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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四川大地震的世紀感動到北京奧運會的激情飛揚，從香港立法會選舉的韜略縱橫到全球金融海嘯的慘霧愁

雲，2008年竟是這樣的大悲大喜，雲舒風卷。海學聯第二屆理事會在這年夏天成立。接過首屆理事會傳下的

旗幟，扛起創會會長交過的擔子，我欣喜地看到海學聯在成長，在走向成熟。

我們憑著對祖國那份永遠不變的忠誠，憑著對香港那片念茲在茲的熱愛，更快地聚集起來，穩步地踏入社

會。我們的秘書處更加年輕活躍，我們的網站更加豐富多彩，我們的協和沙龍有了越來越多的新人，我們的

聚會活動迎來了天南海北的朋友。我們還積極參與一些這樣那樣的活動，我們也結識了各個階層的人群。

我們都從大陸的某個地方出發，走過了千山萬水，落腳到了香港這座儀態萬方又壓力無限、十分熟悉更有五

分陌生的城市。來到這裡，我們才看到，無論從語言習性到思維模式，還是從工作方式到接人待物，我們真

的與這個社會有或長或短的距離，也感到了時隱時現的不適。

我們一點一滴，如涓涓細流，在融入這個社會並為之注入新的活力；我們一薪一柴，如星星之火，溫暖著我

們自己也溫暖著這座城市。會有這麼一天，海學聯會作為一支整體的力量，全面出現在包括政治，經濟，商

業，專業，學術，文化等香港所有的舞臺上。我們會和香港這塊土地一同輝煌，一同燦爛。這條路或許還很

長，但我們在準備著。

閻洪

居港大陸海外學人聯合會第二屆理事會會長

會長寄語	 		
海學聯會長閻洪教授

2008年將以充滿戲劇性而載入史冊，將是被後人大書特書的一年。對中國人來說，它是奧運年，地震年，喜

慶年，災害年，悲喜交集。而對世界而言，有另外兩件事更加重要，更具有深刻意義。	

一是金融海嘯。即使不算百年一遇，也足以和上一次1929年的大蕭條相比擬，是80年又再逢的災難。從次貸

危機到馬多克騙局，一幕驚過一幕，一難大過一難，已經遠非一般的經濟漲落可以解釋，而是源於對自由經

濟的濫用和褻瀆。世界上很有趣的現象是，各種社會制度都在自我調整，自覺或不自覺地向對立面學習、借

鑒。所以社會主義中出現越來越多的資本主義因素，資本主義中的國有化也在發展。兩種制度的互相趨近，

甚或交叉，或許會給全人類帶來一些光明、和諧和幸福。	

第二件大事是奧巴馬的當選，它讓許多人跌破眼鏡。美國歷史上一個深刻的轉折或許正在破繭、萌芽。奧巴

馬的口號就是變（Change），這樣的口號在一個千瘡百孔的形勢下特別具有吸引力和號召力。今年也恰逢中

國改革開放三十周年，鄧小平當年的口號也是轉變、變革、改革。開放對中國而言也是變革，最大的變革；

百廢待興給了鄧小平和中國以機遇，正像奧巴馬所獲得的機遇一樣。		

奧運和汶川都說得太多了，那已經溶入我們的血液，永遠不可能忘記。	

海學聯在	2008年成功換屆，	開始了朝氣蓬勃的新時期。	海學聯的成員與祖國共命運、	與人民同呼吸；	感受

著2008年所有的感受，	感動著2008年所有的感動。

所有這一切，使2008年極富魅力、極不平凡。	當今的世界面臨挑戰，也充滿詩意。能親眼目睹這些偉大的變

遷，親身經歷這個輝煌的時代，我們都很有福氣。讓我們在海學聯這個親愛的大家庭裏，	從我們獨特的視角

觀察世界，	以我們獨具的優勢貢獻社會，	珍視現在，憧憬未來，播種希望，	收穫幸福！		

共勉

葛惟昆

居港大陸海外學人聯合會創會會長、名譽會長

2009年新年祝辭 
海學聯名譽會長葛惟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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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
理事會名錄
常務小組
會長 閻洪 香港理工大學

常務副會長 劉瑾 高盛高華證券有限責任公司

常務副會長 胡偉星 香港大學

常務副會長 孫東 香港城市大學

副會長/秘書長 耿春亞 東方蜘蛛有限公司

副會長 林琿 香港中文大學

副會長 李煒 鳳凰衛視

副會長 孫剛 摩根士丹利

副秘書長 李歡 歷翔科技有限公司

網站管理 陸旭 優博集團有限公司

財務管理 繆瑰麗 億騰醫藥投資有限公司

理事（以姓氏拼音順序排名）

陳衛中 香港都市日報

方方 摩根大通

葛惟昆 清華大學

郭霞 香港理工大學

郭學文 世代控股有限公司

胡野碧 睿智金融集團有限公司

黃勁松 香港科技大學

賈倍思 香港大學

賈建民 香港中文大學

李佳林 偉仕控股有限公司

羅志平 Sabre	Investment

潘東輝 複星國際有限公司

潘羽翔 Fragar	Pty	Ltd

舒暢 香港金融管理局

唐遠炎 香港浸會大學

陶志剛 香港大學

王貴國 香港城市大學

王立秋 香港大學

王煉 摩根士丹利

王紹光 香港中文大學

王永 香港理工大學

魏傑 瑞士銀行

溫智敏 三山投資公司

蕭今 香港中文大學

徐岩 香港科技大學

嚴厚民 香港中文大學

楊彤 香港城市大學

岳中琦 香港大學

張岩峰

周榕 Publicitas

朱文紅 安理國際律師事務所

海學聯聘請香港城市
大學郭位校長擔任顧問

2008	年11	月7	日，居港大陸海外學人聯

合會聯合友好團體共同邀請了香港城市大

學校長郭位教授作為主講嘉賓，舉辦了一

場發人深思的主題演講晚餐會，並於會上

正式聘請郭位校長出任海學聯的顧問。

晚餐會反響熱烈，匯集了各個組織的會員

超過60	人。海學聯會長閻洪教授，常務副

會長孫東教授，副會長兼秘書長耿春亞先

生，理事翟普博士、蔡文海先生、嚴厚民

教授等嘉賓均列席並進行了深入的交流。

到場來賓紛紛表示，相信由郭位校長出任

顧問，會為海學聯增添新的活力，獲得更

好的發展。

姜志宏教授獲
“論文被引述次數最多獎”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教授、海學聯會

員姜志宏教授合著的一篇有關中藥黃連的

小檗堿的研究論文，獲國際科學出版集團

Elsevier評選為二零零五年至二零零八年		

“論文被引述次數最多獎”。Elsevier讚揚

該論文是二零零五年至二零零八年度該刊物

的最佳論文。

另外，姜教授合著的另一篇關於藥用螞蟻

的活性成分的研究論文，今年在《Journal	

of	Natural	Products》刊登後，美國化學

張建華教授獲
《自然》雜誌列為五位
可改變世界的作物研究
者之一

香港浸會大學生物系系主任、海學聯會員

張建華教授獲國際權威科學雜誌《自然》

（Nature）列為五位可改變世界的作物研

究者之一。於十二月四日出版的最新一期

《自然》，表揚張教授在研究如何節水灌

溉農作物以提高農業收成的傑出成就。張

教授的研究成果尤為中國北方的農民帶來

裨益，協助他們減少五成灌溉用水並保持

相同的作物收成和經濟效益。	

張教授說：“得到國際權威科學雜誌的表

揚，我感到非常榮幸。科學家早在數十年

前已開始研究人口增長帶來糧食短缺的問

題，目前來說食水資源不足是全球面對的

挑戰之一，我期望可透過研究繼續提高作

物產量，為人類的未來盡一分力量。”	

張教授在作物節水灌溉技術發展貢獻不

少，他的研究範圍包括植物脅迫生理學和

作物生理學等。張教授一直致力探討作物

在缺水時的植物分子機制和基因表現，現

正帶領研究人員剖析作物部分根區乾旱問

題，探討如何以節水灌溉技術確保作物遇

上乾旱情況時可保持為穀物提供養分並正

常生長。

會《News	Service	Weekly	PressPac》作

為亮點文章加以評述，其後被《Science	

Daily》、《Science	News》	、《Medical	

News	Today》、《Science	Centric》等十

多家媒體報導。

姜教授相信，論文被廣泛引述，有助提升

國際社會對中藥以及中藥的科學研究的認

識和理解。

本會簡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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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掠
影

2008年8月，激動人心的北京奧運會如火如荼；

2008年8月，海學聯第二屆理事會誕生，擔負起為會員服務，為香港獻力的責任。

40餘位會員代表相聚紅磡YO	PARK	CLUB，新朋舊友暢飲歡聚、分享奧運喜悅之餘，選舉產生了海學聯第二屆理事會。

兩年過去了，第一屆創會理事會在葛惟昆會長的領導下，會務從無到有，在海歸朋友中逐步建立了影響力。新一屆會長

閻洪教授帶領新理事會的成員和會員朋友們見面。迎接奧運、吟唱祖國、暢敘情誼，朋友們度過了一個火熱的夜晚。

秋天的腳步走近，肖邦的琴曲悠揚，曼妙的舞姿縈繞，醇香的紅酒沁心。

11月的金秋，30餘位海歸聚集在香港理工大學員工俱樂部，舉辦了一場小型室內

音樂會。吃大餐，品紅酒，聽琴聲，賞舞蹈，親密的朋友聚在一起，傾心聆聽國家

級鋼琴大師宰偉民先生的首場非商業性專業演出，在輕快的夏威夷吉他和海學聯青

年鋼琴新秀的演奏中一起度過金秋的愉快夜晚。

11月29日星期六的上午，秋高氣爽，陽光明媚，香港會議展覽中心佳士得香港秋

季拍賣預展迎來了一批特別的觀眾	——	近20位熱愛中國傳統文化藝術的海學聯會

員以及朋友。在組織者海學聯理事、香港大學建築系賈倍思教授3個小時的全程導

賞下，大家興致勃勃，從預展的中國藝術珍品中學習到豐富的傳統藝術知識，並且

深刻體會到中國傳統藝術的偉大與雅致之魅力。這是一次難忘的尋根之旅。

看海景，品盆菜。金秋時節，悠閒週末。11月2日，鳳凰

衛視知名記者、海學聯會員閭丘露薇相約一班海歸友人

相聚大美督家中，分享內地人在香港的酸甜苦辣，閑敘

豐富採訪花絮。中午，30幾位海歸又一起品嘗了盆菜盛

宴，相伴體味大美督絕美的自然風光。

聚香江 同心慶奧運 | 海學聯2008盛夏大團圓
暨海學聯第二屆理事會選舉 
2008年8月17日

十一月的肖邦 | 海歸音樂盛宴
2008年11月20日

尋根之旅 | 參觀佳士得秋季拍賣預展 
2008年11月29日

海歸家聚 | 相約閭丘露薇 
2008年1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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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岡山紅色之旅
2008年12月12-14日

會員佳文欣賞:

走近井岡，走進井岡 
海學聯會長		閻洪教授	

2008年12月12日-14日，海學聯組織在港的40位海歸共同北上井岡山。這裡是自然美景與歷史遺址交融的地方；這裡群山巍峨，林海茫茫，清泉澄

碧，飛瀑橫空；這裡的“星星之火”燃遍了神州，照亮了中國。三日兩夜，40夥伴結下深厚情誼；紅色之旅，勾起對燃情歲月無限遐思……

仿佛有著巨大的吸引力，呼嘯的列車被牽引著駛進暮色中的井岡山站。

海學聯的紅色之旅四十位成員的心也似乎加快跳動。這是二零零八年十

二月十三日的清晨。

中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大地不知有多少這樣的大山。這裡沒有黃山

的挺拔，沒有華山的雄奇，也沒有峨眉的佛寺，沒有泰山的道觀。但走

進去，看到茨坪那一片片竹林分明跳蕩著一片片火樣的激情，黃洋界的

松濤裡隱然滾動著隆隆的炮聲。	在大井一個很小的村落，我們帶著朝

聖般的虔誠參觀了井岡山紅軍領導人的住址。毛澤東，朱德，彭德懷，

陳毅在這裡點燃了將全中國燒得通紅的星星之火。門前兩株充滿傳奇，

又因而承載了當地百姓口傳的神秘故事的老樹格外挺拔，引發我們的無

限遐想。井岡山革命博物館以文獻，雕塑，油畫，照片，實物，電影等

多種手段，讓我們不得不渾身熱血沸騰，心潮澎湃。所謂“遙想紅軍當

年，朱毛會師了，雄姿英發！”，“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在

井岡山飯店，紅米飯，南瓜湯，竹筍土雞，井岡老窖，我們在醉意中，

品嘗到了什麼叫“餐餐味道香”。

第二天淩晨，又似乎是一個清新的天氣，可是很快又起了大霧，我們登

上了雲遮霧罩的黃洋界。硝煙早已散去，鼓角也不再相聞。只有當年紅

軍戰士的防禦工事，昂首眺望的迫擊砲，拔地而起的紀念碑還在那裡

靜靜地講述著共產黨領導的軍隊第一次以少勝多的經典戰例；那

條崎嶇的山道也在默默地展示著當年千百條“朱德的扁擔”們

留下的足跡。小井紅軍醫院的條件大家可以想像，但只要你

踏進這個院落，撫摸一下那斑駁的板房，你就一定會體會

到什麼叫“血染的風采”，什麼是刮骨療毒的氣概。在井

岡山鑄幣廠，誕生了第一枚工農政權的“工”字銀元，

山溝裡的馬列主義者們在這裡就開始了建立新中國的經

濟實踐與探索。五指峰，大概也因此被選為中國第一版

百元大鈔的圖案，從而被朱鎔基總理譽為“中國最值

錢的山峰”。可惜，它又是大半隱在濃霧之中，只有

其拇指峰向我們展示著其永恆的驕傲。在龍潭瀑布的山道上，一陣山歌

飄來，“紅軍阿哥你慢慢走，小心路上有石頭，碰到了阿哥的腳趾頭，

疼在老妹的心頭”，“紅軍阿哥你慢慢走，革命成功再回頭，老妹等你

長相守，老妹等你到白頭”。蜿蜒的山路，悽楚的山歌，竟然這樣催人

淚下！因為那麼多的紅軍阿哥離開老妹後，竟又匆匆走入了歷史。他們

中的絕大部分都沒能聽到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天安門廣場上的禮炮	。

黃昏中，我們走進了此次訪問的最後一站，也是最震撼的一站，烈士紀

念館！從毛澤東帶領秋收起義的部隊踏上井岡山開始，從三灣改編，到

朱毛會師；從連隊上第一個黨支部的建立，到紅四軍的誕生；茶陵，寧

岡，永新，黃洋界……，兩年多的歲月裡，一共有八萬多位烈士永遠地

躺在了這片青山綠水中。一座金色的紀念雕像，直指蒼天，和著渾厚的

山風，仿佛在永遠地吟唱著“雄偉的井岡山，八一軍旗紅”。

入夜，我們登上南下的列車，似乎都累了，很快都躺了下來。但我竟覺

得難以入睡，也不知道有多少人的腦海能寧靜下來。歷史的一頁就這麼

翻了過去，但我真的做不到如羅貫中先生那般“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

中”。	因為我們離那段歷史其實並不遙遠，井岡精神還多少流淌在我們

的血液中。在離開大陸出國留學之前，我們每個人都在中小學課堂上讀

過“黃洋界上炮聲隆，我自巋然不動”的詩句；也聽過“世上無難事，

只要肯登攀”的豪言。什麼是井岡精神，團結友愛，滿懷理想，實踐探

索，勇於犧牲。回首看去，我們今天的政治社會環境能有多複雜？我們

的經濟環境能有多惡劣？我們的生存、生活條件能有多不順？我們的工

作事業能有多大的煩惱	？

列車剖開夜幕，一路向南，井岡山的一代天驕都已走進了歷史，鑄就了

那個時代的輝煌。而我們，在香港這片剛剛回歸祖國十年的土地上，不

會辜負了歷史對我們的期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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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調歌頭	重上井岡山
王永	

久有淩雲志，要上井岡山。

千里去尋勝地，追隨海學聯。

四處層巒疊翠，更有林間飛瀑，美景不虛傳。

遙望五指峰，天險鑄雄關。

結新朋，遇舊友，續前緣。

人生起浮來去，會師路艱難。

心有宏圖願景，胸有雄兵百萬，帷幄成中堅。

萬事從頭起，星火可燎原。

井岡山上打江山
王浩	

小夥子，打江山，理想至上，樂寓艱難。曾志賀子珍，男女搭配，苦不覺然。更有造幣廠，

不患無錢。讀書石，批文件，拜把子，結弟兄，革命浪漫。

突然變，殺了綠林好漢，不是請客吃飯。外鬥內鬥窩裡鬥，鬥出英雄好漢。

藍蘋來延安，英雄難過美人關。

井岡山上空相許，子珍遺憾。美人江山。

兩萬殘旅成百萬，星火燎原。遊擊戰，運動戰，大決戰，從弱到強乾坤轉。

山河染紅復又綠，可惜了紅軍好漢，英魂冤魂今何在？和諧社會，長治久安。

李國輝	

井岡山上，唯英雄會師逐鹿之地，

笑談往事，自古一將功成萬骨枯，

慕憶故人，胸懷多少豪情與壯志，

還看今朝，革命有我海學聯子弟！

劉晶

閑來無適意，上趟井岡山。			

千里來尋故地，是為結新緣。

到處草魚土雞，更有淨骨牛排，不厭紅米飯。

牌情何以堪，我們打到J，他們才到三。

侃野史，聊奇談，笑開顏。

三夜兩天過去，彈指一揮間。

天街山珍野味，個個歡喜付錢，大包小包還。

欲續紅之旅，下次去延安。

念奴嬌	井岡山	（白話文版）

郭霞	

鳥悄兒的搭火車，千百里，嘎不溜脆到了井岡村兒。山高路險，人道是，這嘎噠是南天奇

嶽。柳杉虎了吧嘰，翠竹得了吧瑟，林中一塊兒賽臉兒。江山如畫，多少倩兒磴紮堆兒。

尋思主席當年，朱毛會師了，剛剛的。藏貓兒戰術，嘮著嗑兒，圍剿就禿嚕了。烽火萬裡，

雖九死一生，火種沒蔫巴。人生五迷三道，不知何時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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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留聲

海學聯有力融合中港文化
李煒

香港的民間社團很多，一般以出生地和成長地為核心，比如潮州

同鄉會、福建同鄉會等，這些社團都是當地人數最多的團體，會

長等核心人物一般都是事業成功的商人和企業家，因此他們出錢

贊助很多活動；也有以學校為核心的團體，比如華僑大學校友

會、清華大學校友會、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等，這些團體的領導

人一般都是政界和學術界有成就的人士，活動經費來自商業團體

或個人的贊助，如校董等。

海學聯凝聚各地居港專才

但是這幾年香港出現了一批新香港人，那就是由內地到外國留

學，現在全家在香港定居的學者，他們有教授、教師、金融專業

人士、傳媒專業人士、企業高管和獨立創業者等。他們人數很

多，但是沒有一個團體適合他們，於是他們自己成立了一個團

體，叫「海學聯」，全稱為「居港大陸海外學人聯合會」。

上周末海學聯組織了一個活動，叫「海歸家聚」。一位成功商人

羅先生，在新界有一所別墅，面朝大海，背靠大樹，搬新屋以來

還未「暖屋」（house	warming）。他也是海學聯的核心人物之

一，他主動邀請海學聯的會員來他家作客。他出生於內地，畢業

於北京大學，在美國哈佛深造，不僅自己畢業於「名校」，還娶

了一個「名記」妻子。所謂「名記」，是「著名記者」的縮寫，

她是一位很有名的電視傳媒人，經常參與一些重大活動的採訪。

沒想到通知一發出去，報名人數眾多，因為很多人都是他夫人的

粉絲。這樣一來，就是大別墅也無法接待，於是海學聯限定參加

人數，但也來了30多人，場面非常熱鬧。		

港傳媒愛重點報導負面事

大家與主人座談聊天時不斷討論到海歸派們共同看到的內地和香

港傳媒之間的差異，女主人根據她的經歷解析這個現象。她知

道，內地官員和傳媒談一件事時，一般習慣先講成績，再講不

足，最後提出要求等，非常公式化，也就是我們常說的一分為

二，因為任何事物都是這樣的，沒有例外。而香港的傳媒喜歡突

出報導一分為二之中那個負面和消極的部分，而且喜歡用大標題

提醒讀者觀看內地傳媒「但是」以後出現的內容，而成就那部分

就不太關心。這就是內地和香港傳媒文化差異的關鍵。

聽完大家的討

論，愈發感到

海歸派們的重

要性，他們可

以成為磨合不

同文化的潤滑

劑，使大家在

不發生激烈衝

突的情况下，

加速內地和香

港的相互理解和融合。不過買潤滑劑也要費用，海學聯目前仍然

為活動經費發愁，因為他們還未得到商人來贊助，也沒有區域社

會的傳統網路，大多數會員都是學者和剛剛畢業的學生，年輕人

多，朝氣多，是新型香港人。不過「海歸家聚」開了個好頭，只

要路子對，小本經營也能創造出巨額財富，不管是物質上的，還

是精神上的，因為未來是屬於年輕人的。

德意志交易所的緣分
李煒

1/4世紀以前，也就是大約25年前，我作為一個學習經濟的學生

在德國學習，其中被安排到了德意志銀行實習。我所在的銀行分

行在最北部的城市基爾，但是銀行培訓部的人很負責任，給我安

排了一次到中部城市法蘭克福的旅行和訪問，去參觀那裏的德意

志交易所。在當地人員的陪同下，我走進了交易所，並且走到了

最底層，就是交易員們工作的地方。這個地方一般的旅遊者不能

進來，他們只能在專門設計的參觀路線上參觀，通過窗戶可以看

到這個地方。為此，我當時很得意，現在回想一下，那是我唯一

一次進入到交易所最裏面的經歷。雖然深圳和香港的交易所我都

進去過，但是唯一進入到交易員所能去的地方，那就是在德國法

蘭克福的交易所。

	

當時陪同人員給了我一個交易所的簡單介紹材料，一本圖文並茂

的小冊子，裏面的語言非常生動活潑。這本書基本上就是從股份

公司組成的形式來介紹資本市場的框架結構。我覺得非常好，因

為那個時候，中國40歲以下的人都沒有見過股票，也不知道股

票如何運作，大多數人都是從介紹蔣介石生平的書中，知道上海

原來有股票交易所。於是，我回國後，把這本小冊子編譯成了一

篇文章，來介紹股份公司和股票交易的基本知識，屬於科學普及

類的文章。當時投稿給了隸屬外交部的“世界博覽”雜誌。該雜

誌一開始沒有什麽反應，但是過了2年左右，他們突然主動來找

我，希望我能夠系列地把這篇文章組織一下，然後作為那一年的

系列報導刊登在他們的雜誌上。我非常得意，在責任編輯的幫助

下，我把介紹股份公司和股票交易所分成了8個部分，連續8個

月刊登在該雜誌上。雖然我不是什麽專家，而且也沒有股票的實

踐經驗，但是在那個年代，我就算是中國的先驅者了，於是編者

按說：今年由股票方面的專家來系列介紹德國的股票交易所的運

作，如此等等，真敢吹！

	8個月的系列報導給了我名利雙收的成果：國內評定技術職稱需

要有在全國刊物發表的文章，因為有了這篇系列文章，我的中級

和高級技術職稱都有了著落，同時我拿到了一筆可觀的稿費，用

它我做了我的第一套組合家具！

	緣分到底是緣分，25年後，德意志交易所要在北京設立分部

了，並且七拐八拐，找到了我，邀請我

去參加他們北京分部開幕的論壇。這

次，又要介紹法蘭克福的這個交易所

了，不過他們面對的是有上億股民的中

國，中國人已經很熟悉股份公司和資本

市場運作的方式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我原來的那些基礎知識已經顯得很膚淺

了，需要有更多的專業人士來介紹技術

細節和成功經驗，我頂多也就是能介紹

一下這些從事資本市場工作的專業人

士而已。

	但是，這段經歷證明了：有緣的人千里來相會，有緣的人25年

再相會！

奧巴馬是政客	抑或明星？
耿春亞

奧巴馬贏了，在我看來，這是明星的勝利，不是政客的勝利。

如果談政治，我真的無法看出奧巴馬究竟有什麼樣的優勢。出生

復雜，黑不黑，白不白，還有些伊斯蘭概念，相當不正統；沒有

戰爭經驗，沒參加過越戰，更沒去過伊拉克；沒有外交經驗，最

多也就是算小時候在東南亞混過，還去過幾次非洲老家；沒有行

政經驗，沒做過州長，連鎮長都沒有做過；沒有財富家世背景，

聽說以前為競選還欠了一屁股債。唯一的優點可能就是努力學

習，上過哈佛大學法學院。這樣一個條件，擺在美國，可能一抓

一大把，怎麼就讓他當上了總統了？

出身像陳水扁	談理想煽情

不知道為什麼，每次看到奧巴馬演講，我都感覺替美國的未來擔

心。他講得很有激情，講得很有理想，但是最大的問題是他什麽

理想都敢說，什麼空頭支票都敢開，那就好像是說選了他，世界

必將發生巨變，從此將與眾不同。

你猜，我覺得奧巴馬像誰？看得越多，我越覺得他像兩個人：

第一個人是陳水扁。陳水扁也是出身貧困，自幼苦學，名校法律

系畢業，做過專業律師，善於演講，極具煽動性，同奧巴馬一

樣。最重要的是，他敢開空頭支票，並且拍著胸脯打包票。這是

一個明星政客。最後結果如何？大家都知道，且不管那些貪迂腐

敗是不是真的，總之，他對臺灣百姓的承諾，對改善臺灣的經

濟、提高百姓生活打的那些包票，基本全盤落空了。

第二個人是劉德華。每當劉德華在電視裏出現，向觀眾朋友問好

的時候，我都覺得他的氣質和形象特別適合做政治。還記得他在

電視裏說：今時今日咁嘅服務態度係唔得嘅。這句話的效果，簡

直比特首說多少遍“提高香港服務質素”的施政訴求都起作用。

魅力似劉德華	給擁躉希望

不僅是香港，大江南北都知道劉德華說過的這句話，其影響力不

容小覷。以至於近些年來，大家時常說起不如請劉德華出來選特

首，如果一人一票，保不準選出個劉特首。再說，劉德華的名字

也吉利，按照中國領導人起名字的慣例，德華是個很好的意頭，

說不定做完特首，還能進中央。

比較一下，覺得奧巴馬不太可能會落得個陳水扁的下場，畢竟人

家是成熟的西方式民主社會。奧巴馬更有可能做一個明星，明星

最大的特點是給人以夢幻般的希望和無限的美好。你看奧巴馬選

舉勝利後發表演說時，臺下選民激動地情緒，簡直就是fans看到

心中的偶像，激動地掩面哭泣。好吧，那我們就當奧巴馬是個明

星吧，反正現實政治的結果已經讓美國百姓傷透了心，不如讓奧

巴馬多給大家帶來一些精彩演出，填補心靈的空虛和苦悶。至於

政治，讓那些公務員們去做吧。林肯可以做總統，奧巴馬應該也

可以做明星。

其實我希望奧巴馬既不是陳水扁，也不是劉德華。	

“...海歸派們的重要性，他們可以成為
磨合不同文化的潤滑劑，使大家在不發生
激烈衝突的情況下，加速內地和香港的相
互理解和融合...”

海學聯副會長	李煒
《新報》專欄，每日一篇

海學聯副會長	耿春亞
《經濟日報》新香港人專欄，每月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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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建設銀行副行長
范一飛博士晚宴 

2008年8月21日

8月，協和沙龍有幸邀請到中國建設銀行副行

長、中國建設銀行亞洲股份公司董事長范一

飛博士，與現場50余位朋友分享了中國銀行

業改革與建設銀行的發展。

范一飛博士首先回顧了中國銀行業的歷史。

以建行為例，從改革開放前的國務院直屬金

融組織到商業銀行轉變再到國有銀行股份制

改革後的正式上市，中國的銀行業發生了翻

天覆地的可喜變化。談到現在中國銀行業的

創新與成就，儘管美國次貸問題引起的全球

金融危機對建設銀行也造成了影響，但范博

士對中國銀行業的前景仍然十分樂觀。他

說，儘管仍有不足，尚需努力，但中國的銀

行業一直在健康、穩步地發展，並且一定會

有更加輝煌的未來！

《南華早報》總編劉志權先生晚宴
2008年11月8日

從1903年，由一位商人創辦，之後幾經轉手，到現在平均

每天發行量107,000份、網上讀者20,000人，《南華早報》

陪香港走過了百餘年來發展的歲月。2008年11月8日，協和

沙龍有幸邀請到《南華早報》總編輯劉志權先生，與大家分

享《南華早報》背後的精彩故事。沙龍吸引了不少《南華早

報》的忠實讀者，他們來自各行各業，現場氣氛熱烈，交流

甚密。

眾所周知，《南華早報》的財經新聞被公認為又快又准，常

常對市場有很大的影響力。劉總編說，《南華早報》的報導

不僅僅追求速度快，更重要的是一直都保持比較謹慎的態

度，力求所刊登的消息是經過證實的。除了在財經新聞方面

的突出地位外，作為一份英文報紙，《南華早報》更是承擔

起做“中國面向英文世界的窗口”的責任。劉志權先生亦特

別重視對中國內地的報導，他希望能實事求是，向世界報導

一個真的中國。

查看協和沙龍嘉賓演講全文及過往嘉賓演講資料，請登錄網站查詢：www.concord-salon.comWWW.CONCORD-SAL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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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城市大學郭位校長聯合晚餐會 
2008年11月7日

由在港內地畢業生聯合會、居港大陸海外學人聯合會、香港清華同學會共同舉辦的聯合晚餐會於2008年

11月7日在中環小南國舉行。是次晚餐會有幸邀請到香港城市大學的校長郭位教授作為主講嘉賓，與到場

來賓分享了他作為海歸對於東西方文化以及大學教育的深刻見解。

在共同享用過美味的晚宴後，郭位校長從香港所擁有的東西方文化特質談起，分享了他台灣求學、美國打

拼多年後回歸中國的見聞與感受。他認為，香港的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的發展與每一個在港學人都息

息相關，而面對近期的金融海嘯，無論是企業界還是教育界都需要探討如何將危機化為轉機。在談及回歸

東方、投身中國教育時，郭校長特別提出海歸們在融合東西方文化方面的橋梁價值。

聆聽郭校長的一席講話，讓參會的來賓們重新思考了東西方的文化差異以及自己在其中的價值與定位。而

郭校長的平易近人的作風、幽默風趣的談吐、廣博深刻的見解給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講座之後，大

家就如何增強海歸歸屬感，高校如何打造並留住人才等問題，與郭校長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和交流。

香港海歸專才組團參加第十一屆
中國留學人員廣州科技交流會
2008年12月25-29日

本屆香港專才團由在港內地畢業生聯合會與居港大陸海外學人聯合會組織召

集，團員共計76人，囊括海歸居港的學術、金融、科技、法律及其他專業界

別的優秀人才，以及留學香港的優秀學子。

專才們與來自30個國家和地區的近1800名留學人員相聚廣州，在電子資

訊、生物科技、先進製造、環保能源、現代服務業和國際政治經濟等六大領

域瞭解了祖國各地的發展狀況，接觸了近5000個高層次崗位的人才需求，更

有人才獲邀赴廈門、珠海、江陰等城市進一步洽談。

游珠江、觀花都、訪高新科技園、探回國發展機會、交朋友、識夥伴……與

會代表滿載而歸，更待明年留交會再相逢。

WWW.HKAMG.ORG

瞭解在港內地畢業生聯合會更多資料，請登錄網站查詢：www.hkamg.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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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界沙田香港科學園第9座G05A單位

電話：852-3586	0586	 	
傳真：852-3013	9857
電郵：secretariat@amorshk.org
網站：www.amorshk.org

設計製作：
巔峰傳媒有限公司
8848	Media	Limited

電郵：Yun@8848media.com
電話：852-3598	2225

2009-2010年度會籍更新說明
親愛的海歸朋友：

您好！感謝您對居港大陸海外學人聯合會的關注與支持！

經過兩年的發展，本會現已有正式注冊會員四百餘人，全部由高教界、金融界、工商界、法律

界和文化界等專業人士構成。本會誠為廣大居港大陸海外學人服務，關心在港海歸人士的社會

福祉和文化生活，修學敦誼，廣交朋友，亦致力於推動香港與內地的溝通和交流，	並在社會政

治事務、財經商務、文娛體育、學術交流、政策研究等方面開展活動。我們誠摯期待您的繼續

支持，也邀請您更新會籍，以便繼續享受海學聯提供的活動及會員福利：

會費：港幣200元整	（會籍至：2010年6月30日）

繳費及確認辦法：
1）ATM轉賬

匯豐（或恒生）銀行：359-415585-001	（賬戶名稱：居港大陸海外學人聯合會）

轉帳後請將轉賬信息及轉賬憑據以email或傳真的方式發送至秘書處

2）支票

抬頭：居港大陸海外學人聯合會

郵寄地址：香港新界沙田香港科學園第9座企業廣場G05A單位

海學聯會員通訊錄及第一屆理事會的工作報告已經出版。如欲索取，請與海學聯秘書處聯繫。

再次感謝您對海學聯的積極參與。祝您在香港生活愉快，萬事順利！

居港大陸海外學人聯合會

2009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