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建高峯書院再度揭牌開講，吸引
了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段寶林、北京
師範大學哲學與社會學教授周桂鈿、
台灣海峽兩岸朱子文化交流促進會理

事黃柏翰教授等儒學研究學者齊聚於此。
「我們希望恢復這個書院，對年輕人及

海內外弘揚儒家文化，建設一個美好大同
的世界，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在書院與
北京大學傳統文化發展基金聯合舉辦的首
屆中國儒學高層論壇上， 段寶林教授表

示，黃榦是傳播和推廣朱子學的第一人，
對弘揚朱熹的儒家文化起了很大的作用。

黃柏翰：朱子文化助兩岸交流
台灣朱子學研究協會秘書長黃柏翰則談

到：「朱子文化不僅在福建，在全球都是
有一定辨識度的。台灣整個文化的主體其
實就是朱子文化。」
黃柏翰說：「高峯書院傳承了朱子文

化，透過朱子文化來做兩岸的交流，是很
容易把兩岸的人民、學術的交流凝聚在一
起，所以這是一個很好的出發點。」
黃宏飛表示，他希望福建省相關部門能

夠把高峯書院列為福建省傳統文化教育基
地，接下去，高峯書院有計劃與岳麓書
院、白鹿洞書院聯合起來辦國學，或與福
建高校聯辦國學班，「探索如何將傳統書
院的長處和現代大學的長處相結合。修復
書院，碑刻易得，但書院文化與精神的傳
承，傳統與現代文化的對接，還是任重而
道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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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在福州北峰
壽山鄉石牌村

箕山北隅的高峯書
院，灰筒瓦覆蓋的宋代院落，充滿
古韻的建築風格，將儒家主張樸
素、中庸的思想盡數呈現。高峯書
院主樓堂前高掛起4個大紅燈籠，
下方有聯語云：「欲高門第須為
善，兒孫識字在讀書。百事莫如讀
書好，千金難買子孫賢。」精神矍
鑠的黃宏飛站在主樓堂前，談起書
院歷史時如數家珍。

尋易學研史 萌覓祖念頭
「很多人都知道江西廬山的白鹿
洞書院、長沙的岳麓書院，可就算
是福州本地人，又有多少人知道高
峯書院呢？」在港從事建築業務的
黃宏飛，祖籍福州，是黃榦的第二
十五世孫。上世紀80年代起，黃宏
飛就迷上了易學，對《易》象、
數、理、占有一定的研究，理數兼
顧。「發現黃榦對易的研究特別深
入，我便開始到處尋找他的研究史
料，從1994年到1996年，無意間在
國家圖書館發現了有關高峯書院的
詳細記載。」黃宏飛遂起了尋找祖
先創立的高峰書院的念頭。
1996年，黃宏飛回福州探親，在
福州壽山鄉箕山半坡的一片毛竹和
野草灌木中，發現了「文昌閣」石
碑。經過多番打聽，他初步認定那
就是高峯書院遺址。黃宏飛表示，
當時發現的結果讓他興奮不已，
「看到地上僅存但還很堅固的地
基，我告訴自己，必須想辦法讓書
院復原。」

簽協議保遺址 關公司投全力
2002年7月，黃宏飛以香港宏基飾

業有限公司名義與福州北嶺投資區管
委會簽訂了徵地協議，將遺址所在地
保護下來，隨後又請來福建省博物院
的考古專家，在箕山北隅山地考古挖
掘，經鑒定、史書記載以及資料佐
證，該地被確認為高峯書院遺址，並
於2005年被福建省人民政府列為第六
批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因日曬雨淋，暴雨侵蝕，高峯書

院遺址牆基嚴重受損，面臨塌方的
危險，搶救工程隨即展開，以舊地
基加固基礎。為了修復高峯書院，
黃宏飛頻繁奔波於香港和福州。後
來他索性關閉了在香港的兩家建築
公司，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書院的修
復工作中。

閃赴拆屋購磚 保證「修舊如舊」
修復工程進展得十分緩慢，因為

山路狹窄，有的材料不能直接送
達，需送達山下後再以小推車運上
山。為保證「修舊如舊」，黃宏飛
十分關注各地老屋拆遷消息。「只
要是老舊屋子的拆遷，就會第一時
間趕過去，從拆遷地方那裡購買手
工磚。」
「除了材料難得外，懂得修復的

工人也非常難找。」黃宏飛說，有
時候為了請懂得古建築的熟手師
傅，他要到福建省內各地去尋訪。
「幸好我是搞建築出身，實在沒辦
法的時候，就招一些工人，讓他們
跟着我邊幹邊學。」
自2002年至今年7月，歷經12年
修復的高峯書院第一期工程竣工。
修復後的高峯書院一切宛如宋代的
建築格局，有書院、主樓講堂、牌
坊、國史附傳碑、書房等，修舊如
舊，保留建築固有的歷史風貌，重
新煥發光彩。

聚兩岸「儒士」冀建大同世界

黃宏飛十餘載花逾黃宏飛十餘載花逾33,,000000萬萬 望打造國學講堂望打造國學講堂

「「宋大儒宋大儒」」港子孫港子孫
閩修復古書院閩修復古書院

■黃宏飛會第一時間趕去拆遷舊屋，購買
手工磚，保證「修舊如舊」。 蘇榕蓉攝

港人
在福州在福州

福建高峯書院，是由南宋理學家朱熹的學生、在歷史上頗

有名氣的「宋大儒」黃榦修建而成。書院經歷了戰火摧殘、

荒山覆蓋，幸得現任院長、港商黃宏飛十餘年來全身心投入

修復，日前終再度揭牌開講。10多年來，黃宏飛花逾3,000

萬元修復書院，除了因為是黃榦後人，他更希望將高峯書院

打造成福建的古文化教育基地、國學宣講

基地。 ■香港文匯報

記者蘇榕蓉福州報道

黃宏飛
告 訴 記
者，修復
書院的念

頭並非一時興
起，是一點點
慢慢形成的。
「書院教育是
中國傳統教育
中的一種重要
形式，我希望
高峯書院修復
後能夠繼承先賢的文脈思想，對當今的學風教育也
有借鑒作用。」

5年書院度過 難忘與妻挑磚
對於記者問及花費逾3,000萬元修復書院是否

後悔時，黃宏飛笑了笑，他非常認同蘇軾在《晁
錯論》中所言：「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
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希望自己的努力能
夠讓福建高峯書院「藏在深山人漸知」。
為了修復書院，從2009年起，黃宏飛已經連

續5個春節都在箕山的書院度過。妻子擔心他
一個人在內地生活不便，2009年也離港赴閩陪
伴。黃宏飛至今記得，有次找不到挑磚工人，
他和妻子便穿着解放鞋親自上山挑磚的辛苦情
形。「多年一路同甘共苦互相扶持，她了解我
的心願，同時受到我的影響，現在她也希望看
到書院的修復能在福州這塊土地鐫刻上獨屬於
自己的文化印記。」
在修復書院過程中，黃宏飛亦師從北京大學段
寶林教授，潛心重編上古史年表，經過近十餘年
的研究，把上古史從黃帝到西漢的歷史大事理
順，在2009年出版《大中華大典》並在本報進
行宣傳，現又繼續編寫《大中華大典通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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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昌閣」石碑是當時考古
挖掘現場僅有的線索。

蘇榕蓉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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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從來不乏互聯網創業佼佼者，
內地移動電商巨頭——99無限的創始
人亦是一位香港女性。這家總部位於

上海的公司成立僅3年，但藉着很早就涉足移動互聯網
領域，目前已穩坐內地移動電商第三把交椅。公司創始
人，同時擔任總裁的Amalisia Zhang（張莉），早期在
港就投身互聯網業，正是那段從業經驗為她在內地創業
提供了的堅實的基礎和創新思路。Amalisia認為，雖然
香港在傳統互聯網上起步較早，但就移動市場而言，內
地發展速度已快過香港，且互聯網整體規模也顯然是內
地更具發展前景。
「不安分」且熱衷挑戰的Amalisia早年遠赴英國求

學，回港後完全有機會進入讓人艷羨的金融業，當一名
「金領」，可性格使然，她選擇先去電訊盈科擔任職業
經理人，之後又加入攜程網香港區創業團隊。香港作為
全球最早接觸互聯網的地區之一，早於內地推動寬頻上
網、寬頻電視等先進網絡業務，許多港人經歷了從雅虎
到facebook的年代，並擁有全球最先進的智能手機，香
港人可算是互聯網中的深度用戶。Amalisia認為，正是
依托於香港的那段從業生涯和人脈積累，給了她一個拚
爭理想的絕佳機會，待到攜程上市後，她便勇敢的來到
內地創業，拓展互聯網業務。

避與巨頭競爭 勇闖移動業務
Amalisia坦言創業路程十分艱辛，最初的時候缺資
金及人手，其他成熟電商卻動輒擁有上萬名員工的規
模。幸好Amalisia善於打差異化戰略，當她看到內地智
能手機和移動終端日益普及，便意識到傳統走向移動已
是大勢所趨，聰明的她沒有選擇和已有的內地電商巨頭
「硬碰硬」，而是選擇專攻移動電商領域。她告訴記
者，想要在市場上分得一杯羹就得知己知彼，明白自己
優勢所在，就可以獲得最大成功機率。
在移動電商領域，Amalisia同樣巧用「差異」二字
訣，她強調說：「99無限在最初開始制定業務的時候，

就考慮與眾不同的路徑。」區別與一般移動「B2C」
（企業對消費者），99無限走的是一條全新的
「B2B2C」（供應商對企業對消費者）道路，也就是扮
演着商戶和銀行和用戶之間的「搭橋人」身份：先是打
造手機電商平台，再將應用內置集合到手機銀行的平台
上，通過銀行通道給持卡人提供各種服務。

深明銀行需要 主打優化客戶
其實在創辦99無限之前，Amalisia是瀚銀移動支付的

創始人之一，和中國銀聯有着良好的合作關係，所以
Amalisia清楚地知道支付僅是第二需求，而所有的支付
功能都需要一個有效的應用場景平台才算真正「激
活」。不過，對於銀行而言，這樣的服務絕非主業。因
此，本着以銀行為核心，同時又起到聯接用戶和商戶的
作用，99無限就在這樣一個主營點下應運而生，為銀行
優化客戶滿意度，刺激持卡人活躍度。目前99無限利用
這個優勢，已經和50多家銀行有着合作，其中包括工、
農、中、建四大行以及渣打銀行、星展銀行等部分外資
銀行。

看好虛擬商品 料爆發式增長
99無限除了做銀行的橋樑，自身作為模塊化的移動電

商平台，在商戶與商品的選擇上，Amalisia依然追求
「獨特」和「差異」。她告訴記者，經過實際嘗試和分
析，發現只有部分產品是更容易在移動終端上銷售——
就是標準化商品。所以99無限目前不會像其他移動電商
一樣產品包羅萬象，而是只作適合移動終端的產品。
Amalisia預測，中短期內，將虛擬商品也包含在內的標
準化產品在手機上的銷售將是爆發式增長，會比傳統互
聯網跑得快，因為它們更容易獲得用戶的快速決策。
在精準定位下，目前99無限發展迅速，去年一年交

易額達49.6億元人民幣，佔內地移動購物交易額的
2.9%，超出騰訊電商1.4個百分點，全國排名第三位。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

「差異化」攻移動電商 港女北上建「王國」
港人
在上海在上海

在智能手機、平板電腦等移動終端大
規模普及的同時，移動互聯網技術也深
刻地改變着人們的購物認知和使用習
慣，Amalisia表示，能最先抓住用戶操

作習慣者必將掘得第一桶金。目前，喜歡移動
購物的用戶多為年輕人，這類消費者有兩大特
點，一是注重便利的生活方式，二是更關注賬
戶安全，99無限便是針對這一用戶特徵，將
應用程式嵌入手機銀行裡，如此既不失方便，
也能給用戶更高的安全感。
相較內地和香港，雖然兩地人群都普遍習慣

手機購物，但在內地更為龐大的用戶基數之
下，優勢更為明顯突出。據投資銀行摩根士丹
利及諮詢機構艾瑞等的報告顯示，內地網絡購物行
業電腦端增速放緩，移動端呈現爆發趨勢，從數據
來看，過去 3年裡，移動互聯網購物的增速達
250%，而今年一季度同比去年的增速是130%，去
年整年的移動網絡購物交易額達1,696.3億元人民
幣，增長168.6%，遠高於網絡購物整體及電腦端網
絡購物增長。

內地後來居上市場廣
Amalisia表示，過去在傳統互聯網上，香港是走在

內地前端，但移動互聯網上，卻明顯是發展中國家
比發達國家或地區要快。Amalisia表示，自己曾做過
這方面研究，發現發達地區金融體系和服務體系經
過多年發展已很完善，且這樣的體系給用戶帶來一
定消費慣性，比如付款用支票，信用卡還款自動轉
賬等。而且內地有43億張銀行卡，幾乎人均4張，
但聯網刷卡機（POS）只有900萬台，自動櫃員機僅
有240萬台，這些都是導致線下受理極不均衡的大
環境所在。但在港澳地區，刷卡機的滲透率已經超
過90%。所以在內地，當人們發現移動互聯網這個
平台可便捷地使用銀行卡，他們便會比香港地區更

快接受。因此，未來幾年的移動互聯網發展，內地
勢必會快過香港。
眼下的 99 無限雖然只在內地提供服務，但

Amalisia還是有信心將這樣的平台帶回香港甚至再擴
大一點推廣到亞太地區。

籲港同業北上拓業務
Amalisia最後指出，內地和香港在移動互聯網市場
依然要多加強聯繫和交流，目前香港各大移動營運
商早已完善了移動網絡的基礎建設和商業化，使得
香港進入4G時代，同時數量眾多的手機程式外包公
司也成為香港一大特色，但正因為缺少和內地接
觸，使得本港很多移動互聯網公司未能把握內地龐
大市場拓展業務。
Amalisia坦言：「畢竟香港市場太小，發展得快的

話，很容易達到市場飽和度。」她鼓勵更多的香港互
聯網創業者不妨到內地市場看看，這樣不僅使得眼界
更開闊，還能發掘更巨大的潛在市場。同時，
Amalisia也強調香港依然有着不可否認的優勢地位，
特別是在產品創新和運營經驗上，這是值得內地借鑒
和引進的地方。 ■香港文匯報記者孔雯瓊上海報道

■■張莉在內地打造出其張莉在內地打造出其「「移動移動
電商電商』』王國王國。。 孔雯瓊孔雯瓊攝攝

■黃宏飛10餘年花逾3,000萬
元修復，希望把書院打造成國
學宣講基地。 蘇榕蓉攝

■坐落在福州北峰壽山鄉石牌村箕
山北隅的高峯書院。 蘇榕蓉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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