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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香港大學本年度共有6名學生入選「研資局─富布

萊特（香港）青年學人計劃」，可前往美國多所大學從事半年至十個月的學術研

究及交流，每人每月將獲得1,600美元（約12,480港元）資助。其中末代會考十

優狀元姚詩韻，現已成為醫學博士研究生，致力探尋「膽管閉鎖症」成因；唐蘇

勤則是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博士研究生，她會集中於喪親及哀傷適應相關的

課題，各自為人類的身心問題而努力。

6港生赴美研人類身心奧秘
每人每月獲12480元資助 末代十優狀元盼攻克「膽管閉鎖」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何玉瑩）世
界綠色組織一直鼓勵港人多步行，少使
用交通工具。然而，2017年香港人步行
習慣調查結果顯示，願意因環保而步行
不搭車的市民比去年少近一成半，初步
估計與天氣因素有關。同時，調查亦顯
示香港人對步行缺乏認知，並不知道步
行也是運動的一種。為推行步行，組織
現考慮參照外國建立適合香港的「綠色
步行指數」，期望將香港推動成步行城
市。

港人少做運動 逾三成不達標
是次調查於本年7月及8月進行，訪問
了約500名香港市民，發現雖然七成受訪
者願意因環保而不搭車，但相比起去年

的八成半減少接近一成半，而且超過三
成的受訪者未能達到一般運動指標。世
界綠色組織發言人表示，這可能由於近
期頻密出現極端天氣及空氣質素變差，
導致市民不喜步行。他認為，市民少做
運動，可能是因為他們不清楚步行是運
動的一種，只注重步行的功能性，例如
只在上下班時走路。他表示，政府的運
動宣傳消息也極少用步行作例子，忽略
了步行這種門檻低且老少咸宜的運動。
另外調查亦顯示男性較女性願意步

行。近四成男性受訪者一周有5日至7日
步行至少超過30分鐘，而女性只有不足
兩成。女性選擇不步行的原因超過一半
是受天氣影響，認為天氣炎熱而且空氣
質素差，步行會使她們身體不適。而普

遍市民都只會在不趕時間的情況下以步
行消磨時間，但並沒有將步行視作是運
動的一種。
早前施政報告曾提及要致力使香港成

為步行城市，世界綠色組織行政總裁余
遠騁表示組織考慮引入外國Walk score步
行分數的概念，以評定各區的方便步行
及適宜居住程度。
他指出組織希望按照香港的情況，發

展一套綠色步行指數，提出十大指標去
計算各區的綠色步行分數，例如空氣質
素、噪音污染、綠化程度等多項指標去
衡量適合散步的地方，為市民提供一個
參考指標，以及提供客觀標準以助建立
環保地區，從而將香港打造成步行城
市。

不知步行算運動 港人嫌天熱懶得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香港回歸祖
國20周年，不少青少年積極透過不同活動
加深對基本法的認識，努力了解國家最新發
展。本月中旬，逾80名香港中學師生及北
京青年參加由新界校長會與北京市東城團區
委聯合主辦的「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
全港中學基本法校際問答大賽獲獎選手『北
京之旅』暨『青年襄舉中國夢．兩地共譜復
興篇』2017年京港青少年交流活動」，一
連5天在京參觀交流。
眾多港生表示此行親身見識體會到祖國
的發展變化，提高了對國家的認同感、自
豪感，而通過基本法專家講座，確切加深
了對基本法及港人身份和責任的了解。
是次交流團本月9日抵京，成員由「慶
祝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認識基本法——
實踐『一國兩制』善德基金會基本法系列
比賽」總決賽6支中學參賽隊選手、指導
老師，與數名北京青年組成。

張肖鷹：增京港青年交流
交流團高級顧問、中聯辦新界工作部副部
長張肖鷹就表示，此次活動有助港生了解中
華歷史，熟悉國家機構運作和政策，亦可增
進京港兩地青年交流。交流團團長、新界校
長會主席余大偉亦希望京港兩地青年可以為
中國夢和國家復興貢獻自己的力量。
交流團還獲安排聆聽有關基本法及「一
帶一路」講座，參觀國旗護衛隊、人民大
會堂、天安門城樓，遊覽圓明園、故宮、
中國國家博物館等。

張榮順耐心解答同學提問
當中的基本法專家講座特別邀得全國人
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張榮順
與港生作互動答問，同學們分別就基本法
條文理解、公共財政問題、起草阻力等提
問，皆獲耐心解答。張榮順總結時又與港
生分享指，在香港、內地以至世界各地生
活的中國人，都是和國家命運緊密聯繫在
一起，而香港青年未來事業，也與內地及
整個國家發展關係密切。
有學生在提問時引述坊間有人認為部分

基本法條文描述不清「任你點講」。張榮
順解釋說，討論基本法和討論刑事民事等
法律不同；為適應時代發展，基本法具有
高度原則性和概括性，但不表示「任你點
講」，事實上基本法的實施必須基於社會
發展、基本法規定的根本宗旨、立法目的
等要求來進行解釋。
是次京港青少年交流活動另一「重頭

戲」，是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
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張建平主持的「一帶一
路」講座，他從多方面框架性介紹「一帶
一路」的狀況。港生們表示，參加此次講

座機會十分難得，認為「一帶一路」為內
地和香港的青年提供了很好的機會，亦讓
自己眼界開闊，更多思考未來發展空間。

同學見官兵 感國力強盛
此行香港師生亦走進國旗護衛隊，了解

武警官兵工作生活。英華書院黃顯鈞和方
啟希認為有關經歷特別，他們讚揚官兵
「軍紀嚴明，走路威風凜凜，見微知著，
感受到國家國力日漸強盛」，自己亦增強
了國家自豪感。
聖公會鄧肇堅中學蘇駿豐對遊覽圓明園

印象最深刻，他指從中看到西方列強入侵
國家的歷史，知道國家復興的重要性。
帶領學生參加交流團的英華書院老師王

慶聯則說，自己上次赴京是20多年前，感
覺北京變化很大，城市道路新淨漂亮。他
亦對基本法講座印象很深刻，認為內地官
員不單對基本法了解深刻，針對敏感問題
亦以開放態度溝通，與之前的想像不同。
他表示，回港後會與學生分享此行見

聞，並鼓勵學生應多親身到內地看看，而
非單單從傳媒和網上接收可能偏頗的資
訊。

下月將前往美國匹茲堡大學做研
究的姚詩韻，主攻「膽管閉鎖

症」，此病患者的最佳治療時間為
出世100天內，若持續惡化，需換肝
續命，否則會肝衰竭死亡。不過，
嬰兒發病過程無法重演，姚詩韻於
是利用「微器官」技術培植「類膽
管」，觀察發病過程和試藥，為病
童帶來希望。

盼到美國接觸更多病例
姚自幼體弱，曾多次入院留醫，
在主診醫生影響下，她立志成為無
國界醫生。大學讀醫時，她在第三
世界當無國界醫生的經歷，令她明
白實現救人夢想的途徑不止一條，
這時她要改走科研之路，為絕症找
出新的治療希望，故決定在港大攻
讀博士研究雙學位課程。她對幹細
胞研究有濃厚興趣，加入港大小兒
外科團隊後，專注以幹細胞研究兒
童疾病。她希望到美國接觸更多病
例，及早攻克此病。
至於唐蘇勤，在2008年汶川大地

震時以「傾聽者」的身份走進災
區，嘗試為喪親的生還者撫平創
傷，「一位母親失去了孩子，旁人
都勸她還年輕，可以再生一個，但
她說失去的孩子是沒有辦法被取代
的。」時隔多年，唐蘇勤說到這裡
仍然哽咽。也就是這次經歷，讓她

決心研究「心理社會因素如何影響
個人對喪親及哀傷適應」的課題。
唐將赴隸屬於威爾康乃爾醫學院的
臨終關懷研究中心學習十個月，希
望未來可以提供專門為喪親華人而
設的善別服務，十年後可以開設
「哀傷輔導研究院諮詢中心」。

研學粵語增英語音感知
港大言語及聽覺科學哲學博士研

究生蔡浚文是另一名獎學金得主，
他留意到許多家長想子女學好英
語，卻嫌兼講粵語會窒礙英語學
習，故與孩子溝通時竟摒棄粵語。
蔡浚文遂致力探究幼兒兼學粵語與
英語的過程，以證明學粵語非但不
會窒礙英語學習，反而有助提高英
語語音感知，稍後他會到美國麻省
理工學院深入探究相關議題。
獲安排到美國亞利桑那大學進行

研究的港大語言學博士研究生姚雪
儀，則透過收集不同語言數據，加
以統計和分析，以了解語言以外，
如音樂的節奏規律能否被應用於解
釋語言上的節奏規律及不同的語言
現象，希望成果有助於語言學習和
人工智能的應用。
至於港大法學院法學博士研究生

黃煒杰及張曉晗則分別到柏克萊加
利福尼亞大學及耶魯大學，從事法
學研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港生前往
內地升學日益普遍，惟畢業後能否順利在當
地就業卻成一大疑問。有調查訪問逾300名
於內地攻讀學士、碩士和博士生的港澳學
生，超過八成人表明希望畢業後能在內地工
作，但最終不足四成人如願。調查反映當中
一大難關在於內地入職程序不利港人，調查
機構建議內地有關部門可考慮向長期在內地
的港澳人士發放居民身份證，協助港人在內
地發展。

逾八成內地就讀生盼留下
北京港澳學人研究中心訪問了310名曾經
或正在內地大學讀書人士，其中202人是港
人。結果顯示，81%受訪者希望畢業後能在
內地工作，惟最終只有37%人真正能留在內
地工作。超過74%受訪者指內地高校並無開
設針對港澳學生的就業支援服務。
中心理事吳舒景目前於內地諮詢投資公司

工作，他表示在內地工作生活面臨着就業工
作證、「五險一金」等社會保障問題所帶來
的障礙和不便，手續麻煩增加港人就業困
難。
中心另一理事林朝暉指，近年於內地升學

及就業的香港學生越來越多，每年於內地畢
業的香港學生有數千人之多，然而他們面臨
着各式的問題，包括港澳居民在內地就業管
理規定、相應的社會保障政策等制度壁壘，
導致在內地就業意願和實際情況存在差異。
他續指，由於港人往內地就業僅手持回鄉

證，相關手續遠較內地居民繁複，同時他們
因在內地讀書，較難參加香港的實習計劃，
結果出現「兩頭唔到岸」的情況。
林朝暉又指，有受訪者認為港人到內地工

作面臨的眾多問題，關鍵很多時候源於港澳
通行證不在內地電子身份識別系統之中，故
建議有關部門可仿效一些國家及地區向長期
就業的外國居民派發臨時身份證的做法，以
解決目前港澳通行證在內地各身份認證系統
不通行的問題。

興德學校的管理問題令社會
震驚，教育局副局長蔡若蓮昨
日於電台節目中表示，該校於
各方面都出現問題，情況特殊
罕有，承認局方最初「無跟足
到」該校「影子學生」問題，
未來會汲取經驗，包括考慮檢

視長期缺課學生人數的制度安排。
她又指校方現時籌備開學的工作順
利，正物色主任級老師署任校長，
預料開學問題不大。惟有該校校董
透露，因前校長陳章萍以傳媒在場
為由拒絕回校，導致昨日原定的校
長交接程序無法完成。
談及興德的「影子學生」問題，

蔡若蓮指該批長期缺課學生並無影
響政府教育撥款，當局亦已確認不
涉及任何以「學生人頭」計算的津
貼，但承認局方最初因酌情而「無
跟足到」，未來會檢討「點人頭」
制度的改善空間。
不過她補充指，長期缺課學生原

因複雜，有些可能是健康問題，亦
有一些源於文化理由，不能一概而
論。

蔡若蓮：興德各方面都出事罕見
被問到事件是否反映局方未來宜加強監

管，蔡若蓮指學校校長職責範圍廣泛，涵蓋
學校人事、財政、課程、學校質素和學生成
長等，個別情況上「有甩漏」是可以理解，
但興德學校「各方面都有問題」，情況相當
罕有，「故不能用一件事件就指全港校長與
學校管理有問題，這是不公平的」，強調局
方會汲取經驗，於校本與監管之間取得更佳
平衡。
至於該校最新進展，蔡若蓮形容近日的進

度「令人比較放心」，包括教師招聘等工作
順利，「無特別要擔心開學問題」，相信委
任的資深學校管理人士能幫助興德學校順利
過渡，局方亦會繼續密切關注學校運作。
同日興德學校原定進行校長交接工作，校

方要求陳章萍於昨日下午2時前回校，惟對
方最終並無現身。教育局委任校董雷其昌引
述陳章萍以「傳媒在場」為由，拒絕回校當
面交收，只吩咐校工進入校長室執拾，但由
於負責當面交接的校董發現已收拾的紙箱中
夾有學校的文件檔案，當場制止，須另覓時
間再安排交接。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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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內地入職難
團體倡發居民證

港生上京「學法」識國情增自豪

■同學們在史家胡同博物館認真聆聽北京小講解員講解。
香港文匯報記者柴婧 攝

■香港同學們在前門大街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柴婧 攝

■■交流團在人民大會堂合影交流團在人民大會堂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柴婧香港文匯報記者柴婧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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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5位得獎者合照。左起：姚雪儀、唐蘇勤、姚詩韻、黃煒杰、蔡浚文。
香港文匯報記者柴婧 攝

■■調查發現只有不足四成內地畢業港澳學調查發現只有不足四成內地畢業港澳學
生生，，能夠如願留在當地工作能夠如願留在當地工作。。

北京港澳學人研究中心供圖北京港澳學人研究中心供圖

■世界綠色組織昨日連同吳安儀、劉慕裳等人
在朗豪坊分享步行運動小貼士。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何玉瑩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