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故宮博物院書畫部
研究館員王亦旻昨日參加「故
宮學人講故宮」系列講座，並
作題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國之瑰寶：故宮博物院藏晉
唐宋元書畫」展的觀眾視角與
學術定位》專題講座。他表
示，「國之瑰寶」展是一個以
早期珍稀書畫為主題的展覽，
通過展陳說明和圖冊編撰相結合的方式兼顧
學術性及普及性。展出的30餘件國寶書畫
中，近八成曾為清宮舊藏。
王亦旻表示，晉、唐、宋、元時期是中國傳
統書畫藝術發展十分輝煌的階段。本次展覽所
選文物皆為東晉至元代年間的不朽之作，可以
讓觀眾看到深厚中華的根源。籌備這個展覽要
達到保證參展國寶書畫的安全性、兼顧展覽的
學術性與普及性、體現故宮收藏特色與香港淵
源三個目標。
不同於一般意義上的專題書畫展，「國之
瑰寶：故宮博物院藏晉唐宋元書畫」展只有
35件（套）文物，而且要分為三期展出。王
亦旻表示，其中每一件都是國家一級文物，
都可以成為一個專題書畫展的核心展品。由
於年代久遠，這些紙絹類書畫脆弱性是非常

高的，保管起來難度很大。
「我們對這些書畫的展覽比一
般明清書畫展覽要求更高。比
如，一般只展一個月，同時對
於文物的溫濕度和運輸過程等
環節都要做到嚴密設計。」
他說宋元以前的書畫是有休

眠制度的，一次展出後3年之內
不能再動用。
在講座中，王亦旻特別提

到，今次展覽特意選擇了一件通過香港回流
故宮的文物—南宋李嵩的《錢塘觀潮圖》，是
上世紀五十年代經香港而收回故宮博物院
的，預計將在展覽第三期展出。「這是我們
今天能看到的最早的一幅描繪錢塘潮景觀的
山水畫。雖然場面宏大，但關於潮水湧起對
於船的影響刻畫得非常細膩，細節部分的呈
現非常準確。」
另據王亦旻介紹，今次展覽中近八成書畫

曾為清宮舊藏。清內府所藏書畫的主要來源
包括：明代宮廷舊藏、王公大臣們的進貢、
從私人藏家酌情價購、抄家罰沒、清代皇帝
御筆書畫、本朝臣工專為皇帝創作的作品
等。其中，傳世晉唐宋元的書畫作品，主要
是通過大臣進貢、藏家價購和抄家罰沒而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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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港學者獲「優青」資助
港大佔10人成大贏家 每人獲200萬人民幣「過河」支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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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陳啟恒

為支持在基礎研究方面取得優秀成績的港澳青

年學者，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優秀青年科學家基

金項目」自2019年起開放予港澳共8間大學的年輕學者

申請。該項目最近公布2022年度結果，其中香港多所大

學至少有22人獲選，包括香港大學有10名學者，該校

連續4年成為最多年輕學者獲選的大學，而香港中文大

學、城市大學、科技大學及理工大學亦分別有5人、4

人、2人及1人獲得「優青」資助。他們當中有致力研究

有機聚合物太陽能電池的機理，亦有從事非酒精性脂肪

性肝病的基礎與轉化研究等。每名學者可獲人民幣200

萬元資助金額，直接「過河」支持他們在港進行研究。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優秀青年科學家基金項目
（港澳）」旨在鼓勵愛國愛港愛澳高素質科

技人才參與中央財政科技計劃，為建設科技強國
貢獻力量，男性未滿38周歲和女性未滿40周歲的
年輕科學家均可申請。今年港澳區名額共25個，
資助經費不再區分直接及間接費用，每項可獲200
萬元人民幣，資助期限3年。香港文匯報昨日向本
港各大學查詢，截稿前確認至少有22人獲選。

研監測策略 低成本減糖尿併發
是次計劃中，港大有10名青年科學家入選「優
青」項目，為港澳地區各大學之冠。其中機械工
程系助理教授周慈勇憑「有機聚合物太陽能電池
的機理研究」獲選，旨在揭示使當前最高性能的
有機太陽能電池材料取得創紀錄效率的精確機

制，並為未來的材料和器件開發提供指導。
港大家庭醫學及基層醫療學系助理教授（兼屬

藥理及藥劑學系）尹旭輝則以「糖尿病併發症監
測策略」獲「優青」資助，項目預期結果將有助
於制定針對糖尿病患者更為精準的併發症管理策
略，或能以較低成本，減少糖尿病併發症和相關
死亡事件。
中文大學今年有5名年輕科學家入選，其中內

科及藥物治療學系研究助理教授張翔的研究項
目「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的基礎與
轉化研究」，擬開展肝內因素與肝外因素在
NAFLD中的協同作用，以及「肝病腸治」在
NAFLD中的應用價值。而該校生命科學學院助
理教授莊小紅的「植物自噬途徑的膜運輸調控
機制」項目，將有助於植物自噬途徑框架的建

立，為高產抗逆作物的改良以及優化植物細胞
器反應器提供參考，並推動植物科學基礎研究
的多樣性發展。
城市大學4名獲今年「優青」資助的學者，包括
從事「二維材料界面與構效關係」研究的化學系
助理教授李淑惠。她希望能從實驗上控制二維材
料的製備和組裝，精確表徵材料結構，把性能和
原子結構直接聯繫；原子級厚度的二維材料具有
許多非凡的特性，這些特性對於未來的電子設備
具有非常強的吸引力。
至於科技大學海洋科學系助理教授何丁則以

「河口海岸帶有機地球化學」項目入選，該研究
將會從分子層面切入，揭示河口海岸帶有機碳的
埋藏封存過程、固碳能力及控制因素，服務國家
碳達峰、碳中和政策。

「優青」項目部分香港得主及相關研究
◆香港大學

周慈勇

吳陳沭

黃淵華

尹旭輝

汪衛平

許俊彥

Celia Marei
Schunter

王晨杰

楊易

冉立山

◆中文大學

黃軍飛

李文俊

王瑩

張翔

莊小紅

◆城市大學

郭駿傑

楊濤

李淑惠

劉璐

◆科技大學

何丁

鮑志剛

◆理工大學

魏敏晨

資料來源：香港各院校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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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特區政府創新科技及工業局昨
日在政府總部舉行「國家主席重要講話精神」座
談會。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和轄下部門，包括創新
科技署、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和效率促進辦
公室約160名人員與會，更深入了解及思考國家
主席習近平重要講話精神。主講人、創新科技及
工業局局長孫東表示，香港要鞏固基礎科研優
勢，並主動對接國家「十四五」規劃建設，積極
融入國家科技發展大局。
座談會由孫東主講。他表示，習主席重要講話

中提到香港創新科技產業迅速興起，勉勵我們要
背靠祖國、聯通世界，不斷增強發展動能，切實
排解民生憂難。習主席親身視察香港科學園時
指，國家已把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納
入「十四五」規劃，又勉勵科研人員。孫東說：
「這充分體現國家對香港創科發展的重視和肯
定，也給予我們發展創科最強大的底氣。」
孫東指出，「香港要鞏固基礎科研的優勢，促

進產、學、研協同發展，進一步完善創科生態
圈，以及要進一步深化與內地創科合作，主動對
接『十四五』規劃建設，積極融入國家科技發展
大局，同時更要加速香港創科發展的進程，從而
全面提升香港的競爭力、驅動經濟的多元發展、
為年輕人創造更多優質就業機會，提升市民的生
活質素，讓市民感受到科技發展為社會帶來的益
處。」

孫東勉同事下決心解民生憂難
他還鼓勵同事在制訂及執行政策時，必須以
「以結果為目標」的思路，務實有為，敢於擔
當，下決心排解民生憂難，積極謀劃香港發展。
在座談會上，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常任秘書長麥

德偉、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副局長張曼莉、政府資
訊科技總監林偉喬、副政府資訊科技總監黃志
光、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政治助理廖添誠及其
他同事亦有分享看法和感受。

鞏固港科研優勢 積極融國家發展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昨日在政府總部舉行「國家
主席重要講話精神」座談會，約160名人員與
會，更深入了解及思考國家主席習近平重要講話
精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因應香港青少年培育會陳
南昌紀念學校校政風波，該校法團校董會昨日發聲明
指，學校昨晨已召開教職員大會，並宣布委任一資深老
師為署任校長，及聘任退休校長帶領「校政專責工作小
組」，負責督導處理開學事宜，而全體常額合約老師亦
成功獲續約。校董會強調，目前學校首要任務是重新團
結團隊，專注開學事務，確保開學準備運作暢順，學生
學習不受影響。
青培會陳南昌學校多名老師上星期透過教工會投訴
校董會管理不善，包括校董任命過程涉嫌違法，學生
宿舍懷疑不當使用公帑等，另教師續約亦遭拖延，8月
下旬仍有逾十名老師出缺，難以編班及編時間表，恐
影響學生開學；其後校董會以無法令人滿意執行校長
職責為由，宣布即時解僱前校長黃麗婷。至昨日黃麗

婷到勞工處投訴，質疑校董會以「莫須有」罪名將其
解僱，又稱懷疑解僱與工會行動有關。
該校校董會昨晚發聲明指，已於昨晨的教職員大

會委任資深老師黃錫培為署任校長，並聘任具群育
學校經驗的退休校長胡忠興帶領「校政專責工作小
組」，連同數名校董、署任校長及數名老師督導開
學及學校行政事務，同時亦成功與全體常額合約老
師完成續約，並正聘任多名老師，預計會隨即加入
學校團隊。
校董會表示，目前首要任務是確保開學暢順，會以學

生福祉為大前提，積極改善管理架構及從學校處理溝通
機制、人事管理、財務管理等方面完善監督學校。而有
關日前教工會所提問題，及解僱前校長事件，校董會會
待學生順利開學後適時回應。

陳南昌校政風波 校董會設專組處理開學事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香港校董學會日
前舉行「第五屆理事會就職典禮暨習近平主席七
一重要講話精神座談會」，原全國人大常委會委
員范徐麗泰作主旨演講。她表示，希望校董學會
在青年工作方面作出更多努力，幫助港青培養國
家自豪感、民族自豪感，引領青少年深刻認識國
家和世界發展大勢，進一步增強主人翁意識。
范徐麗泰表示，習近平主席用三個「回歸祖國

後」來說明國家與香港的關係。她舉例指，香港
回歸以來，GDP總值翻了一倍，外匯儲備增加了
4倍，從1997年的928億美元到2021年的4,657億
美元。港股市值更是增長了逾十倍，從3.2萬億港
元到42萬億港元。這些都是「一國兩制」實踐取
得舉世公認成功的體現。

范太：把政府與高效市場有機結合
她續說，今時今日特區政府須為香港籌劃將

來，秉持自強不息、敢拚敢贏的精神改進施政作
風。特區政府不僅是當家人，亦是治理的第一負
責人，應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應」，轉變以
往積極不干預的治理理念，把握好政府和市場之
間的關係，把有為政府與高效市場有機結合。
范徐麗泰指出，香港回歸以來並不是風調雨
順，但中央作為香港堅定的後盾，亦作為患難見
真情的家人，25年來始終全力幫助香港渡過難
關。近兩年，中央更是出台香港國安法和完善新

選舉制度，為香港撥亂反正，阻止西方繼續反中
亂港。在當今「愛國者治港」局面下，大家都感
受到翻天覆地的變化，充滿安全感、幸福感和歸
屬感。
香港校董學會主席林建華表示，習近平主席已

經非常清晰地指出了香港青年事務的癥結所在，
提出解決「四業」問題，即解決青年在學業、就
業、創業和置業上的困難。他希望各校董利用好
香港校董學會平台，為培養未來之棟樑作出更多
貢獻。

助港青育國家自豪感 深刻認識世界發展

◆香港校董學會第五屆理事會就職典禮暨習近平
主席七一重要講話精神座談會日前舉行，范徐麗
泰作主旨演講。

◆東晉畫家顧愷之《洛神賦圖》北宋摹本。 資料圖片

◆王亦旻 視頻截圖

◆香港大學有10名學者入選「優秀青年科學家基金項目」。 港大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