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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讀醫似注定
治好兒童最滿足

港人首奪小兒外科最高榮譽獎 憶實習如“找到摯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文華）身兼香港大學首席
副校長、李嘉誠醫學院小兒外科主任及李樹培基金教授
譚廣亨，日前獲英國小兒外科權威機構組織 British Association of Paediatric Surgeons（BAPS）頒授小兒外
■譚廣亨獲頒
授小兒外科的
最高榮譽，成
為首位獲獎港
人，亦是亞洲
第四位獲獎
者。

科的最高榮譽 Denis Browne Gold Medal，成為首位獲
獎港人，亦是亞洲第四位獲獎者。譚廣亨接受訪問時表
示，獲獎最大感受是“感恩”，雖然獎項是個人獎，但
屬於大家，“沒有身邊人的鼓勵、沒有團隊的共同努
力，就拿不到這個獎項。”
廣亨出生於香港草根家庭，回顧
譚行醫之路，譚廣亨自言“條路行
出來有少少冥冥中注定。”譚廣亨回憶
小時候想法簡單，只想讀好書、做個好
人、做個有用的人，但未曾想過長大後
可以做醫生。
中學畢業升讀大學時，因經濟原
因，譚廣亨不能像其他同學一樣往美國
進修，便入讀香港大學，“現在看來，
這亦是 the best choice！”他說，“因為
生物、化學是我的強項，便選擇了醫
科。”

“小朋友開心是世上最美好的事”
“進入大學後發現醫學可以立刻做
出成果，回饋社會。”譚廣亨說，“選
擇醫學讓我心存感激，既是我的強項，
亦是興趣所在。”

■2006年譚廣亨為內地一家醫院的連體嬰手術作指導。

大學畢業後，譚廣亨順利進入瑪麗
醫院實習，進入小兒外科實習期間讓他
有“尋到摯愛的感覺”。譚廣亨說，
“對小兒外科的感覺同最初認識太太時
一樣，一見鐘情！”
譚廣亨說，小兒外科更具挑戰性，
且涉及的內容跨學科、多方向，更能滿
足他喜歡團隊工作的個性。“另外，我
覺得小朋友開心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
情，看着小朋友成長亦是一種美麗的感
受。”譚廣亨續說：“醫好小朋友得到
的‘回報’最大，看到小朋友康復後的
開心笑容，已令我十分滿足。”

一句“叔叔謝謝你”極感動
譚廣亨說，曾有小朋友送親手畫的
畫給他，亦有小朋友當面說“叔叔，謝
謝你”，讓他很感動。工作中，譚廣亨

精益求精，對自己要求嚴格，“我的個
性是要麼不選，選了就要做到最好！”
在積累 7 年小兒外科臨床經驗後，
譚廣亨“希望在這一領域走得更深”，
於是放下一切前往利物浦進修。由一名
從醫 7 年完全有能力自己走出去打天下
的專科醫生，在30歲時重新出發。
在實驗室，他放下身段，由零開
始，從基礎科研學起，先做學徒再轉
講師、直至做教授，“這種經歷讓我
能綜合臨床經驗與科研實踐，得出來
的效果亦更能貼近病人需要。”

獲兩國際獎 感海闊天空
經過數年苦心鑽研，轉向科研方向
的他再次以精益求精的工作態度取得突
破。在獲得兩項具國際知名度的獎項
後，譚廣亨晉升“年輕新晉臨床醫學科

學家”，“我突然有海闊天空的感
覺。”
1996年，譚廣亨在回歸之前回流香
港，成立亞洲首個由華人教授成立的小
兒外科團隊，將所學帶回香港發揮。多
年來，譚廣亨的團隊在香港、內地展開
不同的培訓計劃，“見證內地小兒外科
的轉變，希望影響下一代外科醫生，以
更為嚴謹、科學、有效的方式為病人醫
治。”
譚廣亨說：“科學引人入勝的地方
在於，每當發掘出一個問題的答案時，
會再有其他的問題不斷冒出來，讓人繼
續追尋，每一個偵查真相的過程，本身
就是一個故事。”
他續說，但科研無辦法一個人做
到，一定需要一個團隊，他感謝多年來
團隊的支持與付出。

對港有信心 趕在回歸前回來
“我對香港大學及香港都是有感情的，
近幾年香港發展得好好。”譚廣亨於 1996 年
回流香港，“我一定要趕在回歸前回來，我
想告訴其他仍在海外的友人，我對香港有信
心。香港是我的根，是福地，是一個好好的
地方。”他鼓勵年輕人在年輕時可以多出去
體驗、觀察、學習，“以我為例，雖然我忠
心於港大，但若只有大學經驗，我的人生亦
不會有現在如此豐盛。”譚廣亨說，“但最

重要是記得返來！”

回流明智 屢獲機遇
譚廣亨說，回流香港是一個明智的選
擇，雖然回流後要在國際舞台重新證明自
己，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但回流確實帶給
我更多機遇”。譚廣亨說，當時整個亞洲的
小兒外科較為落後，但同時亦有好大發展空
間。譚廣亨將國際經驗帶回香港，在香港組

建小兒外科醫療團隊，團隊成員均為來自倫
敦、多倫多等地的業內專家。此外，譚廣亨
還將在香港及國際經驗帶回內地，包括工作
方式及態度，培育年輕醫學科研人才。譚廣
亨是小兒外科微創手術的專家，未來他希望
為香港在小兒外科領域繼續有所建樹，一是
集中病例，綜合不同醫療團隊的經驗建立統
一數據庫及統一的病例中心；二是維持卓越
醫療質素，“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對得起小

朋友，將最好的方案給到小朋友。”
在巨結腸治療方面，譚廣亨希望透過持
續採集足夠幹細胞及基因樣本，透過基因數
據及幹細胞模擬建立整個生育系統模型，希
望透過大型基因排序比對及數據分析，篩選
病人，確診病變基因及組織，有針對性地治
療。他透露，現時已有足夠基因數據，但仍
未能採集足夠病人幹細胞進行基因比對。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文華
■譚廣亨與太太在英國利物浦大學工作期
間的生活照。

籲速通過科創議案撥款
■1969年，譚廣亨與香港華仁書院的同
學合影。

他以英國為例，指外國很早已注重科研創
新，不止政府重視，民間亦十分重視。他認
為，無論在力度或是資源上，香港都應急起直

追，尤其是政府，更應帶頭投入更多資源及加大
力度扶持創新科技產業發展。
他又呼籲立法會議員對與科技創新有關的
議案或撥款，盡快批准通過，不要再進一步拖
慢香港科技發展進程。他建議，香港未來嘗試
將各大科研機構的成果串聯起來協同運作，直
至科技項目落地生花，並發揮內地科研潛力，
達至連鎖效應，而河套區發展是很好契機，
“蘇州過後無艇搭”，香港應該好好把握。
譚廣亨指出，香港現時無較為集中的機構
或地區做高端產業，且無機制確保學術機構全
情投入科研工作。他建議當局探討實現與深圳
互補發展，他舉例，以消費力來看內地市場有
很大發展空間，製造不僅僅適用於香港亦同時
適用於內地的創新產品，將更有利於發掘香港
未來科技潛力，同樣，在香港做科研後往深圳
做製造亦有前景。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文華
■譚廣亨與醫療團隊
譚廣亨與醫療團隊。
。

■譚廣亨讀書時照片。
見到他腹部有一條手術刀疤，之後女婿
向父母詢問才知道，當時譚廣亨正是主
刀醫生。
“女婿剛剛出世時，腹腔感染，裡
面有腫囊要切除，1985 年在瑪麗醫院，
正是由我主刀。”譚廣亨說，“我覺得
這個回饋非常美滿。”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文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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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者父母心，好難得受到小朋友
的信任，會不斷去做得更好，而做好
後，亦自然有病人會記得你。”譚廣亨
又說，自己最得意的回報是得到一個好
女婿。一次譚廣亨與女婿一同游水時，

譚廣亨畢業於香港大學，後來亦出任
港大首席副校長，他自言對港大有特別的
感情。惟港大近年紛爭不斷，譚廣亨指
出：“不是每件事都盡如人意，雖不是完
美，但仍為學生、為教職員感到驕傲。”
他相信未來一定會做得更好。他期望港大
透過提升科研能力，成為科研與學術並重
的院校，進一步提升國際地位。
譚廣亨續指，以往社會習慣將科研止步於
大學校園，但其實創新科技前景無限，在很多
領域都有發揮空間。他指出，兩年前成立的創
新及科技局有助提升香港在科研領域競爭力。

除取得驕人的學術成就
外，譚廣亨更有令人羨慕的
愛情故事。四十多年前一見
鐘情，經歷 7 年的追求及拍
拖走入婚姻，至今結婚 36
載，兩人始終甜蜜如初。譚
廣亨說：“太太是唯一情
人。” 譚廣亨上月20日獲頒
授小兒外科最高榮譽，他一再表
示，獲獎的背後包含太太無私的
支持與付出：“是太太的支持，
讓我無後顧之憂，能夠全心投入
完成自己的志願。”他說：“太
太犧牲好多，令我有動力精益求
精。”
譚廣亨自言對當時身為藝人
的太太覃恩美一見鐘情，大學畢
業前一年，他更“精心安排”一
場“私人聚會”創造機會與覃恩
美相識，從此展開 7 年的追求及
拍拖先至走入婚姻。
譚廣亨笑言：“當時花了好
多精力追求太太，對學業略有懈
怠，甚至有同學擔心我畢不了
業。”

唯一情人 變老婆

曾為女婿主刀 “回饋非常美滿”

促港科研創新
“追落後”

一見鐘情追 年

譚廣亨出生於草根家庭，小時
候以“幫家人走出困境、做一個有
用的人、做一個好人”為志願，長
大後如願成為一名治病救人的醫
生。譚廣亨自言多年行醫經歷讓他
“積到福氣”，現時更踏入“收成
期”，出席活動時經常會遇見曾被
自己治癒，現已長大成人的年輕人
同他打招呼，“這種感受好神奇，是
unexpected 因緣際會。”而更令他感慨
的是，自己亦曾為女婿主刀治療，譚廣
亨說，“我覺得這個回饋非常美滿。”
譚廣亨出生於草根家庭，家中有 5
個兄弟姐妹，一家 7 口住在親戚燕窩舖
頭的貨倉，一家人亦在該舖頭打工，
“我從小就會幫忙挑燕窩中的細毛，手
勢很嫻熟，可能對長大後熟練操作手術
刀亦有幫助。”譚廣亨笑說，平時他還
幫人補習來幫補家計。
底層的生活經歷讓他更珍惜讀書機
會，“同時對物質、金錢等看得很淡
然，因為我是從最底處往上升，任何一
小點物質上的進步，都會讓我覺得幸運
及滿足。”譚廣亨說，“小時候老師讓
以‘我的志願’為題作文，我寫我的志
願是幫家人走出困境、做一個有用的
人、做一個好人。這 3 個信念在我的內
心根深蒂固。”

升－競－爭－力

草－根－出－身

“立志做有用的好人”

“與太太開開心心走下去”
譚廣亨說，太太喜歡聽古典
音樂，自己亦因此而鐘意古典音
樂，現時會與太太一同分享音
樂，並開始學習聲樂，“對自己
來說，是一個挑戰。”
結婚 36 年，譚廣亨希望珍
惜每一刻，“未來不是所有事情
都要有規劃，我希望從從容容，
陪太太做她想做的事，讀書、看
戲、與太太開開心心走下去。”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文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