之二的
共識，嘈吵一輪後仍然不會有結果。
她希望立法會可以先順利議事，與政
府多合作少對抗，新一屆政府可以與
立法會有大和解，尋找合作空間，其
後再看政改的問題。
對於早前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

德江到澳門視察，大讚澳門落實中央
全面管治權，被視為向香港放話。梁
愛詩認為，基本法已寫明香港特別行
政區是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中央
係咪有全面管治權？」
她批評，有人說中央違反「一國兩

制」或干預香港事務，很多時候全因
為沒有看清楚基本法的內容。

特區政府預計，廣深港
高鐵香港段可望在明年第
三季通車。然而直到目前

為止，「一地兩檢」的問題仍在討論當中。
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指，有部分港人
擔憂高鐵「一地兩檢」會引起跨境執法問
題，這種見解未免過慮。梁更形容，提出這
種理論者，只是尋找理由阻礙香港發展。假
若實行「兩地兩檢」，便無法發揮高鐵的作
用，而西九龍總站亦是以「一地兩檢」為概
念，若不能做到「一地兩檢」的話，便應把
整個站炸掉重新規劃，白白花費了逾800億
元，屆時如何向市民交代。
梁愛詩昨日出席一個電台節目，談及高鐵

「一地兩檢」問題時。她提到，高鐵若「兩
地兩檢」的話，即令高鐵列車的設計，從起
步及到站前無法全速前進，更無法發揮高鐵
的作用。如果在過關時要下車，之後再上
車，倒不如直接到深圳才乘坐高鐵。
況且，高鐵的問題非「今日諗出來」，高
鐵站的設計，最初也是用「一地兩檢」的概
念去興建，高鐵若不能做到「一地兩檢」，
不如將整個車站重新規劃，「建設整個西九
站，亦都是以此（『一地兩檢』）去興建，
所以如果西九不能做『一地兩檢』是白費
的，你就要炸毀它重新造一個」，「點向市
民交代呢800幾億（元）係白花咗。」

另外，梁愛詩表示，基本法的確沒有訂明
高鐵站「應該點做」，而回歸20年以來，確
實有很多具體事務在基本法內沒有寫明，但
既然香港能與其他國家簽訂協議，為何不能
在兩地互惠下，與內地政府協議實施「一地
兩檢」的安排，「點解唔可以咁做呢？」

「一地兩檢」無損「一國兩制」
她提出，法律應該為人服務，而非阻礙發

展。而「一地兩檢」不會破壞「一國兩制」
和高度自治，因「香港有權Say No，可以話
唔要，但如果你話唔要，你咪向市民解釋花
咗咁多錢之後，做咗咁多設計之後，你話你
唔要囉！」

執法權力界限 政府會把關
梁愛詩亦認為，現時對跨境執法的問題存

在過慮，而對於有意見提到，「上嘅時候無
問題，落車嘅時候如果係犯咗當地嘅法律，
會唔會受到當地嘅法律制裁呢？」
她指，「一地兩檢」並非跨境執法問題，
而是「自己攞啲理由出嚟，阻住香港發
展」，加上中央政府並無強迫香港興建高
鐵，香港有權選擇是否接受，在執法互助方
面有很多可合作的地方。至於權力界限，她
相信特區政府會作出把關。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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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愛詩昨
日接受電台
訪問。

■■高鐵西九龍總站主體結構工程高鐵西九龍總站主體結構工程。。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