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大方向推動積極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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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線 脈
樂行善行、人生雋智，城中精英傾情對話

學生都愛叫中文大學校長沈祖堯為 「祖堯
BB」 ，不過，這個被喻為最親民的校長，已經
事先張揚不再續約，任期最長至2018年。回顧
近七年的校長生涯，他說有喜有悲，最開心是
任內落實興建由馬會捐助的大學教學醫院，在
公私營醫療系統之間搭建橋樑。曾謂 「人生是
應該浪漫的」 ，沈祖堯談到自己人生中的 「浪
漫時刻」 ，既講書法，也論年輕人。對於社會
撕裂，這個卸任後計劃重返醫學院的腸胃科權
威，開出了一張下火藥方—香港人應該心平氣
和，兩代復和。

香港需要心平氣和

開下火藥方

：沈祖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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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校長主動提出與學生拍
一張在百萬大道上一齊跳
起的合照。

沈校長（紅衣者）與食物及衛生局長高永文（黑衣
者）出席 「大腸癌關注月」 活動，他們與小朋友穿過
模擬的巨型大腸內壁，並講解大腸瘜肉的問題。

會亦在轉變，以前懂得寫 copybook、寫九宮格叫好叻，現在

一、兩歲的孩童已識玩 ipad，因此好難直接比較。」

年輕人機會多 競爭更大
他直言，今日的年輕人機會多，但競爭更大。 「以前讀得
書，考試畢到業已好叻，現在要十八般武藝。」 網上資訊流於
片面，亦是警號。 「放張相上網，一小時有一百個 like，覺得

自己好受歡迎；自己講一句說話，以為有一百個人讚好，便是

說得對，這樣就容易變得自我中心。」 這個良師，希望年輕人
學習聆聽不同意見，看事物看深入一點，不須太早下定論，

「對不同人的看法，應有多一點的尊重和包容。」

已明言 2018年任滿不再續任，沈祖堯說希望重返醫學院做

研究。本身是腸胃科醫生，他說希望日後專注癌症研究： 「大
腸癌很常見，在香港和亞洲區，肝癌研究亦好重要，我希望在

消化道、肝病上做多一點研究。」 過去幾年，很多新藥物及新
電療方法面世，很值得引入亞洲，他認為應讓更多病人受惠。

做了六年多校長，數難忘事有很多，有開心的有不開心的。

「我並非足球迷，但與成千名同學在百萬大道上觀看足球，大
家一齊歡呼，是很難忘的經驗。不開心的事，當然是香港發生

佔中事件；在街頭上抗爭，很擔心年輕人的安全。」 另外，建
立團結的團隊，以至在深圳建校，沈祖堯說都是他任內想做的

事；而能落實興建大學教學醫院，更是意義重大。

中大校園百萬大道上巧遇一群醫學

院學生，他們剛考完試，人人一臉疲

累，倒是這個年紀大上一截的沈校長最

生猛： 「肥咗都唔緊要」 ，引來哄堂大
笑；又主動提出要拍一張百萬大道上一齊跳

起的合照，期間有路過的工友上前要求合照，

他一樣有求必應。自言喜歡與人溝通，沈祖堯不

諱言，今日香港撕裂嚴重，缺乏溝通，令人擔心。

「你去酒樓餐廳，坐地鐵巴士，總有很多人評論年輕
人，特別是大學生，批評現今的後生仔都是廢青。年輕人

呢，則會覺得成年人是既得利益者，怎會明白他們的困難。

他們住房，大學畢業也是搵錢不多，覺得社會沒有好好支持

他們」 。這個經常接觸年輕人的校長說，希望兩代人慢慢可以
復和，至少可以 「心平氣和地溝通」 。 「不能與我們的下一代
溝通，等於放棄了我們的下一代，放棄了我們的未來。」 他
說。

他自己也正在學習 「下火」 的方法，透過學書法、禪修，坐
下來調節呼吸、飲杯茶，感應自己身體的狀態。 「無論呼吸或
心跳，手腳郁動，放鬆精神，暫時放下腦筋上很混亂的思想，

就可以心平氣和一點。」

有說 「一代不如一代」 ，他並不同意。 「小時候，我們的父
母都會這樣說，更貼切應是 「一代不同一代」 。時代轉變，社

沈校長見微知著，以小見大、推而廣之，除了是惠及市民

的醫學研究，還包括教導迷途知返的年輕人學習英文。

「之前從新聞看到，正生學校想搬校舍遇到很多困
難……重點是小朋友曾經犯錯，社會能否再給他們

一個機會？」 他於是興起協助這群學生的念頭，
想想如果中大可以取錄一兩名正生學生，當可

以向這班年輕人，表達社會沒有放棄他們的

訊息。惟中大要堅守收生標準，便只有提

高他們的合格率，沈祖堯於是向正生校長

提議，為其中幾名學生，每月教授一晚

英文，以提升他們的英語水平。

工友紛紛要求與沈校長合照，可見他在中大受歡迎的程度。

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撥捐十三億港元予中大支持興建教學醫院，月前舉行動土儀式。

建教學醫院 馬會捐十三億支持
「一定要多謝馬會支持，否則該醫院未必可以做到完全由大

學營運。」 他指教學醫院對香港醫療制度有突破性的意義，因
為目前公私營醫療系統，無論價錢及服務對象也不相同，希望

教學醫院日後能在兩者之間建立橋樑，讓中產家庭獲得高質素

的服務。

新教學醫院由籌備到最近正式動土，長達四年，他說融資安

排是最大挑戰之一： 「因為希望完全由大學管理及營運，所以
沒有私人或企業的投資，六十幾億元，需要得到政府支持及其

他捐款。雖然過去幾年經濟不算好，但總算克服了困難。」 馬
會慈善信託基金撥捐十三億港元予中大支持興建，醫院位於中

大校園內，由三幢大樓組成，總建築面積達十萬平方米，其中

一幢大樓將以香港賽馬會命名。醫院將提供約六百張病床，預

計於 2020年首季落成、第二季投入服務，預計每年服務超過

二十五萬人。

研究項目 成政府政策
說到醫療項目上的支持，馬會慈善信託基金亦捐助一千二百

萬港元成立了 「香港中文大學賽馬會老年學研究所」 。沈祖堯
認為，預防腦退化、預防跌斷骨等範疇，機構其實可與大學合

作，之後在醫院等地方試用，效果良好便向政府推介，供考慮

制定成為政策，而大腸癌篩查研究便是成功例子之一。 「該研
究馬會支持了很多年，終於取得足夠數據，由政府推出計劃，

讓六十一至七十歲的人士接受大腸癌篩查。」 他指意義不單在
於那一萬幾千人，而是成為了政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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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賽馬會行政總裁應家柏（左一）、環境局副局長陸恭蕙（右
二）、中大校長沈祖堯教授（右一）及極地博物館基金創辦人李樂詩
博士（左二）2013年主持 「賽馬會氣候變化博物館」 的開幕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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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無巨星的年代？
都說這是再無巨星的年代，作為一代天皇巨星的重量級

人物，譚詠麟又如何看今日的樂壇？ 「當然很不一樣，當
年歌手不多，真正金曲都只是十幾廿首。歌要聽得多，先

可以成為金曲，但今時今日，社會步伐快速，好多娛樂，

就算是電視，看的人也不多，返到屋企，上網呀，甚至乎

聽歌，都是上網聽。」 互聯網提供了方便，同時亦變相令
很多人失去了對知識產權的尊重。

「不用買啦，上網 download 來聽，不喜歡就換第二

首。其實做一隻歌，或者拍一套電影，需要好多人的心

血，花很多的時間，現在變成無人願意投資。」 譚校長認
為，造成這個局面，大家都有責任。 「都會有（巨星），
但不知何年何月。始終要用時間去栽培，慢慢一套一套

戲、一首一首歌去加分，去累積。」

「歌要聽得耐，聽得多，先會有感覺，先真會覺得是經
典。」 巨星在新世代難求，那在校長數不盡的經典金曲
中，那一首才是他 「一生中最愛」 ？ 「每一次有人問我這
個問題，每一次我都不懂回答，因為我實在有好多歌，未

計溫拿年代，真的無停過，不停有新歌，有新的作品，所

以要我揀一首，真的好難，因為每一階段，都有不同感

覺。」

「例如好早期的《忘不了你》，其後《愛情陷阱》、
《一生中最愛》和《愛在深秋》，又是另一個階段；之後

又有《講不出再見》和《披著羊皮的狼》。」 那一首最
好？難講，只因最好的，也許尚未來臨。 「時至今日，仍
然有感覺和興趣，希望有新的作品面世。」 永遠廿五歲的
譚校長如是說。

後 記
也無風雨也無晴

「不做這份工，可以做寫信佬。」 拿著
毛筆的沈祖堯說。偌大的校長室，對正辦

公桌有一張六人圓檯，文房四寶一應俱

全。 「上善若水」 寫給朋友； 「同心同步
同進 」 寫給馬會。喜歡蘇東坡《定風
波》，他說正是此刻的心境寫照。 「寫書
法，是因為做了校長，不時到國內大學交

流，別人給你一枝毛筆，叫你留下墨寶，

於我是很尷尬的事，因為對上一次拿起支

毛筆，已是四十年前的事。」

他的書法老師，曾是他的病人。 「他邀
請我去書法展，才知悉他的書法原來很

美，我說不如你教我用毛筆寫自己的名

字？」 由一個名字開始，一個月學習一
次，每次兩至三小時。書法有助陶冶性

情，習字後 「頭痛都無埋。」 因為書法，
他重拾年輕時讀過的中國詩詞，重新愛上

並有所領悟： 「回首向來蕭瑟處，也無風
雨也無晴。」 ──那樣瀟灑，就如他卸任
在即的心情。 「人生好多風雨，總會過
去。」 誰說不是？

配相：P08
配相：P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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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更好。 「我主要提供環境，有時又會用我中學時
學英文的方法，就是聽民歌看電影。」 寓娛樂於學
習，事半功倍，學生由開始時 「粒聲唔出」 ，到建
立自信， 「結果（中大）真的取錄了一兩個正生學
生，並非全部都是我的補習學生，也有自己考得好

的。」

曾經浪漫 在冰天雪地
曾說過 「人生是浪漫的，做大學生是應該浪漫
的」 。沈祖堯笑說： 「浪漫不是指拖住個女仔在月
光下散步、落雨不打傘」 ，而是 「不需要這麼快便
向現實、向生活低頭，因而放棄理想和夢想」 的心
態。 「每個年輕人都應有自己的理想，不一定要跟
大隊，那怕去外國做服務，去非洲去印度，或者有

創業理念……或許幾年後焦頭爛額，那時回來再打工儲錢、再

嘗試吧。」 追求理想的過程中，重新找到自己的人生價值，他
認為更加重要。

沈祖堯打趣謂自己年輕時，也 「被迫浪漫過一輪」 。 「那時
已是醫生，勤力工作，但未得上司讚賞，於是毅然辭去安穩的

工作，跑去加拿大攻讀博士學位。那裡冰天雪地，由醫生變回

學生，學習獨處，在困難環境下生存，鍛鍊與其他人合作，那

三年是很好的鍛鍊。儘管語言及眼睛的顏色不同，一樣可以成

為朋友。」

照顧外祖父 立志行醫
讀完博士回港繼續做醫生，沈祖堯直言，行醫，一直是小時

候的志願。 「年少時對文學一竅不通，運動亦不算特別出色，
但就好鍾意生物科。小時與阿公阿婆一齊住，因為我是長子嫡

孫，需要肩負照顧老人家的責任。」 記得有次外祖父因為吐血
入院，沈陪他上救護車，體驗了作為病人家屬的感受： 「看到
醫生如何處理，好仰慕好想做。能夠將學到的應用到在人身

上，好值得。」

熱衷研究的沈祖堯，成就其實早獲肯定。他與研究團隊早前

憑 「大腸癌發生分子機制、早期預警、防治研究」 ，獲 2016

年度 「國家自然科學獎」 二等獎。沈祖堯謂，研究長達十幾
年。 「不是象牙塔內的文章，而是影響到政策，受惠的人很
多。」

醫生家庭 一門四傑
妻子是醫生，兩個女兒一個是實習醫生、一個是醫科生，作

為醫生家庭的一員，他最開心是可以互相分享。不過，問到如

家中教正生學生 習英語
「他們轉車轉船，等到我放工已七點幾，所

以要在我家住一晚。透過那個晚上，由食飯開

始講英文，然後睇報紙用英文講 speech。」 他笑
謂最初有些擔心， 「唔知自己搞唔搞得掂」 ，但原
來正生學生乖得很。

家人初期也不習慣，畢竟家有妻女， 「一屋女人」 ，後
來卻是舉家支持。 「太太會特別下廚或吩咐傭人煮食，女兒
就幫手用英文傾偈」 。他笑說讀過國際學校的女兒，教英文比

何培育女兒成為醫生，他猛搖頭： 「不覺得個個都要做醫生，
讀書叻未必一定要做醫生，還有很多值得從事的行業，家長不

應將自己的理想，投射在子女身上，我兩個女選讀醫科，都是

她們自己的選擇。」

2003年沙士一疫，香港人記憶猶新，當年被喻為沙士英雄的

他，坦言上了人生重要一課。 「沙士卻讓我知道，科技不能解
決所有問題。」 沙士又提醒他，公共生
何其重要，也教他認知傳染病在人口密

集的大都會，一旦爆發將更加危險。

汲取了沉痛教訓，政府後來獲馬

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五億港元

成立了生防護中心，他形

容是一大進步，但仍想更

好，因為良好的隔離措

施，完善的追蹤病人

系 統 ， 屬 不 可 或

缺。

在沙士一疫上，時任中大醫學院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系主任的沈祖
堯，與威爾斯親王醫院其他醫護人員緊守崗位，被封抗疫英雄。

訪問現場片段，

請瀏覽：

沈校長照顧正生書院的學生，並且親自教導他們英語。

由中大校長兼莫慶堯
醫學講座教授沈祖堯
教授領導的科研團
隊，憑大腸癌研究獲
國家自然科學獎二等
獎。沈校長及其團隊
於 1月 9 日在北京人
民大會堂獲授獎。

沈祖堯勤練書法，
最愛蘇東坡《定風
波》裏 「也無風雨
也無晴」 一句。他
又應要求提六個大
字贈馬會。

訪問現場片段，請瀏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