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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華人留學生如何在美國名校打進美
國人的社交圈子，力爭上游？留美工作的
華人可以怎樣在知名企業建立自己的事
業？前白宮學者、沃宇資本美國董事長黃
征宇在中和出版的新書《征途美國——站
在金字塔尖看美國》中現身說法，詳述美
籍華人在美國的學習、工作及政治前途，
同時他早前於香港嶺南大學舉辦講座，以
個人經驗分享美國精英的成功秘訣。

精英的決策方式
黃征宇的講座以「flow」的解釋——「全

神貫注地投入」開始，「在這個時代，信
息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們如何擺脫每
天看200多次的智能手機的誘惑，全神貫注

地集中分析信息。」他進而憶述自己第一
次跟奧巴馬開會時的提問：「上任一年，
你最大的心得是什麼？」奧巴馬沉默了幾
秒後回答：「我最大的心得是，每個到我
桌上的問題，都是不能被解決的，如果能
被解決就不會到我桌上。面對每個問題，
我都不是最聰明或者最有經驗的，但我深
信自己有能力結合這些最聰明和最有經驗
的人給我的建議，最後作出我認為對的決
定。」
他表示，自己曾與300多位華爾街優秀投

資者、矽谷200多位成功企業家、白宮300
多位政治領袖互動，他不斷思考總結這些
精英中的精英的成功共通點，最終得出兩
個重點：創新和批判性思維。關於創新思

維，大家首先想到的是打破舊思維，但他
卻認為創新最需要的不止是接受失敗，更
重要的是擁抱失敗，決心從每次挫折中學
習和進步，直到成功。而批判性思維也同
樣重要，「美國的很多精英家庭，從小就
給孩子機會與成功的成年人互動甚至爭
辯，分享自己的觀點。」

寫書講座幫助更多人
黃征宇出生在內地，10歲時隨父母移民

美國，在史丹福大學獲得了經濟學、工業
工程學士學位和計算機科學碩士學位，並
在哈佛商學院獲得了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他曾是Intel公司最年輕的CEO，也是美國
首位來自中國內地的白宮學者。於美國國

務院任職期間，他擔任國際開發署
（USAID）署長特別助理，主要負責建立
國際援助公益基金。在2010年海地大地震
的救援工作中，他負責通訊重建工作。白
宮任期結束後，黃征宇於中國開設金融科
技服務及跨國投資企業，致力推動商業、
科技和文化的全球化融合。
「30年前去美國的中國人很少，而現在
每年有約500萬的中國人會去美國旅遊，也
有約50萬中國學生會去世界各地留學，而
其中大部分會選擇美國。留學是更多的機
會和更大的發展，也是成為國際化人才的
方式，在美國30年，我有過成績，也走過
彎路，便希望通過這本書分享自己的經驗
以及與各界精英互動後的總結，使學生們
的國際化之路走得更順暢。」這是他寫就
此書的用意，書籍出版後他曾在內地20幾
個城市做巡迴講座，線上線下接觸到超過
200萬的學生和家長，「大家盲目和焦慮的
點大同小異，這種接觸使我可以更好地總
結和幫助他們，幫助別人使我更快樂。」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岳悅

前白宮學者黃征宇揭精英成功秘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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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征宇在講座中分享自己在美國的學習黃征宇在講座中分享自己在美國的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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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途美國征途美國——站在金字塔尖看美國站在金字塔尖看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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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 征 宇 和黃 征 宇 和 IBM CEO GinnoIBM CEO Ginno
RomettyRometty的合影的合影。。

雖然卸下博愛主席、榮譽主
席，現仍身兼多項公職。問她當
了幾年省政協委員有什麼收穫？
她笑言：「有個政協委員身份很
有優勢，在我帶學生團返內地
時，較易獲政協友人及政府部門
的支持。」
她續說：「做博愛主席時丈夫

曾提醒我，『做領導人是要有智
慧，不能有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的作風。不能只懂得批評別人，
要學習諒解和理解。不要個人
化，將身段放低，以大局利益為
依歸。重要的是看你做了什麼，
付出多少？有什麼貢獻？這才是
你存在的價值。』所以凡事我都
盡力做，但不敢高估自己能力。
做海南省政協委員後更多檢討自
己，我每日都和丈夫開會，互相
交換對問題的看法，處事的方
法，丈夫是要求很高的人，也教
曉我很多東西，迫着我提升。所
以每日睡前也自我檢討白天不
足，明天如何做好些。做人，行
善都講舒服自然，你向迎面來的
人笑住講聲早晨！也是一個善舉
哩。」 Lily身兼多項公職是希望
通過不同的平台，多傳播愛及正
能量，讓香港變得更美好！

身體力行傳播愛與正能量

人活在世上，努力追求生活過得幸福快樂是普世價值，只是如何叫生活

幸福就每個人標準不同。有人追求美滿家庭，有人追求事業成功，賺取豐

厚財富來滿足自己，想做就去做；人能做到隨心所欲相信就是達到幸福境

界了。然而若是你是有使命感，有抱負的人，在追求個人幸福之餘也希望

做點對社會有貢獻的事，能否流芳百世不重要，不辜負生命才重要！陳李

妮（Lily）就是其中一個，她對扶老助幼工作十分投入，以新穎的方式身

體力行向年輕人傳播愛國愛港正能量。 採攝：焯羚

冀以真誠換取港青真心冀以真誠換取港青真心陳陳李李妮妮

丈夫指導
令智慧增長

■Lily（右五）與一班學生打成一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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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會上浸大中研會的兩位骨幹向交流會上浸大中研會的兩位骨幹向LilyLily和主席朱鼎健致謝和主席朱鼎健致謝。。

■■朱鼎健主席和學生拗手瓜朱鼎健主席和學生拗手瓜。。

■■交流團合照交流團合照

8年前曾訪問亞姐冠軍陳李妮，當時
她為博愛醫院總理，一直做美

容生意的她結婚後夫妻兩人勤力搵錢，又不
忘回饋社會，丈夫支持下當上博愛總理。重
遇她時已經是剛完成博愛醫院董事局主席任
期，卸任後成為永遠顧問，又做中國香港海
口聯誼會執行會長兼秘書長、海南省政協委
員，涉足政商界的她，人變得大氣了，做事
有抱負和熱忱，有想法、有使命感。不過有
兩樣未變：一是，無論在外如何強勢，家庭
仍是放第一位，以丈夫意願為依歸。記得當
初做博愛主席的她講過：「賺錢任務交老
公，我負責照顧老公和代表他做慈善工作，
每個議案都向丈夫匯報，他同意我才做
的。」目前她仍舊以丈夫意願為依歸，還是
做個持家有道的賢內助，真要恭喜陳生！二
是，堅持關懷老人和學生；當決定投身公益
慈善工作，她就選擇幫助這兩類人，當時解
釋是：「我選擇教育，因為青少年是社會的
未來，我們要多關心多鼓勵他們，讓他們健
康成長。香港老人是曾為香港繁榮作出貢獻
的，想多關心他們。」

放下身段儼如領隊打成一片
Lily雖然沒有小孩，但發現她很懂得如何
與年輕人交流，而且非常有耐性和包容心。
2017年，她率博愛轄下3所中學及5間青少年
中心的60名青年學生赴海南交流後，今年初
以中國香港海口聯誼會執行會長兼秘書長身
份組織「『共築夢 同前行』百人青年交流
團」到海南島參訪交流。Lily與海口聯誼會一
班骨幹合力安排100名香港學生到海口參觀
海南大學，與學生及教授交流，到文昌航天
發射中心和博鰲亞洲論壇國際會議中心會址
感受國家強勢，到宋氏故居、海口騎樓老街
和觀瀾湖的馮小剛電影公社等景點感受海口
的歷史文化。還安排學生品嚐當地著名的文
昌雞、東山羊和嘉積鴨。看她隨團出發跟足
行程走，協助工作人員處理臨場發生的細節
問題，放下身段又十分樂意與同學們打成一
片，帶領喊口號「共築夢，同前行」！她極
投入，儼如領隊。
Lily表示：「我一向很喜歡接觸年輕人，
海南是自己家鄉，好希望讓多些香港學生也
認識這個地方，近年海南島發展得好快，觀
瀾湖都投資咗300億。還有許多新發展地
方，舊歷史古蹟都好值得去了解。剛巧浸會
大學的『中國研究課程學會』的同學提出，
希望將同學帶出香港，了解內地多一些。我

也希望他們多了解內地，要他們愛國首先
要他們先了解國家，讓他們親身體驗中國
近年的進步，中國很多地方值得欣賞；當
然亦有許多未完善的地方，讓他們看到了
內地真實的一面，找出缺點提出建議幫助
解決。」於是她籌備了半年促成「共築夢
同前行」交流團，主要是浸大學生，部分
是其他大學、中學生參與。

給機會了解實情包容學生
在幾天的行程中，發現很多同學較慢
熱，遊玩時感覺不到他們表現出興奮和熱
情，有些好像「食了豬油」踢都唔願動。
有些學生連對住著名的文昌雞都唔起筷，
見到蝦怕剝殼寧願不食，豈不是浪費你的
一片苦心兼浪費食物？你不發脾氣？
她答道：「那只是小部分，年輕人的特性

是思維反叛，有自己的個性意見，我們年輕
時何嘗不是不肯聽長輩話。餐單不是他們
點，不喜歡的菜他們選擇不食，也是沒有錯
的，不必強迫他們食，互相尊重，我相信人
是隨環境而改變，人到了某種環境就自我調
節，到他們肚餓自然會食，不用罵他們。而
且見他們在參加座談會，聽主席朱鼎健分享
人生經驗，談理想時，大家都很投入；到宋
氏故居參觀時對博物館的歷史資料很認真
聽。在海南大學聽講座時，每位學生都聽得
投入，當有答問環節時更主動舉手，初時還
擔心如果冇人問我就自己舉手，點知佢哋咁
踴躍，我都好開心！我與學生同在海南大學
飯堂食午餐，連自己也回到求學時的興奮心
情，很不錯呀！」
「我不會藉搞交流活動換取他們什麼，我

會讓同學明白，辦個活動，很不容易，要做
好一件事，是需要好多方面的支持與配合，
大家要懂得珍惜。而他們肯跨出香港，返內
地看看我已經感到安慰，有些人從未踏足內
地的，只希望今次學生是要他們自己用眼
看，不管評價好壞，都會以親身感受回去同
朋友分享。」
Lily和主席朱鼎健自掏腰包宴請大家食歡

迎宴和歡送宴。歡迎宴上朱主席和同學拗手
瓜，助不同學校的男女同學打破隔膜交朋
友；歡送宴上還很貼心特別叫酒店餐廳訂咗
120個椰青給同學仔飲，「記得上次帶60人
交流團時，諗住周街都係椰子冇預訂，點知
想要時佢哋話準備不及，來到海南沒喝上新
鮮椰子汁，很遺憾的，所以今次我一早準備
不讓大家有遺憾。」同學仔都受感動，實在

令人感受到兩位是真誠地關心年輕人。

領悟愛國教育需循序漸進
近幾年，香港年輕人被視為難搞一族，是

教育出問題，還是家長有問題？「孩子出問
題，父母是有責任，家教對孩子的個人修養
影響很大。父母要有能耐去聽他們的想法，
商量解決困難的方法，言傳身教。」
Lily是從親人的兒女身上領悟到與年輕人

相處的心得，她舉例一：「一個港生在家時
嬌生慣養，去澳洲做交換生，開始無生存能
力，慢慢就可以自己搞掂了。」例子二：
「我有個親戚的女，『佔中』期是激進的
『黃絲』，我叫她參加活動，去國情班自己
真實體驗一下。之後她看事情開始有多角度
看法，後來她主動拉埋家姐、表妹一齊參
加。」Lily看在眼內喜在心頭，她認為愛國教
育有時不用太刻意去強調，不用向年輕人說
太多道理，給他們空間反思，觀察，慢慢便
會改觀。不可以急，要他們真心接受才行。
她知道許多香港學生誤信一些說法，什麼

「人大政協只需要舉手」，座談會上她特別
以自己的經歷告訴同學，作為海南省政協委
員，她是有很多工作要做的。每年開會她都
要交提案，所以要自己到實地了解情況，用
心去聽市民意見，認真去分析問題，再寫建
議性報告，絕不是外界某些人講的只是舉
手、拍手，如果你是有心服務國家、服務家
鄉，你是要付出許多精力的。

繼續出錢出力搞兩地交流
香港有成就的名人、藝人不少也被邀在內

地省市做政協，服務家鄉，Lily於海南海口市
出生，5歲隨家人來港，現獲邀擔任海南省政

協委員；在闊別家鄉30年後重回故里，家鄉
的發展進步令其深受鼓舞，令其以身為海南
人自豪。所以不論在公在私，她都不遺餘力
推介海南，自掏腰包帶團返海南，可謂出
錢、出力、出心。
Lily 說：「我和我先生都不是香港出生

的，但想為香港做事，從博愛總理至今，過
去十年為香港社區做事，十年公
職生涯通常都要出錢出力，
但做得很開心。人生有不同
的階段，現在又為家鄉做
事，覺得人生很有意
義！」今年適逢海南建
省30周年，「『共築
夢 同前行』百人
青年交流團」活
動正好作為慶祝
活動的頭炮。未
來她會繼續搞兩
地的交流活動，
熱愛唱歌的她創辦
「博愛醫院星 Sing
同學會」並親任會
長，把有音樂才華
的學生聚在一起。
要求博愛重要活動
都邀請「星Sing同
學會」參與表演。
更想舉辦香港與
海南兩地學生歌
唱比賽，用音樂
拉近大家的距
離，希望今年暑
假可以成事。

■■LilyLily 稱在學校稱在學校
食堂找回求學時食堂找回求學時
期的回憶期的回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