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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2010年1月13日下午，居港大陸海外學
人聯合會（海學聯）於香港灣景國際酒
店舉辦了香港『高鐵』發展方案研討
會，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邱誠武先生及
多名出席學者就由鐵路工程演變為政治
話題的高鐵發表各自見解。

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邱誠武先生作為特
邀嘉賓，首先為現場聽眾分析了『高
鐵』修建的方案及各方意見。他說，高
鐵撥款多次被押後並非『資料不足』，
而是有議員『不願表决』。政府參考外
國經驗，發現高鐵可為城市帶來20%至
30%的經濟增長，效益無容置疑。他再

稱，港府提出預留3日審議是要讓議員有
充分時間提問，若港府届時才提出『加
時』審議易遭否決，使會議再度押後，
他期望撥款可於首日完成審議。

海學聯會長閻洪教授作為物流學專家表
示，東南亞有高鐵網，日本也有高鐵
（200km）更新計劃，美國的高鐵規劃
采用中國技術，甚至新加坡至昆明也有
高鐵綫。香港怎能置身事外？從物流業
的發展來看，高鐵最符合現代物流的特
點：快速、準時、小批量。且具有環保
效益，高速鐵路的單位營運碳排放量是
飛機的10%，是公路運輸的20%，符合

當今世界經濟的發展要求。香港是中國
最有效率的港口城市，更不可忽視高鐵
的作用。

香港理工大學會計與金融學院王永教授
則從公共工程的成本收益評估角度談了
自己對香港發展高鐵的觀點，他提倡港
人要以專業、科學的態度來探討，支持
與反對都要基于理性分析，而不是盲目
的支持和反對。發展總伴隨著局部利益
犧牲，關鍵是值不值得和如何補償，成
本最小化不是評判公共支出項目優劣的
標準。並指現時失業率仍相對較高，現
階段推出工程有助帶動本港經濟。

對話嘉賓：

海學聯递交聲明書支持香港儘快興建高鐵

『對接高鐵時代』
——海學聯香港『高鐵』發展方案研討會

香港科技大學教授徐岩亦表示，高鐵興建
不容再拖延，計劃將可减少往返內地的時
間，推動人流物流，帶動經濟。	

張岩峰先生以一個70後市民的身份表達了
自己的關切，希望高鐵成為社會整合、與
時並進的時代標杆工程。他認為高鐵的建
立對香港在『泛珠三角』發揮龍頭作用、
在中國金融國際化發揮『頭堡』作用，超
出上世紀90年代的『玫瑰園』計劃,	 具有
時代性和指標性意義。通過高鐵，不僅來
自國內外的企業和商務人士看到香港的區
位、效率、制度優勢，全體市民和旅遊者
也分享文明、進步的生活方式。

與會者與嘉賓現場討論熱烈，會後海學聯
會長閻洪代表該會，向邱誠武副局長遞交
聲明，表明本會支持香港儘快興建高鐵的
立場，並期待立法會議員在審議中從長遠
經濟效益出發考慮，以港人福祉為依歸，
儘快通過高鐵撥款議案。

王永  教授
理工大學會計與金融學院
海學聯理事

張岩峰  先生
Supertop Development 
海學聯理事

邱誠武  先生
香港特區政府運輸及房屋局
副局長

徐岩  教授
科技大學資訊與系統管理學
海學聯理事

閻洪  教授 
理工大學物流及航運學系
海學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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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活動

香港科技大學校長陳繁昌教授擔任本
會顧問	
香港科技大學校長陳繁昌教授接受本會的邀請，擔任海學聯顧問。

陳繁昌教授出生于香港，後赴美求學，曾出任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自
然科學學院院長，及美國國家科學基金助理署長，主管數學及自然科學
部，研究範疇包括數學造影處理及計算器視像、大規模整合物理設計、運
算大腦製圖等。

最新動態

海學聯會員鄭會欣、林貢欽著作出版	
海學聯會員鄭會欣教授日前出版著作《國民政府戰時統制經濟與貿易研究	
(1937-1945)》，係作者近年來在收集和整理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大量原始
檔案的基礎上，以抗戰時期的貿易委員會為研究對象的成果。	 海學聯會員
林貢欽先生政治學專著《衝突VS和諧：中國社會發展的困惑》出版，以平
民的視角觀察中國社會，用評論的語言對構建和諧社會的爭議焦點進行獨
到的闡述和剖析。

文匯報社長王樹成先生擔任本會顧問
文匯報社長王樹成先生接受本會的邀請，擔任海學聯顧問，王社長的支持
必將對海學聯的發展給予新的指導。

王樹成先生畢業于南開大學中文系畢業，擔任中國科技大學兼職教授，				
《中國社會發展戰略》編委，新華社新聞研究所特邀研究員，現任香港文
匯報董事、社長。

海學聯加入“深港科技社團聯盟”	
為深化深港合作，加強科技團體交流，深港首次科技界的大規模年會
──“2009’深港科技界交流年會”於2009年12月18日在深圳星河麗思卡
爾頓酒店舉行，並宣佈成立“深港科技社團聯盟”。海學聯和其他20個香
港科技界團體一同成為“深港科技社團聯盟”港方發起機構。

中國科協、中聯辦及廣東省多位相關領導與在場科技界和企業界人士、高
校負責人等350多名嘉賓聚集一堂，開展深入交流和研討。

海學聯會長接待北京大學赴港考察團
海學聯會長閻洪教授及常務副會長孫東教授于2010年1月21日在香港城市
大學城軒中餐廳接待了北京大學赴港考察團一行。

席間，兩位教授作為內地背景的在港海歸，對香港、內地以及西方的學
術、文化、經濟、社會現狀進行了深入的對比剖析，與北大的同學們一起
探討了大家所感興趣的話題，并從師長的角度為同學們提出了諸多建議。
會談在愉快的氣氛中圓滿結束。

昆曲聲聲飄香江	
海學聯在會員的支持下於1月27日至31日組織了觀賞昆劇系列活動，近40
位朋友和他們的家屬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欣賞了由上海昆劇團主演的長
生殿、玉簪記、牡丹亭等4出大戲和一台摺子戲。上海昆劇團名角彙聚、群
星璀璨，以經典的劇碼展示了新老兩代名家新秀的風采，精彩的表演贏來
觀眾不絕於耳的叫好聲，掌聲不斷。

女性美容養生之道
2月5日晚，海學聯理事，香港理工大學郭霞教授在HLC健康生活台（www.
hlctv.net）擔任嘉賓，解答女性美容養生之道。

郭霞教授在節目中主要講述了女性應從健身、美容開始養身之道，塑造由
內而外的氣質，並從茶道、瑜伽養身及養身與中國哲學的關係等方面告訴
女性朋友應如何保健。

節目進行過程中，觀眾通過短訊、電話、3G視像電話等與主持人、嘉賓進
行了熱烈的討論。

歌聲中的希望、愛與美	
2月6日晚7點，海學聯理事，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徐岩教授組織一眾會員朋
友參加了Good	Hope	Singers於紮山道383號舉辦的音樂會，是夜大家欣賞
了《七月的草原》、《海濱之歌》、《送我一枝玫瑰花》等優美難忘的歌
曲。

Good	 Hope	 Singers由德望學校合唱團成員於2009年組成，是推廣香港音
樂教育的非盈利性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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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春節

今年公司年會上，我們明確提出公司
經營的最高境界是“不忙，賺大錢，
開心”。我們在實踐，也幸運地在向
其靠近……。

不忙而又賺大錢肯定很難——大千的
商業世界，五光十色，千姿百態——
不忙且不賺錢的公司比比皆是，它們
或者已陷入遊手好閒，好逸惡勞，
或者已對未來喪失了鬥志，信念和決
心——忙卻賺不了大錢的公司實際上
更多，它們像只迷途羔羊，哪裡有賺
錢的機會，哪裡就有其浮躁、匆忙的
身影，它們不想漏掉任何一個賺大錢
的機會，到頭來卻抓不住任何賺大錢
的機會——忙也賺了大錢的儘管不
多，但卻形成當今社會所謂成功者的
普遍風景：財富已經不菲，一心嚮
往更大的財富，而不去潛心思考財富
追逐的意義和價值，結果被財富所

驅使和奴役，成日勞碌奔波，疲憊不
堪……。

不忙而又賺大錢必定是定力、創意和
心態的完美組合——運籌帷幄，談
笑用兵，決勝於閒暇之中——這需要
耐得住寂寞，抵抗住誘惑——需要認
清自己，度身訂做而且堅守住自己別
具一格的商業模式——需要靜若處
子、動若脫兔的執行力——需要對未
來不懈追求和探索的好奇，激情和恒
心——需要從容駕馭財富的高度智
商、情商和抗逆商……。

開心其實更難——即使不忙而又賺大
錢也難確保開心——春風得意的賺錢
時刻可能或多或少損害他人，可能有
意無意結下樑子——天網恢恢，疏而
不漏——生意場上的恩怨、隱患或早
或遲，或重或輕總會爆發，清算的。

如何開心？——當夜深人靜的時候，
你捫心自問：自己的生意有否忽悠，
吹噓的嫌疑？有否坑蒙拐騙的成份？
有否真正的Value-added？有否將自
身利益建立在他人損傷之上？有否
會造成他人未來的損傷？——面對自

己的內心，你無謂去欺騙和蒙蔽自
己——和諧，和為貴：生意場上的這
些金科玉律大家都懂——但在金錢面
前，捨棄賺錢機會，捨棄賺大錢的機
會，以親身實踐君子愛財，取之有
道——能做到的實屬鳳毛麟角。

我們遠非聖人君子，原始積累的過程
難免都會有衝撞，糾葛，有失厚道，
得罪他方……。

但今天我們已經覺悟，已經超越，已
經可以淡定地自省，自如地反思，已
經能夠在新的境界上追求“不忙，賺
大錢，開心”的終極目標。

虎年即將來臨，我們曾經虎落平川，
曾經虎口謀生，與虎謀皮，尤幸我們
可以虎口脫險，今天我們虎嘯生風，
與虎添翼。在此祝福大家虎年虎略龍
韜、龍馳虎驟、龍精虎猛、生龍活
虎。

境界人生
胡野碧		海學聯理事

今年春晚節目融入了很多廣告，與以
往不同，今年的廣告很多變成了小品
的臺詞，變成了道具，明顯是事先安
排好的。在央視沒有官方權威解釋以
前，社會上有很多的議論，有不少批
評的聲音，因為過去都是把廣告放在
插播裡，節目的間隙裡，不是這麼明
顯地做成道具和臺詞來表現，使得春
晚過度商業化。我認為，這個現象可
能會督促誕生一個新的法律，也就是
大眾傳媒中如何使用廣告的規定，因
為香港就有現成的經驗。

香港電視播放新聞或座談類節目的時
候，不可以搞間接廣告，比如主持人
拿一個可口可樂瓶喝水，評論一個社
會現象的時候，如果涉及到某企業，
不能說這個企業的名字，只能說，某
個電器生產廠家等。如果不這樣，廉
政公署就會關注和跟進，可能會懷疑
節目製作人或相關人收受了什麼好處
費等。所以，在香港電視上做訪談
類，座談類的節目都不可以搞這些間

接廣告，屬於違規，有可能被採取法
律行動追究。

當然，春晚的廣告情況不屬於個人行
為，可能企業行為，因為內地沒有相
關的法律規定，所以這個現象可能只
是為了給企業創收而已。不過嚴格
講，原來內地的電視臺都是事業單
位，最近剛剛完成了企業化改造，是
不是央視已經開始帶頭企業行動了
呢？給老外講事業單位和企業單位這
種概念，他們沒有辦法能聽懂，尤其
涉及到電視臺和其廣告費用收入的問
題，很少有人能搞懂，我也不很明
白。不過既然這麼多人議論春晚的廣
告，起碼大家有不滿意的情況，也說
明瞭兩個問題：

第一，觀眾的鑒別能力強了。原來就
是放個廣告性質的道具，人們也不會
發現，也不會意識到。現在這麼多人
都在第一時間發現，證明商業化操作
的手段已經不能輕易地糊弄觀眾了，
設計廣告的水準要求更高了，對廣告
業是個促進，對於電視人來說，一定
要意識到，今天的觀眾不是5年前的觀
眾了，鑒別能力已經大大提高了。

第二，雖然多數人不喜歡看廣告，尤
其在春晚的時候，但是今年的廣告好
像都是介紹中國企業的產品。對於宣
傳中國貨，推廣中國品牌有非常積極
的作用。也許不少外國廠家也想投放
春晚廣告，而且他們的競爭能力和支
付能力要強過中國企業，但是好像沒
有看到什麼外國產品的廣告。在金融
危機沒有完全過去的今天，是不是這
也是促進國產產品發展的策略之一，
從而為擴大內需打好基礎呢？

希望在春晚總結新聞發佈會上，大家
能聽到權威的解釋！

春晚廣告過度
引起的思考
李煒		海學聯副會長

佳文共賞

海學聯副會長	李煒			 海學聯理事			胡野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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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平樂  
香江六載迎虎年
劉建華  海學聯會員		

山呼海嘯，
動蕩滄桑道。
牛運虎威該吉兆，
只恐強權自好。

六載海歸新征，
坎坷更欲攀登。
皆為華夏富強，
無悔奮進終生。

“80後”這個名詞，在內地已經流傳
了近一個年代，在內地，如果現在還
有人問“你是不是80後？”那種感覺
就好像在說“你可真夠老的，都奔30
了”！如今的世界，是90後的天下，
面對80後，他們會衝口而出：“You	
are	too	old!”

最近“香港80後”風起雲湧，“80
後”概念越炒越熱，甚至在某些社會
運動中，竟然還出現了70後冒充80
後“裝嫩”，發表主張和主義。很明
顯，他們不能代表全體80後的意見，
但是，這些現象可以反映出部份香港
青年人的狀態和想法，值得政府和社
會去關注和思考。

世界銀行曾發表過一份《2007年世界
發展報告》，重點討論了世界範圍內
的青年問題。在報告中，阿根廷的青
年人說：“即使是需要最低技能的工
作，都要求中學畢業，有時甚至要求

大學學歷，儘管根本不必這樣。”摩
洛哥的青年人說：“畢業生的數量要
比現有的崗位多一千倍。”美國喬治
亞州的青年人說：“喬治亞州的大多
數青年人現在已經認識到，找到適當
工作的關鍵因素在於他們自己。”塞
拉里昂的青年人說：“這個社區在決
定事情的時候，我們只有站在一邊幹
看的份兒。”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經歷，以及由經歷
而產生的壓力。我們80後這代人，
讀書的時候經歷了高等教育大躍進，
大學學位翻了番，不是碩士都不叫讀
過書。工作後發現，全球市場和經濟
一體化，熱錢世界流，房價到處漲。
要結婚了，發現最苦的就是年輕小白
領，想成家做房奴，都還需要女朋
友給機會。以前還有些想不通，但在
看了世界銀行的報告後，我不禁釋然
了，原來全世界的80後都有著類似的
遭遇，當然，香港的80後也不例外。

然而，香港的80後又是幸福的，我
曾去過朗豪坊高檔寫字樓裡基督教青
年會的青年中心，據說設備、場地和

資金都是由政府提供，免費提供給青
年人。每年寒暑假，香港政府和社會
各界會資助大量青少年活動，豐富年
輕人的課外生活。如果你想打工，政
府提供就業培訓和實習資助，最新推
出的大學畢業生內地實習資助計劃，
人均資助額可達數萬元。如果你想創
業，香港政府通過不同的機構提供創
業孵化資助計劃，每個公司資助最高
可價值百萬港幣。香港仍然是一個充
滿了機會，愛拼就會贏的地方。

現在的80後，人生處在最關鍵的拼
搏奮鬥期，需要掌握安身立命的真本
領。對於社會的變革和改造，需要長
期深入的思考分析和社會實踐，才能
有所分辨，進而提出方案。當然，年
輕的時候有些情緒，有些反叛，全社
會都能理解。但是革命和起義，那應
該只是一小部份以此為生的職業人士
所做的事情！

年近而立的八零後
	耿春亞		海學聯副會長			

海學聯副會長	耿春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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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852-35830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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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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8848media.com
電話：852-81982438

請您一如既往支持海學聯
——海學聯會籍更新說明
親愛的朋友：

您好！感謝您對居港大陸海外學人聯合會的關注與支持！

海學聯是由居住在香港的中國大陸海外學人自願組成的非牟利社會團體，在社會各界的關心和
支持下於2006年成立。本會目前擁有核心會員逾千人，所聯繫的成員超過了萬人，全部由高
教界、法律界、會計金融界、工商界和文化界等海歸專業人士構成。海學聯本著愛國、愛港的
方針，積極投身香港的社會政治生活和文化經濟建設，並致力於內地與香港各方面，尤其是文
化和經濟領域的溝通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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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處將向會員郵寄專屬會員卡，并定期向所有會員以郵寄及電子郵件形式發送《會員通
訊》，為您更新最新活動資訊以及在港海歸群體的相關資訊。如欲索取，請與秘書處聯絡查
詢。

會費：港幣200元整（會籍為期2年）

繳費及確認辦法：

1）ATM轉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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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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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05A單位

再次感謝您對海學聯的大力支持，並祝福您在香港生活愉快，萬事順利！

居港大陸海外學人聯合會

201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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