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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志明寒門出身問鼎院士
一家八口靠父親做買辦養家。自懂事起，兄弟姐
妹六人便要在家做手工貼補家用。窮人家的孩
子，發奮讀書是唯一出路，沒有額外的資源，
「堅持」二字貫穿了他的求學歲月。

量，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昨日舉辦「2021 感動香江」頒獎典

作為世界知名的科學
家，支志明獲獎無數，
但對他而言，最珍惜的
頭銜仍是「中國科學院
院士」，他曾說，「我是
中國人，能成為香港第一個
獲此殊榮的科學家，是我人生最大
的榮耀。」
而昨日獲得 2021 感動香江人物的殊榮，支志
明認為不僅是對他個人的認同，更是對科研工作
重要性的認同，他說，「中國的科研環境不遜色
於世界上任何地方，希望能讓青年看到科研的希
望。」

「堅持」
二字貫穿求學路

動香江人物、團體、特別致敬」等獎項。在一眾獲獎者中，有人
自強不息，從基層青年成為最年輕的中科院院士，為國家培養人
才；有人為國家航天事業發展貢獻「香港智慧」，修例風波期間
緊急轉移航天研究設備，以免被暴徒破壞，還有小人物、大故

事，包括無懼暴徒威脅挺身撐警的「一人茶餐廳」老闆、上山下

海執垃圾的義務清潔工、把握機遇勇創大灣區內地城市的創業港
青……每一份溫暖和感動的匯聚，讓人們看到了人性光輝，看到
了希望、萌生愛。

嫦娥攬月，天問奔火，近年國家太空探索接
連捷報，其中少不了「香港智慧」的貢獻。香
港工程科學院院士、香港理工大學工業及系統
工程學系副主任及講座教授容啟亮，過去十餘
年廢寢忘食，帶領團隊潛心研發「相機指向系
統」、月壤「表取採樣執行裝置」和「火星相
機」等多個超精密太空儀器，助力中華民族實
現「航天夢」。前年黑暴期間，暴徒闖入該校
肆意破壞，容啟亮臨危不亂帶領團隊及時轉移
核心器材，在校外完成大部分項目研究，成功
追趕進度，不負使命，昨日獲感動香江人物獎
實至名歸。

交付任務時突遭黑暴
2019 年末，對容啟亮而言印象深刻。那段時
間，香港深陷修例風波中，社會經歷巨大動

盪，理大校園內亦瀰漫着緊張的氣氛，而容啟
亮團隊為天問一號火星探測任務研發的「火星
相機」亦到了即將交付的衝刺階段。就在這
時，暴徒闖入校園打砸破壞實驗室的消息傳
來，團隊眾人的心提到了嗓子眼，「研究已經
到了關鍵時刻，絕對不可以被打斷。」容啟亮
臨危不亂，組織團隊成員重返理大，轉移核心
器材，「慶幸實驗室位置偏遠，我們好像螞蟻
搬家一樣，低調行事，將器材分為多個部分，
悄悄運出學校。轉移行動的第二日，理大就因
被暴徒佔領而封校了。」
轉移器材後，容啟亮沒有時間感歎幸運，
「研究已經到了緊急關頭，大家的所有注意力都
在項目上，專注解決所有問題。」校外沒有那麼
多儀器輔助，團隊成員發揮專業精神，廢寢忘
食、克服重重困難，待理大校園重新開放時，絕

大部分的研究項目已經
完成，回到校園實驗
室時就進行最後的整理
工作，容啟亮才稍為鬆
了一口氣，「那時候只想
着不能辜負國家交給我們
的使命，一定要按時交付。」
容啟亮的科研精神令人動容，是當之無愧的
香江探月問天第一人，昨日獲感動香江人物獎
項實至名歸。但他表示，獎項不僅屬於他，更
屬於所有為科研奮鬥的香港科學家。他勉勵青
年科學家，只要用心做，不僅能得到國家大力
支持，還有機會參與重大研究項目。他表示，
航天科技與我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除了登
月探火，亦可利用衛星技術，有助香港發展成
為智慧城市。

● 姜在忠（左）為東奧中國香港代表團頒獎，貝鈞奇代表領獎。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 林鄭月娥（左）為香港警隊頒獎，蕭澤頤代表領獎。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李凱瑚撐警 200%不後悔
小人物的背後也不乏令人動容的故事。2019
年，銀龍咖啡茶座內因張貼撐警海報、公開支持警
員，被暴徒揚言要「裝修」侍候，老闆娘李凱瑚更
被人起底，每日收到上百個騷擾電話，終日飽受言
語辱罵，惟她直言絕不向惡勢力低頭，此後更長期
身穿印有「我愛香港警察」口號的藍色T恤，並在
店內懸掛國旗和紅燈籠，以實際行動挺身撐警，訴
說愛國情懷。她是無數愛國愛港普通市民的典範，
故獲得「2021感動香江人物」獎項。

為警 3 小時沖 1500 杯奶茶
作為「銀龍咖啡茶座」的老闆，李凱瑚多年

如一日勤勉工作，縱然是「一人茶餐廳」也獲
大批捧場客支持。黑暴開始後，愛國愛港的李
凱瑚有見香港警察的付出，積極參與撐警行
動，還將撐警標語和海報張貼在店內，並不時
親自到警署為警員沖奶茶打氣，至今已到訪過
全港逾八成警署，最高紀錄是同時動用 9 個
爐，聯同義工朋友，3 小時內沖出 1,500 杯奶
茶。
她說，黑暴期間香港警員的貢獻有目共睹，
沒有警察在前線衝鋒陷陣、嚴正執法，守護這座
城市，不知道有多少守法的無辜市民遭暴徒黑
手，希望能盡綿薄之力，支持警隊。因為高調撐

警，她和小店受到黑暴
分子騷擾，生意一落
千丈。但她笑言，「撐
警 200%不後悔，作為
中國人，我很驕傲。」
去年 7 月，香港國安法
在特區實施，社會由亂至治，秩序得到恢復，
讓李凱瑚非常感動。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國
家對香港特區的支援源源不絕，讓她感到祖
國從沒放棄香港。她希望未來更多人能作
出感動香江的事跡，讓香港繼續發光發
亮，為國家作出貢獻。

● 潘雲東（左一）和周安達源（右一）為中建香港全體施工團隊頒獎。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 李江舟（左一）和林建岳（右一）為東殘奧中國香港代表團頒獎。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獲獎名單（排名不分先後）

「我們會繼續發揚正能量，一起上山下海執靚香江。」
「上山下海執垃圾」團隊創始人冼力求昨日在接受香港
文匯報訪問時，感謝每一位與他並肩行動過的夥伴，
感謝很多洗衣店為團隊提供垃圾袋，感謝食環署為收
集垃圾提供支援。他笑說：「過兩天我們團隊又要
『遠征』，開展第 2968 次行動，這次團隊成員亦有 4
歲孩子，大家齊心清潔香港。」
冼力求人稱「貓哥」，是一位退休救護員。他在 3 年
前發起的「上山下海執垃圾」群組成員，至今已將近 4 萬袋
垃圾放到食環署的垃圾收集站。「這些消失不了的垃圾，最後會間接傷害我們
人類。」說起香港海岸線邊的沙灘上、礁石縫隙中堆積的各種塑料垃圾還有廢
棄油箱時，冼力求的語氣變得擔憂。
「大家去主題公園玩樂需要付票，大自然卻不收門票，當我們玩得開心時，
有沒有想過我們能為大自然做些什麼？」熱愛自然、熱愛戶外運動的他，經常
會看到別人留下的垃圾，於是開始自備垃圾袋出遊，見到垃圾就會執，連帶朋
友亦受影響。「有時一個人會執幾袋，一趟趟運出來，很費力氣，後來我們組
成了團隊，執好垃圾就放到食環署的垃圾收集車。」
「上山下海執垃圾」團隊每次行動並不輕鬆，如何去到偏遠的海岸線？如何
運走沉重的垃圾？冼力求笑說，「海岸線靠雙手雙腳到達，一袋袋垃圾靠人手
帶返出來，一個人的力量有限，團隊的力量卻是無限。」
對於今年榮獲「2021感動香江人物」榮譽，冼力求表示很開心「上山下海執垃
圾」團隊得到社會人士的認同與鼓勵，「我們會繼續發揚正能量，一起上山下海
執靚香江。」

魏嘉俊灣區創業帶動港青

「貓哥」
上山下海執靚香江

「2021 感動香江人物」

萬御科技集團有限
公司創始人兼行政
總裁魏嘉俊是香港
支志明
容啟亮
韋玉珍
屈穎妍
青年在大灣區創業
余秀珠
李凱瑚
冼力求
魏嘉俊
的先行者，短短 3 年
間，他的公司成功研
發裸眼 3D 領域先進的創
科產品，並與 200 多個國內外
一線品牌建立合作關係。他昨日
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創業是一條不歸
香港警隊
路，但也正是因為不容易才有價值。不論創業或就
東京 2020 奧運會中國香港代表團
業都需要創新精神，只要找到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都
是成功的。」
東京 2020 殘疾人奧運會中國香港代表團
魏嘉俊是一位90後港青，2018年開始北上逐夢。他於
中國建築工程
（香港）
有限公司全體施工團隊
香港大學工商管理（會計與財務）專業學士畢業後，選擇
了科創行業以發展事業。談到跨專業也可以做科創，他說
在工作中專注自身專長，商科思維令他在科創產品的應用層
面、商業模式制定以及資源整合方面可以大展拳腳。他又說，
自己在創業的路上是不斷試錯、不斷成長，卻從未想過放棄。
隨着粵港澳大灣區的政策逐漸落地，兩地間的交流更加頻繁，魏
奮戰在抗疫一線的香港醫護工作者
嘉俊認為香港青年在灣區的發展機會亦會更加成熟。他說，如今大灣
區的內地城市對香港青年的各項支持政策都漸漸落地，而特區政府亦有
實際的平台和計劃支持青年到灣區發展，整個大環境把在灣區創業的機會打
造得更加成熟。「配套政策、資源傾斜、人才湧入、兩地間對接增多、市場成熟
度越來越好，相信當兩地恢復全面通關後，很多青年會進入大灣區市場，因為機不
可失。」

「2021 感動香江團體」

● 出席頒獎儀式的部分嘉賓合影留念。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2021 感動香江特別致敬」

● 頒獎禮現場播放主題曲視頻。

支持機構冀各界團結聚焦發展
作為「2021 感動香江」選評表彰活動的支持機構，
新鴻基地產與長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長江和記實業
有限公司均表示十分榮幸，並希望「感動香江」活動
繼續弘揚正能量，發揚獅子山精神。
新鴻基地產執行董事郭基泓表示，「十分榮幸成為
●郭基泓
『2021 感動香江』選評表彰活動的支持機構，活動宗
旨與集團『以心建家』，努力建設更美好的城市的理
念不謀而合。」
郭基泓提到，獲獎代表為香港社會在各自崗位上勤
勉實幹、默默耕耘，是中華優秀美德的最佳詮釋，是
香港「由治及興」新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兼善
●甘慶林
天下、同舟共濟的精神刻畫了香港最美麗的風景線，精
神可嘉。在新征程上，期望「感動香江」挖掘更多心憂天下
敢為先的好人好事，繼續弘揚「獅子山精神」！
長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及長江和記實業有限公司副董事總經理甘慶林亦表
示：「『 2021感動香江』活動十分有意義，在推動香港凝聚社會力量，弘揚正
能量方面有正面作用，有助香港的發展。長江集團十分欣喜支持這活動。」
他說，「2021 感動香江」活動中各獲獎人物、機構及團體均實至名歸，
各單位無論在促進香港社會進步、引領現代社會優良價值觀、傳承發揚中國
傳統美德等各方面均作出了傑出的貢獻。通過活動，冀幫助樹立港人正確的
價值觀，團結各界聚焦發展，一起發揚獅子山精神，共同為這美麗的「東方
之珠」再創新輝煌而努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邵昕、子京

彰顯香江正能量

容啟亮獻太空
「香港智慧」

「 感動香江」頒獎 彰顯人性萌生大愛

中學時他曾多次轉學，就讀的並非名校，靠
放學後跑到書局「打書釘」翻閱中外書籍，滿足
他如飢似渴的求知慾。中四開始，為賺取學費和
生活費，他兼職補習老師，雖然生活艱苦，但成
績優秀，年年獲得學校獎學金，最終更以優異的
成績進入香港大學攻讀化學，走上一生熱愛的科
研道路。

禮，向一眾發放正能量、感動人心的人物與團體頒發「2021 感

小人物大故事

從寒門學子，到最年輕的中科院院士，香港
大學化學系系主任及講座教授支志明付出的努力
超乎常人想像，無論寒暑，每日完成功課後必定
跑去書局「打書釘」，中四開始通過幫人補習賺
取學費和生活費……貧寒沒有堵塞他的求學之
路，生活的艱苦沒有打擊他投身科學的信念。成
為中科院院士時，支志明 38 歲，是香港獲此殊
榮的第一人，也是最年輕的中科院院士。作為研
究有機發光二極體材料及抗癌治療藥物的行業先
驅，支志明積極推動香港與內地科研交流合作，
如今他已為國家培養超過 170 名博士生，大大增
加國家人才庫。
支志明出身香港佐敦道一個貧苦家庭，兒時

香港社會實現由亂及治的重大轉變，為謳歌真善美，弘揚正能

2021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獲獎團體回應
「2021 感動香江」
團體得主
香港警隊
香港特區警務處處長蕭澤頤：是次獎項是對警隊全
體警員尤其是前線同事的認可，黑暴期間前線同事每
日要攜帶沉重裝備工作十幾小時，他們的家人被人起
底，子女在學校飽受欺凌，感謝同事們的付出。
每名警員加入警隊的初衷都是保護香港市民，相信
能憑藉專業的工作態度，化解市民誤解。作為警務工
作者，我們最大的願望是保護市民、維持社會治安、
維護國家安全。作為警察是一份非常有意義且有挑戰
性的工作，亦鼓勵有志服務社會、服務市民的年輕人
投身警隊，這份工作能給他們帶來很多的工作滿足
感。
東京2020奧運會中國香港代表團
東京 2020 奧運會中國香港代表團團長貝鈞奇：香
港運動員們發揮了永不言棄的拚搏精神，市民通過電
視直播為運動員加油打氣，激發全民運動熱情，一掃
香港在過去兩年受社會事件和疫情夾擊而產生的低落
與抑鬱，極大振奮人心。是次奧運後，特區政府亦加
強對體育的重視，增加體育資源投放，希望藉此機
會，香港的體育事業得到更好發展，亦希望運動員能
再創佳績。

東京2020殘疾人奧運會中國香港代表團
東京殘奧會中國香港代表團男子羽毛球銀牌得主朱
文佳：獲感動香港獎項是對殘疾人士、尤其是殘疾人
士參與運動的一種肯定。多年來香港殘疾人士運動員
默默付出、努力、奮鬥，克服身體上的困難，每日堅
持訓練，這些艱辛困苦是常人難以想像的。各界給殘
疾運動員非常多的支持與鼓勵，讓運動員倍感窩心，
讓大家在日後的訓練和比賽中信心大增，有助我們走
得更遠。
中國建築工程（香港）有限公司全體施工團隊
中國建築工程(香港)有限公司總經理孔祥兆：此
次活動向廣大市民宣揚了同心協力、造福社會的價
值觀，相信能激勵更多的市民為香港的安定團結、
繁榮穩定貢獻力量。中央援港抗疫的醫院項目寄託
着中央對於香港深切的關愛，在深港兩地政府帶領
下，我們排除萬難，團結一心，秉承着「時間就是
生命」的信條，爭分奪秒、不分晝夜地設計及建
造，用不到四個月的時間完成任務，增強香港抗擊
疫情的能力，讓市民真切地感受到中央的支持。中
建將繼續建設香港，服務社會，為香港的繁榮穩
定，積極作出貢獻。

「2021 感動香江」
特別致敬得主
奮戰在抗疫一線的
香港醫護工作者
醫管局主席范鴻齡：新
冠疫情至今，本港經歷了
一波比一波嚴峻的疫情爆
發，面對種種挑戰，醫管
局不論是前線醫護團隊，
抑或後勤支援人員，各司
其職，不遺餘力，為守護
全港市民的健康一直緊守
崗位。在抗疫路上，我們
同時得到中央政府的大力
支持，那些恍如及時雨的
協助，切切實實地解決問
題，為香港醫護人員注入
強心針，與市民一起抗
疫。今次獲殊榮是對醫管
局及全港醫護一直以來的
堅持與無私付出的肯定。

姜在忠：唱響愛國愛港主旋律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董事長
姜在忠昨日在「2021 感動香江」頒獎典禮致辭時
表示，香港近年出現黑暴事件，令社會動盪，亦
讓外界質疑「香港變了嗎」。主辦此次評選活
動，就是希望向香港社會、祖國內地乃至全世界
證明，香港從來不缺正能量，一直唱響愛國愛港
的主旋律。
姜在忠表示，近幾年來，香港在實踐「一國兩
制」過程中出現了一些新情況、新問題，黑暴事
件更造成社會動盪、法治受損、民生受創，給外
界帶來一定的負面觀感，令東方之珠的形象蒙
塵。此次主辦「2021 感動香江」評選活動，就是
希望通過禮讚楷模、表彰精英，宣傳他們愛國愛
港的情懷和感人至深的事跡，向香港社會、祖國
內地以及世界各國關注、關心香港的人們證明，
局部的、少數人的極端行為，不能代表香港的主
流社會。
姜在忠說，大文集團此前報道過很多貢獻國家、
服務市民的先進港人及團體，他們的事跡有的轟轟

烈烈，有的默默無聞。這些崇高偉大的或平凡高尚
的情操，應該受到褒揚和鼓勵，於是決定從今年
起，每年進行一次感動香江人物評選活動。

每位獲獎者蘊藏
「精神富礦」
姜在忠形容，每位獲獎者身上都蘊藏着「精神
富礦」，他們或以逆行出征的豪邁，或以頑強不
屈的堅守，或以患難與共的擔當，或以英勇無畏
的犧牲，或以相濡以沫的溫情，共同刻畫出令港
人引以為傲的時代精神豐碑，向世人充分展示了
香港社會生生不息的真善美和正能量。
在中央關心、特區政府帶領下，姜在忠表示，香
港當前正開啟由治及興的新篇章，希望看到社會各
界能進一步見賢思齊，崇德向善，從榜樣中汲取力
量，做「一國兩制」基本國策最堅定的踐行者和推
動者，秉持「獅子山精神」，同舟共濟、勤奮拚
搏、開拓進取、勇往直前。香港必將繼續迸發生機
和活力，美麗的「東方之珠」必將綻放新的更加璀
璨的光彩。

林鄭：港人是香港最寶貴資產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在「2021 感動香
江」頒獎典禮致辭時表示，香港地方小，自然資源
有限，但最寶貴的資產是香港人，憑着不屈不撓、
自強不息的獅子山精神，港人總能化危為機，再創
高峰。此次活動通過發掘感動香港的好人好事好機
構，表揚關心社會、關愛別人的情操，引領香港社
會優良價值觀，傳承發揚中國傳統美德，啟發新一
代傳承引以為傲的香港精神，為香港、為國家、為
世界多作貢獻。

社會比過去更需正能量
林鄭月娥表示，經過過去兩年多的社會動亂，疫情
打擊，香港社會比過去更需要正能量。2019 年是香
港動亂暴力不安的一年，中央政府堅持全面貫徹「一
國兩制」方針，制定實施香港國安法和完善選舉制
度，讓「一國兩制」重新回到正確的軌道上，確保香
港繁榮穩定。
她指出，新冠疫情雖然仍未結束，但在政府和各界
共同努力下，有效控制本地疫情，現在香港已回復平

穩安定，經濟也在疫情穩定下反彈，勢頭良好。希望
在可見的將來可以逐步恢復與內地正常通關，回應市
民的訴求，並為經濟復甦注入新動力。
林鄭月娥表示，現在良好的局面除了有賴中央支
持之外，也有無數人在香港面對困難時挺身而出，
守護香港。在 2019 年黑暴期間，警隊上下無懼危
險，守在治安最前線，果斷專業執法；同樣守在前
線的還有一眾醫護人員，在接近兩年的抗疫過程
中，醫護人員無懼病毒威脅，一直堅守崗位照顧病
人，毫無怨言；還有負責興建抗疫設施的工程團
隊，與時間賽跑，日夜趕工，大大提升了香港的抗
疫效率；香港的運動員在今年多個大型比賽中取得
驕人成績，社會都為此振奮；還有很多人默默付
出，在不同崗位上發光發熱，共建美好的香港，他
們都值得致敬。
她說，明年就是香港回歸祖國 25 周年，這是香港
團結社會、共建信心、一起開拓香港未來的重大日
子。「我希望每一個市民積極參與建設香港的未
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