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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學者膺「未來科學大獎」
單項獎金百萬美元 王小雲成首位得獎女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江鑫嫻北京報道）「姜國芳
紫禁城系列作品展」7日在故宮文華殿書畫館開幕。
姜國芳以紫禁城為題材創作的最具代表性的150幅作
品，在展覽中集中亮相。
通過展覽，姜國芳將向故宮博物院捐贈兩幅代表性

作品，其中一幅是《毛主席在故宮》。這是一幅重要
的歷史畫，它解密了毛澤東主席三次來到故宮的歷史
事實。在故宮城牆上，毛澤東主席穿着布鞋坐在馬扎
上與一位故宮工作人員對話，反映了領袖與群眾的密
切關係，體現了毛主席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高度重視和
關切。另一幅作品則是紫禁城系列作品的開篇之作
《宮門》，這幅作品通過對故宮乾清宮兩旁甬道的描
繪，揭示了中國宮廷生活的神秘深邃。
展品中還有一幅大型油畫《故宮》是姜國芳應北京

新機場的特別邀請，為機場政務廳而創作。這幅巨作
首次在故宮博物院亮相，然後再移至北京新機場政務
廳永久陳列。展覽將持續至10月22日。不單獨售
票，憑故宮博物院門票入院後可免費參觀。
據介紹，從20多歲就把目光投向紫禁城，姜國芳

用近40年的時間來創作他的紫禁城系列作品。這一
系列有創作草圖、素描、油畫作品及不同類型的組畫
等。早在2004年9月，他就在故宮博物院舉辦過個人
畫展。另外，自上世紀90年代初起，「姜國芳紫禁
城系列作品展」已先後在意大利、希臘、德國、美
國、法國、新加坡、菲律賓、泰國、馬來西亞、日本
等國家成功舉辦，贏得了廣泛的讚譽和關注，成為中
華文明和故宮文化的積極傳播者。

姜
國
芳
紫
禁
城
畫
作
亮
相
故
宮

今年的「生命科學獎」受到業界矚
目。獲獎者邵峰，發現人體細胞內

對病原菌內毒素LPS炎症反應的受體和執
行蛋白，為探索病原菌感染和治療提供了
新途徑。據介紹，人類與體內的細菌長期
共存，多數細菌與人類和平共處，甚至抵
抗其它有害病原菌。機體的免疫系統如何
區別有益和有害細菌，有效地發起免疫反
應，是生物學研究的重要問題。

邵峰獲「生命科學獎」
過去十年來，邵峰博士實驗室就此提
供了系統的回答：他們發現了幾種特異識
別侵入細菌的細胞漿型式識別分子
（PRR），揭示了宿主細胞炎症反應中
區別致病菌和非致病菌的分子機理。其中
最重要的是發現炎症蛋白水解酶 cas-
pase-4和-5是細胞內識別內毒素LPS（革
蘭氏陰性菌細胞壁的脂多糖）的受體。細
菌侵入宿主細胞可以直接與炎症caspase
4/5結合來激活細胞激素和焦亡模式的細
胞死亡，促進細胞激素釋放到血液，引起
抗細菌的炎症反應。另外邵峰實驗室和
Vishva M. Dixit 實驗室同時發現了gas-
dermin蛋白家族中的gasdermin D是炎症
caspase的底物和細胞焦亡的執行者。基
於焦亡模式的細胞死亡在宿主天然免疫的
重要性，邵峰的發現為探索病原菌感染以
及相關疾病的預防和治療提供了新的途
徑。

王貽芳陸錦標獲「物質科學獎」
「物質科學獎」的獲得者是王貽芳、

陸錦標。他們領導的大亞灣中微子實驗合
作組在中國廣東大亞灣核電站附近首次發
現了一種新的電子中微子振盪模式，精確
測量了它們由於振盪現象而引起的消失概
率。新一代的國際中微子實驗，包括測量
三種中微子的質量順序以及中微子CP破
壞的實驗計劃都是根據大亞灣實驗的結果
進行設計的。他們的研究，為未來中微子
實驗研究指明了方向，對未來粒子物理的
發展將產生深遠的影響。

王小雲獲「數學與計算機科學獎」
「數學與計算機科學獎」得主王小雲，是
「未來科學大獎」首位女性獲獎者。她的創
新性密碼分析方法揭示了被廣泛使用的密碼
哈希函數的弱點，促成了新一代密碼哈希函
數標準。她主持了中國國家標準密碼哈希函
數SM3的設計。自2010年發佈以來，SM3
已經被中國軟件產品廣泛使用。
據介紹，「未來科學大獎」是中國首個由

科學家和企業家群體共同發起的世界級科學
大獎，其強調獎勵在大中華地區完成、具有
原創性，長期重要性或經過了時間考驗的科
研工作。該獎項的單項獎金為一百萬美元，
捐款者包括馬化騰、李彥宏等知名華人企業
家。2019年「未來科學大獎」頒獎典禮將
於11月17日在北京舉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備受關注的中國民間科學

獎勵—「未來科學大獎」，昨日在北京公佈2019年獲獎名單。北京

生命科學研究所學術副所長、資深研究員邵峰獲得「生命科學獎」；

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王貽芳院士、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陸

錦標教授獲得「物質科學獎」；清華大學高等研究院王小雲院士榮膺

「數學與計算機科學獎」，成為未來科學大獎頒發4年來首位獲獎的

女性科學家。未來科學大獎單項獎金為一百萬美元，由多位知名華人

企業家捐贈。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經中共
中央批准，中央紀委國家監委對原國家質
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黨組成員、副局長魏
傳忠嚴重違紀違法問題進行了立案審查調
查。
經查，魏傳忠理想信念喪失，背棄黨的

初心使命，政治上對黨不忠誠、不老實，

對抗組織審查，不按規定報告個人有關事
項；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違規出入私
人會所，安排他人用公款報銷應由其本人
支付的費用；利用職權和職務影響為親屬
及他人在企業經營活動、幹部錄用、職務
調整和晉升方面謀取利益，違規投資非上
市公司，收受禮金；生活上腐化墮落，大

搞錢色交易，道德敗壞；經濟上貪婪無
度，甘於被不法私營企業主「圍獵」，利
用監管權大搞權錢交易、以權謀私，在工
業產品生產許可證辦理、工程招標等方面
為他人謀利，並非法收受鉅額財物。
經中央紀委常委會會議研究並報中共中

央批准，決定給予魏傳忠開除黨籍處分；
按規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繳其違紀違
法所得；將其涉嫌犯罪問題移送檢察機關
依法審查起訴，所涉財物隨案移送。

原質檢總局副局長魏傳忠被起訴

■多幅作品
在展覽中集
中亮相。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江鑫嫻 攝

「未來科學大獎」獲獎者及項目
「生命科學獎」

獲得者邵峰

研究項目：發現人體細胞內對病原菌內毒
素LPS炎症反應的受體和執行蛋白，為
探索病原菌感染以及相關疾病的預防和治

療提供了新的途徑。

「物質科學獎」
獲得者王貽芳、陸錦標

研究項目：實驗發現第三種
中微子振盪模式，為超出標
準模型的新物理研究，特別

是解釋宇宙中物質與反物質不對稱性提供了可能，對
未來粒子物理的發展將產生深遠的影響。

「數學與計算機科學獎」
獲得者王小雲

研究項目：在密碼學作出開創性貢獻，其
創新性密碼分析方法揭示了被廣泛使用的
密碼哈希函數的弱點，促成了新一代密碼

哈希函數標準。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泉州「農訂會」濃濃「台灣味」
台12縣市抱團赴陸展會覓商機

近300台青少年揚州學做炒飯

島內將印新身份證
得標廠商疑點重重

「南安與台灣一衣帶水，『五緣』深
厚，往來密切，特別是農業形態

相似，互補性強，開展互利合作具有得天
獨厚的條件。」南安市委書記王春金介紹
說，該屆「農訂會」全面展示海峽兩岸以
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企業，在
農業產品市場升級、技術革新以及產品創
意等方面的成果。
該屆「農訂會」室內展廳面積2.5萬平
方米，設置800個國際標準展位，主要展
出糧油、農特產品、水果、水產品、食
品、農產品加工機械、涉農電商等。

「台農產一天內送達」
展會吸引海峽兩岸經貿交流協會、高
雄市世貿會展協會、台東縣工商發展投
資策進會、澎湖縣政府工商發展投資策
進會等組團參展，共有來自台北、高
雄、新北、台中和台東等12個縣市的台
農、台商參加。

「台灣產品距離大陸民眾的餐桌更近，
一天內就能把產品送達泉州市場。」琉球
區漁會總幹事蔡寶興表示，伴隨兩岸農漁
產品交流不斷擴大和生鮮冷鏈不斷完善，
台灣漁產品不僅能夠豐富民眾的餐桌，而
且能夠有效降低當地水產品的價格。

台商：冀落地大陸
「我帶來了有機茶和碳焙烏龍茶參展，

如果銷量不錯的話，今後會考慮在大陸定
點銷售。」第一次參展的台灣緣緣有機茶
莊負責人陳鵬文對大陸市場前景十分看
好。
鳳梨酥、高山茶、牛軋糖、紅心芭

樂……走進台灣精品館，各類台灣特色美
食和產品令人目不暇接。來自大陸的客商
以及市民們穿梭於不同展位，或品嚐美
食、或喝一杯高山茶，攜手共話發展機
遇。
台灣參展商許哲瑞帶來了「古早味」甘

草芭樂，為當地民眾帶來不一樣的味蕾
體驗。「甘草汁在台灣有60餘年歷史，
是爺爺奶奶一輩留下的特色。」許哲瑞
介紹說，希望通過展會找到合作商，推
動甘草芭樂的製作技術、銷售方式等在
大陸落地。

展會期間，主辦方還將舉辦「海峽兩岸
農產品供需洽談對接會」「台灣地區精品
專場對接會」「海峽兩岸優質水產品商貿
對接會」等專場對接會，評選「海峽兩岸
十佳最受歡迎伴手禮獎」和「海峽兩岸十
佳最受歡迎農產品服務商獎」等。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第十二屆海峽兩岸（泉州）農產品採購

訂貨會（下稱「農訂會」）昨日在福建省南安市舉辦。此次展會吸引台灣12

個縣市、229家企業抱團參展，「台灣味道」一年比一年更加濃厚。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暑假結
束，台灣東吳大學的蕭宇辰和老師、同學
們一起，踏上了返程的旅途。
過去一周，蕭宇辰向淮揚菜大廚拜師，
學做揚州炒飯；體驗了剪紙、雕版印刷等
非遺文化；參加了兩岸文化交流與傳承創
新論壇……臨別前，他和揚州的帶隊老師
約定，明年「煙花三月」再來揚州，尋找
創業創新、實習就業的機會。
今年暑期，揚州市台辦主辦的「我心飛
揚．築夢揚州」揚州台灣青少年交流月系
列活動首次啟動。從體育賽事、實習訓練

營到研學參訪、文化之旅，交流月共吸引
台灣8批、近300名青少年交流、實習，
其中台灣在讀大學生佔比近七成，同期交
流人數和規模創歷史新高。

就業可享同等待遇
「現在的揚州正需要充滿活力的創新人

才和創業精英，這對揚州與台灣青少年交
流交往來說，是基礎也是機遇。」揚州市
台辦主任黃俊華介紹，截至7月底，揚州
累計批准台資項目1,500多個，目前有300
多名台灣青年在揚州學習、就業和創業。

揚州市台辦副調研員陳寶山認為，近年
來，台灣年輕人到大陸發展已是大勢所
趨。「我們歡迎台灣青年來揚州築夢、追
夢、圓夢，鼓勵和支持台灣大學生來揚實
習、實訓。無論是社保補貼，還是租房補
貼、創業補貼等，台灣大學生來揚就業創
業可以享受與揚州居民同等的福利待
遇。」

台青：眼前一亮
「名城揚州，百聞不如一見。」回顧剛

剛結束的揚州之行，台灣明新科技大學帶

隊老師林俊銘說，「在揚州，政府對兩岸
青年交流交往的開放程度、對企業科技創
新的支持力度，令人眼前一亮。走在揚州
的城市街頭，綠意盎然的城市公園、24小
時城市書房隨處可見，令人感到幸福、平
和，好像詩裡的樣子。」
「一場場交流活動，為揚台兩地青少年

搭起一座『金色橋樑』。」黃俊華表示，
這種「零距離」的互動交流，將吸引更多
兩岸青創合作項目在揚落地生根、開花結
果，兩地青年也將在文創產業、先進製造
業等方面擦出更閃亮的合作火花。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
媒昨日報道，台當局宣佈明年10月換
發新式數位身份證，由台灣所謂「中
央印製廠」全權負責，但全案疑點重
重。

曾印錯55萬本護照
台當局原定今年10月公開招標，不

料卻在6月秘密改為限制性招標，直
接由曾印錯55萬本護照、白白損失2
億2,000萬元（新台幣，下同）的「中
央印製廠」得標。
取得新式身份證標案的「中央印製

廠」，一年多前曾發生嚴重疏失。當
時由該廠承製的新版二代護照，將內
頁的桃園機場照片，誤植為美國華盛
頓杜勒斯國際機場。
出了大錯，卻再度受到青睞，還

不用和其他廠商競爭，直接拿到標
案。有其他製卡業者質疑不合理之
處。

標案轉包 疑排除島內商
更匪夷所思的是，「中央印製廠」

得標後，隨即將預算追加到48億元，
足足多了8億元，後來還另開標案轉
包，要求投標者須有銷售12億元以上
晶片卡、護照或印製設備的經驗，但
島內廠商沒有一家符合資格，被質疑
是完全排除本土廠商，為了外商量身
打造。
另一位製卡廠商表示，「中央印製

廠」用高昂成本規劃卡片材質及規
格，不僅讓台廠喪失競爭優勢，還有
更嚴重的問題。新式數位身份證的印
刷和安全防偽規範達20多項，乍看之
下很嚴謹，但其中部分關鍵材料與技
術都掌握在外商手中，不僅可能有安
全風險，卡片製作成本也會大幅增
加。
遭摒除投標資格的本土廠商認

為，台當局口口聲聲說要扶植本土
產業，理應限定卡片要在台灣生
產，製發卡系統也應限定由台灣企
業主導，可開放外商來台設廠，或
尋求合作機會。但台當局現在的做
法，只是用冠冕堂皇的理由，扼殺
本土廠商的生存空間，也讓袒護外
商的傳言甚囂塵上。

■「農訂會」設置800個展位，展示豐富產品。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