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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港首位內地博士生 黃乃正：勿盲目依賴國家支持

香港與內地科研協作迎來飛躍進

8 &0

步 ， 中國科學院院士
中國科學院院士、
、 中文大學新

亞書院院長黃乃正對此感受殊深。
亞書院院長黃乃正對此感受殊深
。在港土生土長
在港土生土長、
、專研化
合物有機合成的他，
合物有機合成的他
，於英國及美國開展科研生涯後
於英國及美國開展科研生涯後，
，1980

■黃乃正歡迎國家資金
黃乃正歡迎國家資金「
「過
河」措施
措施，
，但認為有關監察
機制等細節仍有待探討。
機制等細節仍有待探討
。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年赴上海擔任科研人員，
年赴上海擔任科研人員
，是香港科學家到內地做研究的先
驅之一；
驅之一
；及後他返港加盟中大
及後他返港加盟中大，
，並在 1986 年招收了全香港
第一位來自內地的博士生，
第一位來自內地的博士生
， 開啟了兩地研究人才流動之
門！對於國家落實科研經費
對於國家落實科研經費「
「過河
過河」
」措施
措施，
，黃乃正大表歡

24位在港兩院院士就兩地科研發展去信國家主
席習近平，獲得習主席積極回應並作出重要

迎，但他亦深深明白
但他亦深深明白，
，香港絕不應盲目依賴國家支持
香港絕不應盲目依賴國家支持，
，特

指示，確立加強兩地協作、推動香港成為國際創科
中心的方向，以及經費「過河」等具體措施。有份
聯署的黃乃正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提到，目前
「16+6」在港國家重點實驗室與工程研究分中心，
已率先獲國家 100 萬元人民幣直接資助，下一步需
要確立及理順有關監察機制，才可安心運用。
黃乃正解釋說，本港研究資助由研資局負責，大
學研究人員須每年提交報告，包括解釋資金用途，
並由相關委員會進行檢視，了解研究進展及資金是
否用得其所。他表示，同樣內地對科研資金亦有一
套嚴謹監察，惟當資金「過河」時，在「一國兩
制」下，不宜由國家相關部門跨境監察，是故必須
構思全新監察機制，「它既不是上下級關係，更不
是內地部門的附屬機構，而應是互相平等」，考慮
到研資局本身具豐富經驗，他認為可交由該局一併
負責，「由研資局收集有關項目報告，評核後發現
不合格情況便通知內地部門」，他期望有關安排可
盡快得到處理，讓資金「過河」得以全面暢通。

區政府自身需要大幅加強投入，
區政府自身需要大幅加強投入
，如考慮作配對資助
如考慮作配對資助，
，否則
現有優勢將漸漸喪失，
現有優勢將漸漸喪失
，10 年後更可能完全失去競爭力
年後更可能完全失去競爭力。
。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 1974 年
黃乃正攝於
英國倫敦大
學學院實驗
室。
受訪者供圖

資助「有能者居之」
另一方面，黃乃正指國家近年經濟條件較佳，但
不代表是任意「派錢」，獲得國家資助的內地學者
都很出色，所以香港學者亦須證明具相應實力，才
會擇優而錄。「事實上香港研資局的申請成功率約
■黃乃正非
常關心年輕
學生科學基
礎，曾提出
應檢討中學
科學教育。
資料圖片

■ 1978 年
黃乃正(左）
與其博士後
導師伍德華
教授合照。
受訪者供圖

「盲推
盲推」
」
不實際
宜興趣行先
「全民科研
全民科研」，「
」，「畢竟任何學科都是有需要的
畢竟任何學科都是有需要的，
，尤其
科學工程這類成果，
科學工程這類成果
，是可以到外面買的
是可以到外面買的」，
」，他形容全
他形容全
世界的科學工程是一體的，
世界的科學工程是一體的
，相反文學
相反文學、
、藝術這類才有
國家文化之分，
國家文化之分
，若從這個角度看
若從這個角度看，「
，「盲推
盲推」
」科研並不
實際，「
實際
，「而應該讓學生按興趣選科
而應該讓學生按興趣選科，
，發揮所長
發揮所長。」
。」
遺憾目前學生選科往往「
遺憾目前學生選科往往
「就業先行
就業先行」，
」，黃乃正指
黃乃正指
一些學生中學階段即使喜歡化學，
一些學生中學階段即使喜歡化學
，亦讀得很好
亦讀得很好，
，到
頭來升大學卻是選醫科、
頭來升大學卻是選醫科
、商業
商業，
，這種脫軌才是問題
所在。
所在
。因此推廣科研實有必要創造良好就業環境
因此推廣科研實有必要創造良好就業環境，
，
期望未來可透過加強推動不同科研項目，
期望未來可透過加強推動不同科研項目，使科研就
業成為不輸醫科、
業成為不輸醫科
、商科
商科、
、法律的好職業
法律的好職業，
，讓年輕人
有信心投身，「
有信心投身
，「這是整個社會的問題
這是整個社會的問題，
，學生讀完無
工做的話也是無用，
工做的話也是無用
， 並非簡單一句推廣就能解
決。」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三成多，內地可能是更低」。他直言，資金「過
河」後並不會令所有香港科研人員受惠，而是要追
求更高質素，實際情況將會是「有能者愈富」，亦
是合情合理做法。
獲得國家作強大後盾，對香港要成為國際創科中
心固然可喜，但黃乃正認為絕不應過分依賴，「我
亦曾有聽見一些意見在罵，說香港足足 1,000 億元
盈餘，居然還要內地『接濟』推科研」，強調特區
政府亦應多加投入，例如考慮對「過河」經費作出
配對資助。

內地資助多港一倍
目前香港透過創新科技基金，向「16+6」的實驗
室/工程中心每年提供最多500萬元，黃乃正認為並不
足夠，他指內地的國家重點實驗室，每年所獲資助已
有約1,000萬元，而且因為內地的實驗室本身已有相
應科研團隊，有關資助可全數用於研究之中，「但香
港實驗室所獲資助，則主要用作請人、組團隊，加上
購買儀器及實驗材料等費用，難免顯得捉襟見肘。」
他續說，因香港人力成本高，博士後月薪約 3 萬
多元，碩士博士研究生津貼約1.7萬元，惟一般研資
局項目只得數十萬元，即使是重點實驗室的 500 萬
元，也難以建構具規模科研團隊。
他認為，人才是推動科研的關鍵，香港務必要盡
快加大投入趕上資源的差距，否則 10 年過後恐怕將
會完全失去競爭力。

籲勿守株待兔 應抓灣區機遇

香港學者過往想要申請內地經費，必須經過大
學於內地所設的科研單位平台辦理，資金只能在
內地使用，隨資金「過河」措施打破有關局限，
科研經費將可更方便調配。黃乃正強調，香港科
學家需要以靈活思維看待「過河」思維，不要因
為有新措施而將研究項目「困」在香港，靜待資
金送來，反而應該更積極往返內
地工作，結合兩地優勢雙向流動，
把握大灣區發展機遇。
「以前國家資金不能『過河』，
香港與內地學者只能各有各做，
也只能各自拿錢出來投入研究。」
他以國家重大科技基礎設施「上
海光源」為例，有關設施對眾多
研究項目而言均有幫助，惟香港

加－強－合－作

發－揮－所－長

談及求學時如何培養出對化學的興趣，黃
談及求學時如何培養出對化學的興趣，
乃正指要歸功自己當年的中學老師，
乃正指要歸功自己當年的中學老師
，讓他漸漸
從實驗中感到趣味，
從實驗中感到趣味
，閒時亦會跟同學私下做實
驗，「
，「會在化工原料舖買工業原料
會在化工原料舖買工業原料，
，做硫化
氫，或是將氫氣打入氣球升空之類
或是將氫氣打入氣球升空之類，
，在家中都
能輕易做到。」
能輕易做到
。」
不過他慨嘆說，
不過他慨嘆說
，有關情況於現今一代的學生
已不復見，
已不復見
，當中或源於家長擔心
當中或源於家長擔心「
「有危險
有危險」，
」，
「就係咁至死
就係咁至死，
，現在的小朋友只掛住打機
現在的小朋友只掛住打機，
，但家長
又唔覺得打機打得多亦危險」，
又唔覺得打機打得多亦危險
」，與此同時
與此同時，
，學校安
排實驗機會亦較以往少，「
排實驗機會亦較以往少
，「學校彷彿擔心會浪費學
學校彷彿擔心會浪費學
習時間一般，
習時間一般
， 實驗課都用作補習
實驗課都用作補習，
， 也不會考實
驗。」
話雖如此，
話雖如此
，黃乃正並不主張香港要一股腦地鼓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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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若要使用，需要投入數以千萬計設立香港專
用的光束線（Beamline），沉重投資成本或導致
機會白白錯失。
如今資金「過河」措施得以落實，兩地合
作基礎肯定更見扎實，不論是資金投入以至先
進儀器及設施的供應，均有望在未來迎來更大
突破。另一方面，國家如今歡迎香港學者參與
國家重大項目，黃乃正認為這說明國家對香港
科學家予以信任，肯定是個好事。
他亦特別指出，國家及特區政府正大力提
倡大灣區發展，對科學家更是重大機遇，所以
應該以更靈活思維處理資金「過河」，積極推
動雙向交流互動，而非單單「守」住在香
港研究項目，有理無理等待資金送過
來。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內地科研飛躍 港需急起直追

黃乃正上世紀 70 年代初在中
大化學系一級榮譽畢業後，即赴
英國倫敦大學學院攻讀博士，其
後再往美國哈佛大學跟隨諾貝爾
化學獎得主伍德華（R.B. Woodward）從事博士後研究，及於英
國擔任 Ramsay 紀念研究員，開
始獨立研究工作。在 1980 年至
1982 年間，他轉赴中科院上海有機
化學研究所任副研究員，其後一直
留港工作。
他憶述當年內地與香港科研環境其
實各有限制，如今內地各方面均見飛
躍進步，香港實有必要急起直追。
化學試劑是進行化學研究必不可
少的重要材料，黃乃正憶述在內地
從事科研工作的日子裡，本地製作
的試劑少之又少，絕大部分情況都
須進口，「下了訂單有機會半年後
都未必到貨，導致很多實驗因而停
滯」，相比之下在美國只要一個電
話，翌日即會送到。

縱然當時內地條件有限，惟他表
示當時科研氛圍良好，「國家一有
項目到來，各個單位都會通力合
作」，因此即使客觀環境未盡理
想，仍然成功做了不少國際水平研
究，包括胰島素全合成及轉移核糖
核酸全合成等。
黃乃正其後回港並加盟中大至今，
其間他亦曾任研究副校長及理學院院
長，體會香港科研環境發展。他直言，
上世紀80年代時香港科研氣氛並不太
好，「當時中大有博士班，但沒有人
讀化學，所以最初我收的都是碩士生，
兩年後便畢業離開了。」而至1986年，
黃乃正首次取錄內地生來港攻讀博士，
更讓他成為香港首位招收內地博士生
的教授，開始兩地人才培育的緊密連
繫。

資助「餅仔」愈分愈薄
香港研資局於1991年成立，讓學者
提出不同項目競逐經費，推動整體學

術水平提升。不過黃乃正說，多年來
香港一直面對經費不足問題，申請的
單位卻是愈來愈多，「餅仔」愈分愈
薄，單一項目金額計甚至有倒退跡象，
已被內地頂尖大學拋離，「現在清華
及北大一年研究經費，是香港所有大
學加起來，試問談何追趕？」加大投
入是唯一出路。

港科研缺工商界支持
黃乃正又說，香港科研缺乏工商
業界支持也是一大難題，令研發投
入佔 GDP 比例偏低，他以美國製藥
行業為例，藥廠往往具長遠視野，
會投入資金為 10 年甚至 20 年的新藥
研發籌謀，以免現行藥物專利期過
後無以為繼。他表示，香港並無充
分條件發展太多產業範疇，目前本
地科研界優勢主要在於上游及中游
研究，加強與內地合作，推動轉化
應用及下游產品層面，會是合理做
法。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