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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
嘉軒）有謂「讀萬卷書，不
如行萬里路」，但假如讀書
與遊歷兩者兼得，豈不妙
哉？浸會大學英國語言文學
系三年級生盧舜邵，憑着優
秀成績及豐富的義工經驗，
獲頒約15萬港元「董浩雲獎
學金」，資助她明年1月前
往美國入讀「海上學府」，
與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進行
為期 102 天的海上學習之
旅。她將有機會探訪11個國
家，亦會在航程中修讀4個
選修科。她熱愛大自然，夢
想成為野外作家，最期待到
非洲觀賞野生動物。
舜邵表示，過去多從媒體

報道或紀錄片獲知環境保育
訊息，直至2010年參加南極
考察，經歷一個月破冰船之
旅，「由專家引路，對方以

昔日同一位置相片比對，親眼見證冰
川融化所造成的環境變化。」這次體
驗讓她感受至深，一方面讚歎大自然
美麗，同時希望為環保出一分力，使
她日後積極投身保育工作。舜邵前年
曾到英國交流一年，過去暑假亦為世
界自然基金會做義工，參與保育中華
白海豚活動。

冀訪非看犀牛獵豹
今次「海上學府」從美國聖地牙哥

起航，駛經美國、日本、中國、越
南、緬甸、印度、毛里裘斯、南非、
加納及摩洛哥，最後在英國結束逾百
天旅程。舜邵最期待到訪非洲一段，
「有機會近距離觀察犀牛、獵豹等野
生動物，以及到西非加納村落。村民
會用當地語言為我們起名，屆時希望
多跟村民溝通，了解名字由來，同時
認識非洲生態與當地文化。」

有義務增進中美關係知識
參與「海上學府」的學生，在船上
會學習不同課程，舜邵修讀中美關
係、旅遊寫作、環境科學及當代世界
文學。她認為，中美關係知識於當今
世界不可或缺，身為中國人，有義務
加深了解。
舜邵擅長英文寫作，文憑試英文科

獲5*佳績，創作英文詩歌及故事有心
得，夢想成為野外作家，或加入大自
然紀錄片團隊負責文字撰稿，結合自
己就英文寫作及保育的興趣，「希望
成為城市人跟大自然之間的橋樑，以
文筆或影像展現自然環境美態。」舜
邵打算畢業後全情參與保育工作，累
積經驗，一步步實現理想。
連同舜邵在內，今年共有7名學生獲

頒「董浩雲獎學金」，來自香港、美
國的各有2人，另有3人來自內地，他
們將獲得2萬美元（約15萬港元）獎
學金，參與「海上學府」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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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舜邵獲頒「董浩雲獎學
金」。 姜嘉軒 攝

馬雲視頻迎「星」勉港生胸懷天下
2015 未來之星同

學會「從香港出發
──冬聚浙江」參
訪團，昨日來到阿里
巴巴集團參觀。雖然

集團董事局主席馬雲正在香港出差，但卻特意錄製視頻歡迎
參訪團，並分享自己的成功秘訣。馬雲提醒港青要胸懷天
下，多到外面走走，「沒有人一天就能成功，做一份好的計
劃，做一件有意義的事情，堅持做10年到15年，跟一幫好
的人在一起做，我覺得成功的把握還是很大的。」
馬雲以自己為例，談及創立阿里巴巴的過程，「16年
前，就是像你們一樣的18個年輕人，創辦了阿里巴巴這
家公司。我們確實很努力，也很勤奮，當然主要感謝這
個時代，感謝互聯網，感謝中國巨大的市場，才有了今
天這樣的發展。大家經常講互聯網時代，我們這些公司
把很多年輕人的機會拿掉了。」不過，馬雲認為，機會
永遠存在，特別是在變遷的時代，「我覺得今天的中國
和全世界，正在從IT向DT時代變遷，前面20年大家專
注在技術領域，後面30年是技術運用的領域，機會應該
越來越大。」

世界不乏機會 關鍵如何去看
他補充指，全世界都不乏機會，關鍵是人怎樣去看，
「很多人喜歡抱怨，很多人看未來問題總是很陰暗，總覺
得別人成功是因為這樣和那樣的原因，其實阿里巴巴做到
今天，很重要的經驗就是，我們想證明給別人看，我們沒
有錢，沒有地位，也沒有任何權力，我們是從一點一滴做
起來的。」他強調，若阿里巴巴這幫人能成功，那麼中國
80%年輕人都能成功。
談及香港社會現狀，馬雲坦言，香港和全世界任何城市
都一樣，都有問題，但是社會總是一個一個挑戰都過去
了。總體而言，他認為，香港創業機會比以前好多了，
「香港戰略地位、位置、經濟結構、金融基礎，特別是香
港年輕人知識的結構，並不遜於任何地區，因此大家要胸

懷天下，「沒有人一天就能成功，做一份好的計劃，做一
件有意義的事情，堅持做10年到15年，跟一幫好的人在一
起做，我覺得成功的把握還是很大的。」
除了馬雲的錄像分享外，阿里巴巴集團亦安排了對外聯

絡部總監劉平、總裁辦資深經理嵇立偉、對外聯絡部資深
經理莊呈笛等多位專家解答同學疑問。未來之星同學提問
「如何打擊假貨」、「如何制止刷單」、「阿里集團收購
多家公司的原因」等尖銳問題，在場專家給予了坦率的回
答。

珠海生：想學馬雲 堅持夢想
珠海學院四年級生馮珮斐認為，馬雲很個厲害的人物，

白手起家，在短短16年內就做到這樣的規模，「我想要理
解他的創業理念，雖然馬雲本人沒有來很可惜，但他特意
錄製的視頻還是解答了我的疑問。此外，他對夢想的堅

持，也是我要學習的地方。」

盼菜鳥世界倉儲助減運費
當被問及有誰曾在淘寶網上買過商品，現場大半同學都

舉起手。恒生管理學院二年級生黃慧玲指，常在淘寶上買
衣服或日用品；在香港上淘寶，最大問題是運費相對較
高，而且常常有貨品雖然寫明是全國包郵，但90%以上都
標注不包括港澳和西藏，變相降低香港消費者購買意慾，
「今天聽到菜鳥物流網絡介紹，菜鳥世界倉儲建立起來以
後，不僅能縮短快遞到貨時間，還能降低費用，希望以後
在淘寶買東西會更方便、便宜。」
交流結束後，學生代表向阿里巴巴集團贈送「未來之星

浙江參訪團」團服，集團回贈青花瓷製作的淘寶玩偶「淘
公仔」，歡迎同學隨時來杭州參觀交流。

■香港文匯報記者 俞晝 杭州報道

▲港生代表向阿里巴巴集團贈送「未來之
星浙江參訪團」團服。 高施倩 攝

◀馬雲親錄視頻歡迎「未來之星」，提醒
港青要胸懷天下。 高施倩 攝

財爺教劍悟道：本土分好壞
對港深情可團結成建港正能量 勿淪為封閉式保護主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近年香港本土意

識興起，特區財政司司

長曾俊華昨日發表網

誌，以自己對母校的歸

屬感為比喻指出，市民

對香港的深厚情感，其

實可團結成正面及具建

設性的力量，推動香港

變得更好，讓香港整體

得益，而絕不止於一種

封閉式、消極，甚至是

具破壞性的保護主義。

曾俊華昨日以《喇沙與我》為題發表網
誌，指他於上周末與家人出席其母校

喇沙書院舊生會周年聚會，跟修士和眾師兄
弟聚首話當年、唱校歌，度過難忘的一晚，
亦令他憶起當年自己與兒子分別在喇沙唸
書，以及他在校教劍30年的情況。他指自
己以舊生、家長和教練三重身份，跟母校維
持非常密切的關係。
他表示，上世紀80年代時，劍擊在香港

中學界頗冷門，由於學界對手不多，他們
很快便打出成績，主要對手為男拔萃書
院，後來更成為多年強敵。香港學界運動
比賽，學校之間的競爭非常激烈，喇沙和

男拔萃的競爭，更成為兩校傳統一部分。
他坦言，從成人角度來看，或會覺得年輕
人「乜都爭餐死」幼稚無聊，但他作為過
來人，卻深信這些競爭是教育中非常重要
的部分。

良性競爭 建身份認同
曾俊華解釋，通過運動、音樂等良性競

爭，年輕人可不斷挑戰自我、發掘潛能，體
會何謂「體育精神」。他們在過程中學習合
作、奉獻，在個人和團隊層面建立身份認
同，跟隊友建立真摯友誼，這些東西與獎牌
相比，對個人影響更深遠。

不收分文授藝 皆因兄弟情
他指出，喇沙劍隊出產過不少香港青年

軍，更有幾位入選港隊，不少人後來留在喇
沙擔任教練，有時比賽期間，教練人數比參
賽劍手更多。他形容，喇沙之內同類的「傻
佬」遍佈田徑隊、泳隊、足球隊等，而這些
舊生教練畢業後仍不收分文貢獻母校，背後
推動力就是因為 brotherhood（兄弟情
誼）。
曾俊華說，每當其置身舊生圈子，無論

是叫口號或唱校歌，都令他覺得喇沙仔對
學校那股近乎狂熱的歸屬感，和近年流行

的所謂本土意識，有着不少共通之處，兩
者都是對本身身份、傳統和文化，有着強
烈感情和自豪感，這種情感，大至國家民
族，小至一間學校，都會存在。喇沙圈子
中，這種感情和自豪感，會轉化為正面動
力，推動每一代喇吵仔願意為母校作出無
私奉獻。
他相信，這種感情和自豪感，同時存在於

所有港人之中，大家對香港深厚的情感，同
樣可以團結成正面、具建設性的力量，推動
香港變得更好，讓香港整體能夠得益，而絕
對不止於一種封閉式的、消極的，甚至是具
破壞性的保護主義。

■曾俊華上周末出席母校喇沙書院舊生會周年聚會，跟修士和眾師兄弟聚首話當年、唱校
歌，度過難忘的一晚。 曾俊華網誌圖片

■上世紀80年代，3位劍手出席喇沙舊生會周年聚會。
曾俊華網誌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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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綫翡翠台

6:00 餐餐有宋家
6:25 瞬間看地球
6:30 香港早晨
9:00 交易現場
9:30 滬港互通
9:45 超級勁歌推介
9:50 快樂長門人
10:00 書劍恩仇錄
10:30 萬里尋爸 (中國篇)
11:35 交易現場
11:45 舌劍上的公堂
12:45 交易現場
1:00 午間新聞
1:15 瞬間看地球
1:20 左右紅藍綠
1:25 都市閒情
2:15 今日VIP
2:40 交易現場及滬港互通
2:45 天天天晴
3:45 寵物反斗星及交易現場
4:15 櫻桃小丸子
4:45 花生動畫
4:50 Think Big 天地
5:20 忍者小靈精
5:50 財經新聞
5:55 秀才遇著兵及新聞檔案
6:30 六點半新聞報道
6:55 天氣報告
7:00 一綫娛樂
7:30 東張西望
8:00 愛．回家
8:30 刀下留人
9:30 無心法師
10:30 暖DD．食平D
11:00 環球新聞檔案
11:05 晚間新聞
1 1:50 新聞檔案
11:55 天氣報告及瞬間看地球
12:00 娛樂頭條
12:15 尋秦記
1:25 今日VIP
1:55 東張西望
2:25 無間音樂
3:25 天天天晴
4:20 點解香港咁過癮

無綫明珠台

6:00 金融概要
7:30 NBC世界新聞
8:00 普通話娛樂新聞報道
10:00 金融行情
11:00 滬港直通車
11:30 交易現場
12:00 CCTV News
1:00 金融行情
2:00 交易現場
3:00 滬港直通車
4:00 火車寶寶
4:30 愛心熊寶寶
4:55 叢林小戰士 (II)
5:25 代課魔法王
6:00 普通話新聞
6:15 普通話財經報道
6:20 普通話天氣報告及 新聞檔

案
6:25 財經消息 (E)
6:35 世界足球狂熱
7:00 笑笑小電影
7:25 話說當年
7:30 七點半新聞報道及天氣報告
7:55 瞬間看地球
8:00 食家出巡 (英/粵)
8:55 入廚易
9:00 明珠檔案
9:30 話說當年
9:35 絕境求生指南 (II)
10:30 環球金融速遞
10:35 神盾局特工 (II)
11:35 入廚易
11:40 財經速遞
11:45 晚間新聞
12:00 瞬間看地球
12:05 特工Carter
1:00 行屍 (IV)
1:50 音樂熱點
2:00 絕境求生指南 (II)
2:55 明珠檔案
3:25 食家出巡 (英/粵)
4:20 世界足球狂熱
4:45 音樂熱點
5:00 台灣無綫衛星電視台新聞
5:30 中國新聞

鳳凰衛視中文台亞視本港台

6:00 平約瑟牧師 - 新造視頻
6:30 亞洲早晨
8:45 傑出潮商系列
9:15 理財博客之即市錦囊
10:20 我們這一班
10:50 天蠶變
11:50 台灣好味道II
12:25 當年今日
12:30 十二點半新聞
1:00 理財博客之投資多面睇
1:45 飄零燕
2:15 環遊世界
2:30 天南地北
3:00 左右紅藍綠
3:05 開心到鎮
3:35 代代平安
4:00 我們這一班
4:30 GIGA 部族
5:30 台灣好味道II
5:55 當年今日
6:00 六點鐘新聞
6:25 經濟快訊
6:30 體育快訊
6:35 天氣報告
6:40 環遊世界
7:00 香港故事 – 最佳配角
7:30 天南地北
8:00 計中計狀元財
8:30 粉紅色唇膏
10:25 當年今日
10:30 夜間新聞
11:00 開心到鎮
11:30 環遊世界
11:45 情陷夜中環 2
1:40 天南地北
2:05 開心到鎮
2:35 皇家檔案 III
3:35 鳳凰傳說
5:30 林家聲戲寶承傳系列

14:00 小時候 經典重溫
15:00 黃金歲月
15:30 師奶檔案
16:00 童遊香港地
16:30 孩子的完美拼圖
17:00 童話小偵探
17:17 嘩嘩小獅子
17:30 Design 吖
17:47 莎拉與小 Duck Duck
17:56 百變動物盒
18:00 卓越教室
18:05 天下父母心
18:30 Life on the Wall
1855 左右紅藍綠
19:00 香港故事-最佳配角
19:30 香港故事 - 他們的情書
20:00 火速救兵
20:30 非常平等任務
21:00 12音樂門‧逃
22:00 裁決．法門
22:55 左右紅藍綠
23:00 香港故事-最佳配角
23:30 12音樂門‧逃
00:30 歷史回望

香港電台

07:00 鳳凰早班車
08:00 鳳凰早班車
09:00 寰宇大戰略
09:45 點滴鳳凰人
10:10 金曲點播
10:15 笑逐言開
11:00 大政商道
11:30 社會正能量
12:00 鳳凰午間特快
12:25 鳳凰氣象站
12:30 有報天天讀
12:55 今日視點
13:00 鏘鏘三人行
13:35 騰飛中國
13:40 名人面對面
14:05 我們一起走過
15:00 資訊快遞
15:25 風雲對話
15:50 社會正能量
16:15 鳳凰大視野
16:50 名言啟示錄
16:55 娛樂快報
17:00 車元素 (II)
17:25 金曲點播
17:30 有報天天讀
17:55 健康新概念
18:00 全媒體大開講
19:20 地球宣言
19:25 時事亮亮點
19:50 今日視點
19:55 與夢想同行
20:00 鳳凰大視野
20:30 騰飛中國
20:35 鳳凰焦點關注
20:55 名言啟示錄
21:00 時事直通車
22:00 今日看世界
22:30 絲路文明
22:35 鳳凰全球連線
23:00 鏘鏘三人行
23:30 健康新概念
23:35 天橋雲裳

6:00 謎之轉校生
7:05 最佳拍檔澳洲行
8:00 滋味行
9:00 孖Kick足球
9:30 兄弟幫
10:00 行李箱
10:25 雅蘭床褥特約︰安樂蝸
10:55 渣打香港馬拉松20週年

呈獻: 跑出馬拉松人生
11:00 Music Café
11:55 可愛的妳
1:00 滋味行
2:00 謎之轉校生
3:00 香港蘇寧特約: 兄弟幫
3:30 孖Kick足球
4:05 DANCING 9 II
6:00 最佳拍檔澳洲行
7:00 可愛的妳
8:00 娛樂新聞報道
8:30 渣打香港馬拉松20週年

呈獻: 跑出馬拉松人生
8:35 地球的慶典
9:35 搵食飯團
10:05 姊妹淘
10:35 香港蘇寧特約:兄弟幫
11:05 你們被包圍了
12:00 超級勁歌推介
12:05 火影忍者疾風傳VI
1 2:35 神七探偵團 -

智破老千集團
1:55 雅蘭床褥特約︰安樂蝸
2:25 搵食飯團 (C)
2:55 你們被包圍了
3:50 DANCING 9 II
5:30 魔奇少年

中央電視台-1
（數碼頻道）

00:26 動物世界
00:56 生活提示
01:00 專題節目
04:31 今日說法
04:59 新聞聯播
05:29 人與自然
06:00 朝聞天下
08:32 中國味道
09:16 開門大吉
10:30 普法欄目劇
12:00 新聞30分
12:35 今日說法
13:13 鄉村都市情(10-13)
16:34 第一動畫樂園(下午版)
19:00 新聞聯播
19:38 焦點訪談
20:05 :抗倭英雄戚繼光(9-10)
22:00 晚間新聞
22:38 專題節目

中央電視台
（國際頻道）

04:00 中國新聞
05:00 走遍中國
05:30 華人世界
06:00 海峽兩岸
06:30 今日亞洲
07:00 中國新聞
07:30 今日關注
08:00 中國新聞
09:00 流行無限
10:00 中國新聞
11:00 中國新聞
11:10 國寶檔案
11:30 海峽兩岸
12:00 中國新聞
13:00 華人世界
13:30 走遍中國
14:00 中國新聞
14:15 雙語劇場 青盲
17:15 遠方的家
18:00 中國新聞
18:15 中國文藝
18:45 國寶檔案
19:00 中國新聞
20:00 走遍中國
20:30 海峽兩岸
21:00 中國新聞
21:30 今日關注
22:00 文明之旅
22:45 全球華人資訊
23:00 今日亞洲
23:30 遠方的家
24:15 中國文藝
24:45 國寶檔案

煲劇1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