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現年 13歲的誥綸今年報考了英國高
考，並在數學、化學、物理考獲A級

佳績，IELTS考獲8級，本學年獲城大破
格取錄。

選讀大二科 盼投身IT
被問及開學至今的校園生活，誥綸昨日
受訪時笑言學術方面應付自如，部分課程
甚至覺得太易，已要求選讀二年級科目；
社交方面，因他從小已喜歡跟前輩交流溝
通，不覺有任何代溝，亦已加入棋社，享
受大學生活。他又分享自己有投身IT意
向，未來會視乎學業發展，再考慮日後會
專注哪個範疇。
誥綸如今學業看似一帆風順，江母卻感
嘆，雖然早在兩歲半已經發現兒子天賦過
人，但其求學之路並不平坦，更經歷多次

轉校，才選中可配合其發展的合適學校，
「兒子兩歲半已懂得乘數，可不按順序地
回答出來，而且他心算好快，別的孩子在
玩在跑，他就喜歡坐定定計數，而且好奇
心旺盛，經常都會發問」。誥綸6歲時曾
接受測試，證實為智商高達150的資優
生，當中數理、記憶力、運算速度等細項
甚至達到160。

兒子愛發問 老師反嫌煩
「資優生家長面對很多問題和困難，我

會說香港對於資優生的支援，也許只得特
教SEN支援的百分之一」，江母說，第一
個難題是兒子愛發問的個性，部分老師
「或會視作唔好的行為，問得多會覺得煩
厭」，幸好隨着誥綸成長，他漸漸培養出
自學能力，熱愛閱讀和網上自學，令其學

業成績不斷進步，卻又因此迎來了另一難
題。
本身亦為小學老師的江母表示，香港教

育一般不能輕易跳級，「在資助學校讀過
兩年，根本滿足不了兒子的學習需要，如
他當時乘數表已倒背如流，但（數學課）
仍要坐定定」，當時她向學校提出數學科
讓兒子到圖書館自修，但被拒絕，只能轉
讀直資或私立學校。
誥綸自此經歷多次轉校跳級，6歲已讀
小二的他，10歲讀小五，11歲讀中一，再
跳中三，去年12歲讀中三途中轉往浸大附
屬學校王錦輝中學讀中五，最終今年13歲
入讀城大一年級。
江母認為，本港雖然設有資優教育學

苑，及包括王錦輝中學在內共3所資優教
育衛星中心，惟整體資助和宣傳始終較

少，「一般學校不掌握資優生需要，更可
能抹殺小朋友的興趣和好奇心，帶來窒礙
和挫敗」。她呼籲當局應加強資助和宣
傳，「當然父母如果不重視（培養），一
切都不會發生，去一般學校亦未必會有今
日發展」。她認為，與資優教育先進的北
歐國家相比，香港明顯落後，應該加大投

入，急起直追。
城大發言人昨日回應指，該校今年取錄

一名年僅13歲、在公開試獲優異成績並通
過面試的學生，入讀智能製造工程學課
程，校方會與其家人緊密聯繫提供適切支
援，及協助其適應與融入大學生活，並在
學術上追求卓越。

浸大研低成本篩查耐藥菌系統

13歲神童破格升城大
智商150 連續4年跳級 母嘆資優教育支援不足

資優兒童天生在個別領域具備過人特質，但要真正兌現潛能，個人努力、家長與學校的栽培必不可少。現

年13歲的江誥綸智商達150，尤其擅長數理和運算能力，學習進度遠超同齡學童，但一般學校跳級安排欠彈

性，江媽媽不惜化身「孟母」，為兒子多次轉校讓其得以按能力連續4年跳級，早前更於英國高考（GCE

A-level）多個數理科考獲A級，本學年破格升讀城市大學智能製造工程課程。江媽媽感嘆，香港對資優教育

的支援和宣傳不足，傳統教育制度窒礙資優生發展，望有關當局可加大力度，追上國際先進水平。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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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香港最初
的記憶，來自外
祖父。在我幼年
時期，遠居香港
的外祖父只有逢

年過節才會回來，帶回來的還有那些昂
貴的零食和漂亮的衣服。那時懵懂的
我，以為香港是天堂，外祖父過着富裕
的生活。後來他為我講述漂泊他鄉的故
事時所流露的心酸，我卻只感覺到，那
裏房價很貴，物價很高，工作太忙。後
來，外祖父去世了，我對香港的概念停
留在那裏。
在我十來歲時，母親帶我去拜祭外祖
父，這才讓我對漂泊異鄉的家人有了更
多的了解與感觸。有一天晚飯後，外婆
和母親坐在沙發上，雙眼注視着牆上掛
着的照片，有外曾祖父的，也有外祖父
的。她們談了很多往事，我在旁默默聽
着，偶爾提問一下。很多故事都曾聽外
祖父講過，可那是我第一次真正用心了
解到這個家庭的故事。
母親說，外曾祖父年輕時，在家鄉以
捕魚為生。那時候的鄉下又是戰亂，又
是饑荒，很多人逃難到香港。當時外曾
祖父以為香港是一個好地方。雖然捨不
得家鄉，但為了不讓家人餓死，他終於

和幾個朋友一起，乘小船偷渡去香港。
抵埗後，他才發現這裏並不如想像中那
麼美好。起初外曾祖父在香港的牛奶公
司做割草的工作，當時又要租房又要生
活，入不敷出，他也不敢回鄉。後來生
活好了一些，他便在香港結婚生子，也
就是我的外祖父。
「上世紀六十年代的香港還沒回歸，

中國人在香港是真的一點人權、一點地
位都沒有。」說到這裏，母親有點哽
咽，擦拭了眼淚繼續說道：「特別是我
們這群鄉下人，逃難避災湧到這個地
方，啥也不會，既不會講粵語，也不會
講英語，更不用說看英文了。中國人的
地位真的連狗都不如，被人逮勁兒欺
負。」我想，外曾祖父應該很想回到家
鄉吧，也慢慢明白他背井離鄉的辛酸。

相信祖國讓生活變得美好
「1997那年，香港終於回歸了。我們

很高興，因為我們相信祖國會讓我們的
生活變得美好起來。我記得慶祝那天晚
上，你外曾祖父喝了一點白酒，很開心
地在那裏咯咯地笑，我好久沒看到他笑
得很釋懷的樣子了。」母親又提到：
「你外曾祖父老了，有點癡呆症，總說
想回去，爸爸便帶他回去了。後來他去

世，也葬在家鄉。」
2019年暑假，我在旺角找了一份快餐
店兼職。那時正值香港修例風波，某天
我放工回家，一路上不敢說話，暴徒在
那聚集，黑色恐怖瀰漫在空氣中，讓人
窒息。他們高呼着自己的口號，在大馬
路上肆意破壞。這種恐怖的氣息在那年
的國慶更加嚴重。國慶前夕，我看到遍
地貼滿標語，充斥着「港英政府萬
歲」、「解放香港」等極端言論。我的
內心充滿了疑惑、憤恨、無奈……複雜
的情緒讓我瞬間紅了眼眶。

母親叮囑不要忘本
這段時間，母親總是在夜間輾轉反

側，因為暴亂嚴重破壞了城市的秩序，
圍堵、縱火，她說從未想過一個揚言要
追求民主、自由、文明與法治的社會，
會淪落到這般地步。她總是叮囑我，不
要受到這些人的影響，不要連自己的本
都忘了。幸好，在祖國的支持下，香港
特區政府一次又一次地緊急維修公共設
施，一次又一次地緊急部署警員，盡最
大努力恢復秩序，讓香港重回正軌。
2020年的寒假，新冠肺炎突然襲來，

整個世界都陷入危機之中，卻似乎沒有
影響到亂港分子搞事的「熱情」，戰火

的硝煙移師到網絡，網絡成了他們撒野
的陣地。每當新聞播報內地出現感染病
例，他們就起哄嘲諷；當政府推出防疫
政策，他們便高聲反抗；當內地研製出
疫苗的時候，又嗤之以鼻……
那時內地發生了很多奇跡，讓我和我

的家人真真切切地感覺到祖國給人民帶
來的安全感，為了這份安全感，國家領
導人和中國人民不知道花費了多少心血
和人力物力。中國不僅有效控制了疫
情，更在全球化疫情防控工作上彰顯了
大國的責任擔當，可是依舊有很多香港
人對此視而不見，甚至對其妖魔化。這
讓我不禁思考：我們中間到底隔了什麼
溝壑，讓我們無法相通？
國家從建立到發展舉步維艱，要為人

民提供和保障美好生活更是不容易。我
們可以在這片土地上追逐夢想，背後是
祖國強而有力的支撐。
我們同屬於這個祖國，也同屬於華夏

民族，流淌着相同的血液，應該不分彼
此。倘若國家都支離破碎，哪裏還能讓
我們安居樂業呢？其實祖國興衰，與我
們休戚與共；更重要的是，我們要熱愛
自己的祖國，熱愛自己生長的這片土
地。這種熱愛，應該像血液一樣流淌在
我們的身體裏。

一家，一城，一國（節錄）
【編者按】今年是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周年，中聯辦深圳聯絡部、深圳大學、深圳市青聯、深圳市學聯共同組織了「國家記憶：港澳青年學生看百年港澳發展與國家變遷」
徵文比賽，主辦方共選取了40多篇作品入圍並頒獎表揚。香港文匯報特別節錄選登當中多篇優秀作品，向讀者展示港青筆下的兩地故事，為香港青年的國家記憶保留珍貴
記錄。

作者：陳虹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
港大學昨日舉行頒授典禮，向6名
來自不同界別傑出人士頒授名譽大
學院士銜，以表揚他們對大學及社
會的貢獻，當中包括服務港大近半
個世紀、去年榮休的前任教務長韋
永庚。他被稱為「港大的活百科全
書」，過去數十年，港大多項校務
發展都與其關係密切，包括大學聯
合招生辦法（JUPAS）的設計、學
生電腦資訊系統的提升、1990年
代與內地大學率先開展合作、1998
年招收首批內地尖子，以及各項學
術發展規劃等。
港大於1995年設立名譽大學院

士，以表達對大學、對學術界及社
會有獨特及傑出建樹人士的敬意，
並加強大學與廣大社群的聯繫，而
昨天的典禮由港大副校監李國寶主
禮，向韋永庚、華廈置業集團主席
鍾棋偉、香港商業廣播（商業電
台）主席何驥、證券及衍生工具專
家梁家齊、偉門智威亞太區首席創
意長兼創意委員會主席勞雙恩，及
德勤中國副主席施能自6人頒發名
譽大學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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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向6人頒授名譽大學院士。港大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為支援教師
推展歷史教育，香港特區政府教育局由今日
起會分批向全港開設本地課程的中學送贈
《香港志．總述．大事記》一書。該書由團
結香港基金轄下的香港地方志中心編纂，全
面記載及整理香港七千年以來的歷史，涵蓋
自然地理、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等，呈
現香港的發展脈絡、中華文化根源，以及自
古至今與國家血脈相連的關係。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表示，期望學校能善用

此書，配合中國歷史科、歷史科、地理科、
經濟科、生活與社會科、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等課程，參考及使用有關歷史資料、地圖、
照片等多元化素材，豐富學校的日常課堂及
學生的專題研習，讓同學全面準確地認識香
港的歷史和發展，加深明白香港與內地血濃
於水、同根同心的關係，並培養他們的國家
觀念及愛國愛港的情懷。

《香港志》贈中學
培養愛國情懷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濫用及誤

用抗生素會導致耐藥性問題，抗菌藥物
敏感性測試能檢測出指定抗生素是否有
效抑制某種細菌，但傳統測試需時約16
小時至24小時，新式快速測試卻成本高
昂，且要大量實驗室設備。浸會大學團
隊近日研究出一款「條碼」細胞傳感
器，其微管道結構的外觀與條碼相似，
能以低成本為耐藥性細菌作快速篩查，
其造價低於1美元，用家可在3小時內完
成現場篩查，方便快捷。
浸大化學系副教授任康寧帶領的研究
團隊設計出一套全自動、無需使用顯微
鏡的抗菌藥物敏感性測試系統，它由兩
個主要部分組成，即細胞培養區和「條
碼」細胞傳感器。
研究人員將細菌樣本注入細菌培養區
培養，樣本中的細菌會因應微管道內抗
生素的濃度，出現不同的繁殖速度。之
後細菌會流進「自適應線性過濾器」，
再被流體帶動向下移，最終從微管道的
末端開始堆積，形成可見的垂直條狀，
其長度與在不同濃度抗生素培養出來的

細菌數量成正比。
測試完成後得出的「條碼」，可使用

配備微距鏡頭的流動電話拍攝，影像將
由研究人員開發的手機應用程式作自動
分析。當細菌培養完成後，如細胞傳感
器內細菌堆積的長度相近，代表測試中
使用的抗生素未能抑制該細菌的生長，
亦即細菌樣本對該種抗生素呈耐藥性。
如線條的長度與微管道內的抗生素濃度
整體而言成反比，即細菌樣本沒有耐藥
性；當兩條相鄰線條的長度出現明顯差
別時表示該種抗生素已達到有效抑菌濃
度。

3小時內有結果
研究人員利用「條碼」細胞傳感器測

試大腸桿菌和金黃葡萄球菌，結果與傳
統藥敏測試一致，並能在3小時內完成，
相比傳統檢測方法需時大大縮短；由其
他研究人員開發的微流控技術雖然能以
相若的速度完成檢測，但普遍需要使用
成本高昂的儀器作分析。
任康寧表示，「條碼」細胞傳感器的

生產成本低廉，是有效應對耐藥性問題
的新工具，團隊已申請專利，希望它能
用於食品工業、公用地方和醫療設施的
耐藥性細菌常規篩查。由於它不需要先

進的臨床設施或專業檢測技能，長遠希
望能在資源匱乏的地區使用，而有關成
果已刊登於國際學術期刊《Biosensors
and Bioelectronics》。

● 任康寧（左）帶領的研究團隊設計出一套全自動、無需使用顯微鏡的藥敏測試系
統，能以低成本為耐藥性細菌作快速篩查。 浸大供圖

●江誥綸（左）今年破格升讀城大智能製造工程課程。旁為王錦輝中小學總校長陳偉佳
（中）及該校另一資優畢業生、現為牛津大學碩士生的何子駿（右）。 受訪者供圖

本疊內容：教育新聞 副刊 娛樂新聞 體育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