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資訊化是當今時代發展的大趨勢，

以智能為主，代表着先進的生產力。

北京市政協委員、霍英東集團董事霍

震宇接受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

訪問時，慨嘆科技發展一日千里，它

的急速發展已遠遠超過人的接受程

度。「我相信在不久的日子，將有更

多人類的工作被人工智能所取代，機

械人大戰將不再是科幻電影，社會的

兩極分化將不再是財富而是資訊科

技。」他認為，缺乏資訊和科技才能

的人將面臨失業，建議時下年輕人應

該早做準備。 ■香港文匯報．

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沈清麗

缺IT才能易失業
倡港青早做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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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震宇是本港著名愛國商人、已故全國政協副主席
霍英東長房三子。他早年留學加拿大，主修數學

計算機，並廣泛涉獵天文、地理、社會、經濟、藝術等科目，
興趣廣泛，求知慾強，更勇於嘗試不同事物。
學成歸來後，他逐漸涉足家族龐大生意，上世紀80年代，更

跟隨父親建設番禺南沙。曾任廣州市政協委員，現任北京市政
協委員，在政商界長袖善舞，享有高知名度。

珠三角廠曾聘千人 現僅十幾人
霍震宇在接受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訪問時，說起自己

大學的主修科目，想不到在二三十年後，社會便已進入資訊化
時代，現在人類的生活已經無法離開電腦。「我讀書的時代要
背書、去圖書館找資料，現在的學生不用背書了，在電腦上網
搜查就有了；買東西不用上街了，可以網上購物，所有產品資
料和價格一目了然。現在從事製造業的工廠生產線應用了很多
工業機械人，像珠江三角洲的工廠，以前要聘用數以千計的工
人，現在只要十幾個人。」

「人以後看病，只需問電腦」
「以我所知，現在世界頂尖的科研機構和企業，正在日以繼
夜的進行創新和開發，科技發展一日千里，它的急速發展已遠
遠超過人的接受程度，」霍震宇指出，「以後汽車不需要人來
駕駛了，直接用電話操控就可以了；想檢查自己心臟健康與
否，手錶一按就會出現心電圖。你想想，假如電腦擁有全球5
億人的醫學資料，利用快速運算馬上得出結果，還能分析醫療
建議，你能不相信嗎？所以，人以後看病，只需要問電腦。還
有，大家一起炒股票，若你擁有電腦高速計算方程式，肯定比
他人更勝一籌，搶先知道股市走勢。」

「機械人大戰再非科幻電影」
資訊化社會以智能為主，不同於農業社會和工業社會以體能

和機械能為主。時至今日，智能機械人已在人類社會大量應
用，例如工業機械人等。霍震宇坦言，「在不久的日子，將有更
多人類的工作會被人工智能所取代。戰爭也不用人與人直接交鋒
了，只要按按電腦就可以了，機械人大戰將不再是科幻電影，因
為智能機械人無論是體力或是腦力，都已遠遠勝過人類。」

籲開發先進科技 升珠三角生產力
霍震宇憑己所學，早有先見，早年跟隨父親開發南沙後，認
為可利用香港工商管理經驗配合內地龐大的軟件科技和人才，
便建議父親在南沙建立科技園，可容納5,000人至10,000人，
「南沙位處珠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與舊金山灣區(San Francis-
co Bay Area)有如鏡影一般，兩者同處太平洋，氣候相近，以農
業、輕工業和商業為主，擁有港口和金融中心，而且都是對外開
放。我覺得，我們需要做的是開發更多先進科技，提高珠江三角
洲的科技生產力，配合當地人才需求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霍震宇透露，當年曾想把美國微軟公司創辦人比爾．蓋茨
(Bill Gates)帶到南沙跟父親見面，但後來計劃未能實現。「我覺
得比爾．蓋茨最後不能來，是因為南沙缺乏高質素的科技人才，
也沒有好像硅谷史丹福大學一樣可以培養這類人才的學府。」他
其後引薦了香港科技大學創校校長吳家瑋和軟件專家錢大康與父
親會面。

南沙科技園研發環保科技產品
南沙科技園建立後，霍震宇形容自己還有一個更遠大的目
標，就是希望藉着與香港科技大學的合作，共同研究和開發環
保科技產品，改善人類生活，「希望我們中國人都可以生活在
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經濟和生活環境。」
霍震宇指，中國未來發展需要更多先進實用的科技軟件，以
應用於金融、工商管理、通訊等多個領域，建議本港年輕人要
及早準備，敢於創新，嘗試「走出去」到內地創業，為國家的
資訊科技產業發展貢獻才華。

：

政協有如大家庭 是殊榮也是使命

視父人生榜樣 教育「嚴中有愛」
霍氏家族是本港名門望族，一舉一動備受
注目。身為霍家第二代，霍震宇一直視父親
霍英東為其人生榜樣。他透露：「爸爸的教
育非常嚴格，但嚴中有愛。爸爸出身貧窮，
生活富裕後，他依然保持樸素。我們出身富

裕，爸爸擔心我們學壞，一旦學壞便難翻身，所以
他有責任教好我們。」

父信「熱愛運動不會學壞」
霍老生前熱衷體育，他為國家和香港體育發展的

貢獻家喻戶曉，因為他自小便愛上運動。霍震宇笑

說：「其實，爸爸對家人同樣提倡運動，他相信熱
愛運動的人便不會學壞。」
霍震宇回憶道，自己13歲到英國留學，冬天校

內軍訓課程，在結冰的地面上打欖球，身上僅穿兩
件棉衣，運動後再用冷水洗澡，藉此鍛煉身體。其
後，他轉到加拿大留學，冬天更經常去滑雪，有時
興之所至，更會帶着小狗跳進冰湖裡暢泳。
說起冰湖暢泳，霍震宇笑談與爸爸的一件趣事。
「有一年聖誕節，我和爸爸到加拿大旅行，當時氣
溫零下30度，清晨6點時，我聽到敲門聲，打開門，
見到是爸爸，他說我們到外面洗澡。我說酒店有熱

水，為何要去外面，他說我們去洗冷水澡。」

難忘冷水浴 鍛煉堅強毅力
他笑說：「因為實在太凍，我就偷偷開了熱水，
爸爸卻叫我關掉。我想爸爸怎麼會知道，原來人受
刺激時會喊出聲，他沒有聽到就知道我偷開熱水
了。等到冰水沖下來，令我凍得衝口大叫，爸爸說
這就對了。」說完，霍震宇忍不住笑了出來。
霍震宇坦言，那種寒氣刺骨滋味令人終身難忘，
同時也令他非常敬佩爸爸身上具備的堅強毅力。
「我最近看了一個鄧小平先生展覽後，更加明白作
為國家領導人，他們身上都擁有非常人一般的毅
力，我想，這也是他們為甚麼會成為一代偉人。」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沈清麗

聽爸爸一句話 投身南沙30年
上世紀80年代，霍老開始躊

躇滿志開發南沙時，霍震宇與爸
爸一同往南沙視察。「當時在
船上，爸爸指着遠處的南沙跟
我說：『你協助我一同發展南

沙吧。』當時中國地圖上根本沒有
標註南沙，我雖未明白爸爸為何要開
發這片荒蕪之地，但仍然十分樂意跟
從他。」
開發南沙時，霍震宇坦言，當時要
去南沙十分困難，「我和爸爸先從香
港搭船到澳門，再轉車到廣州，在東方賓館休息一
晚，清晨乘車經過4個渡口，在番禺吃過午飯，再
坐一小時船最後到達南沙。」正因如此，霍老最先
在南沙周邊建路築橋，令如今的南沙與世界接軌。

勇於嘗試 專做最難工作
繼承了父親「勇於嘗試」的優點，霍震宇挑最難的

工作來做。「我甚麼都願意嘗試，包括擔沙填海工程，
我每日不停工作。」因為爸爸一句話，他至今在南沙
奮鬥了30年，如今南沙滄海桑田，各項大型建設應有

盡有，包括大酒店、客運港、高爾夫球場、科技園、
蒲州花園、蒲州商場等。
看着自己用汗血打造的龐大王國，霍震宇的鬥志

仍不減當年，更希望與兄長各掌一方，將南沙發展
得更美好。說起近年與兄長的官司，霍震宇強調，
「我主要是執行父親的遺願，我希望兄弟之間能夠
好好分工合作，繼續將南沙發展得更加好。南沙是
爸爸的遺願，我跟了爸爸好多年，我完全明白他的
心願，將南沙發展好也是對社會的一個交代。」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沈清麗

身為政協委員，霍震宇無論是在
廣州還是在北京，都會盡自己所能
積極建言獻策。他說，「政協委員
是一份殊榮，也是一份使命。在政
協這個大家庭，我在不同委員身上

學到不少東西，大家相互交流，相處得很
開心。」

對提案要求高 重視可行性
霍震宇對自己提交的議案要求很高，特
別重視可行性，要能夠真正解決社會問
題，「如果你提出來的建議，概念很大，
也很有理想，回到現實卻是無法實踐，那
是不行的。」
近年，他以個人名義向北京市政協提交
不少提案，包括《關於北京市保障性住房
應當加強小區居家養老服務功能》及《關
於規範整治京城停車位管理亂象》等提
案，都獲有關部門給予答覆。
霍震宇在介紹其提案時解釋，截至
2012年11月，北京市新開工保障房已達
15.3萬套，如此大規模的保障性住房，不
僅是為照顧低收入家庭住房需求，還應當

充分尊重和體現中國傳統文化和倫理要
求，將不同年齡層的人群有機結合在一
起，加強小區居家養老服務功能。
另外，北京機動車輛已超過540萬，但

正規停車位僅為一半，為應付車位不足問
題，市民只能選擇非正規停車位，建議北
京市建立合理的停車管理體系。

在京關注人口城市 在穗關注環保
霍震宇說，在北京任政協，主要是關注

人口和城市問題，在廣州任政協，則是關
注環保問題。當年他任廣州市政協委員，
當時港區委員只有6人。回想當年參政議
政經驗，他笑說：「當時有不少委員都是
生意人，開會都是討論政府不支持他們，
後來覺得委員不應只提私事，要為社會發
展多建言獻策。」
因為喜愛大自然，霍震宇經常建議政府

多關注環保問題。他說，中國改革開放初
期，重視經濟，忽略環保，「我記得有位
官員曾講過，重工業不等於污染工業。」
由於社會整體欠缺環保意識，他曾在深圳
親眼看到農民用工業廢水灌溉農田。後來

更知道有人飲用污水後中水銀毒，母乳中
驗出DDT，有人40歲患肝癌。

蘿蔔無味 對大自然被破壞感痛心
「回想小時候，紅蘿蔔一口咬下去，

味道很甜；芒果的香味，整間屋子都可
以聞到。但是現在，我們吃的紅蘿蔔沒
有一點味道，芒果拿近鼻子聞也聞不出
香味。」霍震宇對大自然被破壞感到很

痛心。
他說：「我13歲在英國生活，每3日才

能洗一次澡，香港人洗澡習慣放一大缸熱
水，有同學知道後很驚訝，將我的洗澡水
循環再用。英國即使富有，小孩子也知道
要節儉。但是現在我們的生活用品都是即
用即棄，進一步加速污染環境。」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
記者 沈清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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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震宇與太太何麗萍育有兩子，
包括大仔啟智和細仔啟泰。啟智
現時長留北京工作，啟泰則在香
港工作。霍震宇笑稱，自己是個
開明的爸爸，不會給兩個兒子任

何壓力。「年輕人都會有自己的追求，
相信會闖出自己的天下。」
霍震宇出身豪門，卻相當低調，顯得

平易近人。對於「富二代」的稱號，他
淡然一笑，指自己不會抗拒，稱這只是
社會以單一標準來衡量一個人。「其實
每個人『天生我才』，有人擁有財富，
有人擁有才華，有人卻是心中富有。」

常憶以往簡單快樂生活
他說，自己最喜愛接觸大自然，不時

會回想從前簡單快樂的生活。「我的年
代，香港社會節奏緩慢，跑馬地仍有耕
地，周末去沙田旅行，一個月看一次電
影，信件來回要等一個月，僅得一個電
視台和電台。還有，當時的垃圾桶廢物
不多，不少東西會循環再用，不像現在
什麼東西都是即用即棄。」
霍震宇已踏入耳順之年，仍保持一顆年

輕的心，他說，自己喜歡和年輕人交流，
了解年輕人的思維。2011年，他任港區
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青委會主任，首次舉
辦井岡山旅學團，第二年再舉辦湖南旅學
團，親自帶領近100名政協委員第二代訪
問內地，讓「海歸」的本港年輕人親身了
解國家發展，他的長子霍啟智也有參加。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刊記者
沈清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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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震宇(前排左二)與香港青年才俊訪內地交流。

■■年輕時的霍震宇年輕時的霍震宇
享受滑浪運動享受滑浪運動。。

■霍震宇與
兩兒子享受
滑雪樂趣。

■霍震宇在1996年於番禺理工學院落成典禮留影。

■■霍霍震宇認為震宇認為，，缺乏資缺乏資
訊和科技才能的人將面訊和科技才能的人將面
臨失業臨失業，，建議時下年輕建議時下年輕
人應該早做準備人應該早做準備。。

■霍震宇與比爾‧蓋茨(左)熟稔，曾想介紹給父親會面。

■■霍震宇坦霍震宇坦
言視父親霍言視父親霍
英東為其人英東為其人
生榜樣生榜樣。。

幼
承
庭
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