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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刀梁」推崇理性：無互諒行不通

敦煌女兒：願一生守護莫高窟
樊錦詩奪呂志和正能量獎 永恒事業盼代代相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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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第四

屆「呂志和獎─世界文明獎」頒獎

禮日前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

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香港特區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中聯辦副主任

譚鐵牛，全國政協港澳台僑委員會

副主任黃蘭發，外交部駐港副特派

員楊義瑞出席主禮，與逾千名香港

各界人士共同見證及致以祝賀，以

表揚獲獎者及團體對世界文明作出

的卓越貢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由香港演藝
製作中心主辦的「一帶一路向經典致敬—
慶祝國慶70周年音樂會」，10月4日在香港
大會堂圓滿演出。
廣州新四軍研究會合唱團應邀參加音樂

會，合唱團一行六十多人由團長賴小峰及政
委鄭向明帶隊來港，演員平均年齡61歲。在
演出中，全體演職人員在舞台上高聲歌唱祖

國，順利演完所有節目，粵港兩地戰友揮舞
國旗，表達對祖國、對香港的熱愛。
主辦方華之傑董事局主席方莘莘說，我們

穿軍裝在香港大會堂演唱，盡顯英雄氣概。
是次音樂會由廣東華之傑影視策劃，香港

《華人》雜誌協辦，廣州新太陽影業承辦，
粵港澳影視產業高端人才孵化基地榮譽奉
獻。

廣州新四軍研究會獻唱賀國慶
■「一帶一路向經典致敬」音樂會圓滿舉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為籌募社
會服務經費，博愛醫院每年均會舉辦不
同類型的籌募活動，其中第二十六屆
「博愛百周年紀念盃慈善聚餐」日前在
沙田馬場舉行，並獲得一眾董事局成員
及嘉賓鼎力支持。
博愛醫院主席吳錦青感謝各位善長仁
翁、友好嘉賓多年來的支持，讓活動得
順利舉行。
此活動為院方的年度盛事，讓董事局

成員聚首一堂、彼此聯繫，同時為院方
的社會服務籌募經費，惠澤社群，意義
非凡。
他又認為，欣賞賽馬不但是香港最普
及的社交活動及娛樂之一，同時亦是一

項別具意義的
慈善活動。
「博愛百周
年紀念盃慈善
聚餐」創辦於
1994年，為博
愛醫院一年一
度的大型籌款
活動。當天賽
事安排於第七
場進行，各參
賽馬匹實力旗
鼓相當，勢均力敵。
另為增加「紀念盃」的氣氛及趣味

性，大會特別增設遊戲－「博愛百周年

紀念盃 誰是頭馬」，讓董事局成員及嘉
賓們挑戰自己的眼光，競猜「紀念盃」
賽事的頭馬。

博愛紀念盃籌募經費惠澤社群

■「博愛百周年紀念盃慈善聚餐」早前在沙田馬場舉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子京）東華三
院早前與福陛粵劇團合作，於西九文
化區戲曲中心大劇院舉行慈善粵劇專
場，上演由羅家英及汪明荃擔綱演出
的劇團戲寶《穆桂英大破洪州》，為
「東華三院樂儀癌病治療資助基金」
籌募經費，用作為患者及家屬提供支
援。
活動邀得醫院管理局行政總裁高拔

陞擔任主禮嘉賓。
籌委會主席、東華三院第四副主席

韋浩文致辭說，該院自1870年創院以
來，一直秉承「贈醫施藥」傳統，近
年更成立多項治療資助計劃，致力為
病者提供各項醫療援助。
這次慈善專場籌得的善款將全數撥

用於「東華三院樂儀癌病治療資助基
金」，資助符合資格的病人得到適切
的治療。
據介紹，今次東華三院為專場推出
愛心門券，善長每捐款200元，即可贊
助一位該院安老服務受惠長者或病者
及其家屬觀賞表演；最終共捐出超過
200張愛心門券，造福東華三院的服務
使用者。

東華慈善粵劇籌樂儀治癌經費

■東華三院慈善粵劇專場《穆桂英大破洪州》，賓
主合影。

林鄭月娥致辭時提到，今年是她連續第
三年參與「呂志和獎」頒獎典禮，能

夠參與此項盛事令她感到非常榮幸，亦樂見
呂志和博士的宏大願景得以實現；能與各位
一同表揚對世界文明充滿熱忱、抱持信念的
獲獎者，實在與有榮焉。
「呂志和獎」創辦人呂志和表示，成立
獎項旨在鼓勵世人追求內心的和諧，共享

世界豐富的資源。
他續說：「當我看到一眾獲獎者努力不

懈所獲得的成果，和我當初成立這個獎項
的理念互相呼應的時候，我覺得特別感
動！」

美科學家大自然護協同獲獎
今年共有3名人士及機構榮獲獎項。其

中，有「敦煌女兒」之稱的敦煌研究院名譽
院長樊錦詩獲得本年度「正能量獎」，表揚
她56年來致力敦煌莫高窟的保育、研究及
推廣工作，讓更多人認識這個文化、藝術和
歷史寶庫。
而基因編輯技術「CRISPR-Cas9」發明
者、美國科學家珍妮花．杜德納（Jennifer
Anne Doudna）則獲得「人類福祉獎」；

「持續發展獎」則由國際非牟利組織大自然
保護協會奪得。
樊錦詩發表得獎感言說，保護、研究、弘

揚敦煌莫高窟任重而道遠，守護莫高窟是值
得奉獻一生的高尚事業，是必然要奉獻一生
的艱苦事業，也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為之奉
獻的永恒事業。
珍妮花．杜德納表示，有意通過科學技術

建立更和諧的世界，締造更美好的未來。
大自然保護協會首席執行官朱莎儷指，香

港和整個亞太區有能力帶領世界，面向可持
續的未來。
「呂志和獎——世界文明獎」於2015年

成立，是一年一度的國際性跨界創新獎項，
旨在促進世界文明，激勵世人建構更和諧的
世界。

■梁智鴻接受馬會刊物《駿步人生》訪
問時表示，無論任何環境下，理性十分
重要。 馬會供圖

目前香港撕裂情況十分嚴重，
不同政見人士難以理性溝通，未
來發展情況堪虞。前行政會議成
員、曾為立法局議員及醫管局主
席的梁智鴻近日接受馬會刊物
《駿步人生》訪問時表示，無論
任何環境下，理性十分重要，
「人與人之間如無互諒互讓，不

肯求大同存小異，是行不通的。」最新
一期《駿步人生》於今天出版。
現年80歲、有「金刀梁」之稱的梁
智鴻生於醫學世家，父親及妻子都是
醫生，胞弟梁智仁也是現任醫管局主
席。
他接受訪問時指出，世界大戰時舉家
一度離港，戰後他父親再度於香港仔執
業，那些年的人情味，還有行醫可幫人
的記憶，深植他的腦海。他續說，當時
父母均十分忙碌，沒有在他讀書時教過
什麼，但卻有許多身教。

為服務香港 棄做美公民
他透露，上世紀70年代初赴美國加州
大學洛杉磯分校進修，之後有數間大學
向他招手，提供教席邀他留下服務，他
將因此有機會取得美國公民資格。不過
思前想後，這個英語能力勝過中文的
「香港仔」最終還是婉拒，原因是心底

裡，他服務香港的心仍然熾熱，也不願
到彼邦做二等公民。他說：「現在回想
起來，當時決定是對的。」
行醫多年，梁智鴻指病人可以再走

路、康復及做回平常會做的事令他最快

樂，「病人康復是頭獎，但你盡全力結
果不盡人意，也只能接受……當然會失
望，但不應洩氣。」

「醫德比醫術更重要」
他又認為，醫德比醫術重要，並相信

許多私家執業醫生的病人當中，每十個
便有一兩個是不收錢或減價應診。他
說：「上醫醫國、中醫醫人、下醫醫
病。」
梁智鴻亦在訪問中提到，許多年前馬
會要求增加賽馬日，當時社會很多人反
對，認為鼓吹賭博，他卻是第一個去聽
證會表示贊成的人，「因為在我心目
中，香港賽馬會不是一個賭博的地方，
而是一個慈善機構，每年撥很多錢給香
港做慈善工作，如果沒有馬會，很多工
作可能開展不了。」他舉例指出，醫學
專科大樓、伊利沙伯醫院的癌症中心及
防癌會在黃竹坑的康復中心，馬會都有
份支持。
現時梁智鴻除了出席電台節目外，正

寫書回顧人生歷程，書名叫《理性的呼
喚》。
他說：「在任何環境，理性都好重

要，人與人之間如無互諒互讓，不肯求
大同存小異，是行不通的。」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港消費者指數第三季暴跌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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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敦煌女兒」之稱的樊錦詩獲得本年
度「正能量獎」。 中通社

▶第四屆「呂志和獎—世界文明獎」頒獎
典禮，賓主合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帥 北京報
道）近期香港發生一系列暴力違法行
為，衝擊社會穩定，影響消費信心。
昨日發佈的兩岸暨港澳消費者信心指
數顯示，今年第三季度，內地消費者
信 心 總 指 數 為 100.70， 澳 門 錄 得
85.91， 台灣錄得 84.06， 香港錄得
52.80。香港方面的消費者信心指數從
2008年第三季度開始統計，到今年已
經有十一年的不間斷統計記錄。香港
今年第三季度較上一季度暴跌32.0%，
在兩岸四地中繼續包尾，處於有統計

以來的最低水平。
今年第三季度，香港就業狀況分指數

下降了40.8個百分點，是本季度降幅最
高的分指數，其次是生活消費狀況、投
資股票和經濟發展，港人對這三個方面
的信心指數分別下跌了39.6個百分點、
37.1個百分點和32.8個百分點。
另外，港人對購買房屋及物價狀況方
面的信心亦分別下降20.8及10.7個百分
點，跌至低於50分，表示港人對這兩方
面最缺乏信心。
消費者信心指數統計時滿分為 200

分，指數大於100時，表示受訪者「有
信心」，而當指數小於100分時，表示
受訪者「信心不足」。與第二季度相
比，第三季度香港多個分指數大幅下
降。而經濟、就業、物價、消費、購置
房屋及投資股票所有分指數均在60分或
以下，顯示港人對各個範疇均欠缺信
心。
此次調查，香港城市大學商學院管理

科學系一共訪問了823位年滿18歲並在
本地常住的香港居民，在95%的置信水
平下抽樣，誤差為1.5個百分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特區政府昨
日宣佈，身兼港鐵主席的歐陽伯權因冀專注
其他公務，而提早離任嶺南大學校董會主
席，即時生效。政府指會展開物色繼任人的
程序，以期早日委任新任嶺大校董會主席，
在此期間，由現任嶺大校董會副主席葉成慶
署理主席職位。
歐陽伯權於2014年獲委任為嶺大校董會主

席，並在2017年獲續任，原定任期至2020
年10月，現時提早約一年離任。今年7月，
他上任港鐵公司董事局主席，過去幾個月處

理了港鐵因社會動亂而受到的連串衝擊。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對歐陽伯權提早離任嶺大

校董會感到可惜，但尊重其決定。他形容，在
歐陽伯權的出色領導下，嶺大秉承博雅教育的
優良傳統，積極推行優質全人教育，致力為社
會培育兼具卓越才能和人文視野的人才，並十
分感謝他對嶺大所作的貢獻。
嶺大昨日表示，對歐陽伯權提早離任校董

會主席感惋惜，大學尊重其決定，感謝他在
任期間的卓越領導和為嶺大發展所作的重大
貢獻，並祝願往後一切順利及成功。

歐陽伯權離任嶺大校董會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