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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匯之友成立 聚賢達增能量
姜在忠任首屆主席兼理事長 理事會匯聚330各界名人

「文匯之友」
第一屆理事會名錄（330人）
榮譽贊助人（1人）

梁振英

榮譽主席（10人）

張國良 張雲楓 王樹成 何鴻燊 唐英年

梁君彥 曾鈺成 曾憲梓 譚惠珠 譚耀宗

主席兼理事長（1人）

姜在忠

副主席（34人）

王國強 吳良好 吳 明 李大宏 林建岳

林健鋒 林淑儀 姜亞兵 施子清 梁亮勝

許榮茂 劉漢銓 盧文端 霍震霆 王惠貞

伍淑清 余國春 吳光正 吳康民 李國寶

李慧琼 李曉鵬 周安達源 林樹哲 邱達昌

施榮懷 容永祺 高敬德 郭 炎 陳經緯

楊孫西 蔡冠深 羅康瑞 譚錦球

榮譽理事長（144人）

陳亨利 方文雄 王亞南 王敏剛 石漢基

朱李月華 朱鼎健 朱銘泉 何啟明 吳秋北

吳換炎 李引泉 李偉斌 李國棟 李國興

李德麟 李應生 周春玲 林正財 林廣兆

邵家輝 姚志勝 姚思榮 施維雄 柯創盛

紀文鳳 胡章宏 胡劍江 馬逢國 高佩璇

區永熙 屠海鳴 張俊勇 張國鈞 張學修

梁滿林 郭振華 陳卓禧 陳紅天 陳曼琪

陳清霞 陳 爽 陳萬雄 陳鑑林 彭長緯

曾偉雄 湯恩佳 馮丹藜 黃若虹 黃 國

黃華康 黃毅輝 黃錦輝 楊志紅 楊受成

楊莉珊 楊 勳 楊耀忠 葉國謙 董吳玲玲

詹洪良 雷添良 劉炳章 劉國勳 蔡素玉

蔡 毅 黎棟國 閻 峰 霍震寰 龍子明

戴希立 謝偉銓 鄺美雲 顏建國 魏明德

羅范椒芬 蘇長榮 龔俊龍 李文俊 田北辰

何君堯 何俊賢 佘德聰 吳亮星 吳傑莊

李民斌 李秀恒 李國強 杜惠愷 周浩鼎

孟麗紅 易志明 林銘森 林龍安 姚 珏

姚祖輝 施清流 胡經昌 胡漢清 胡曉明

唐偉章 孫少文 容海恩 馬介璋 馬浩文

馬豪輝 高永文 張仁良 張宇人 張志剛

張夏令 梁志祥 梁美芬 許漢忠 郭 位

郭偉強 陳克勤 陳 勇 陳振彬 陳聰聰

陸頌雄 麥美娟 曾智明 馮華健 黃定光

黃英豪 葉建明 葉順興 葉劉淑儀 葛珮帆

廖長江 廖長城 劉宇新 劉安林 劉與量

蔡黄玲玲 鄭耀棠 盧偉國 盧瑞安 霍啟剛

鍾國斌 簡松年 譚岳衡 蘇樹輝

副理事長（93人）

何超鳳 尹樹廣 王大治 王伯遙 王殿杰

江正銀 何子成 何超瓊 何鍾泰 佘英杰

余錦坤 吳建芳 吳清煥 吳華江 吳錦青

呂明華 李世慰 李學盟 汪恩光 周 奕

林佑碧 林志明 林官貴 林 映 姜增和

施 倩 施榮忻 洪頂超 胡 珠 徐旭傑

浦 江 張仲哲 張建華 張偉儒 張晴雲

張錦川 梁志堅 梁頌明 梁錫光 莊家彬

莊紫祥 許寶月 陳寧寧 麥華章 黃偉雄

葉培輝 詹耀良 劉偉忠 劉偉昌 潘一黎

蔡 彪 鄧祐才 鄭靜鈺 盧錦欽 賴新達

霍啟山 簡植航 羅台秦 羅正杰 關百豪

王兆平 王再興 王 松 王賜豪 何毅強

何耀棣 李民橋 李曉惠 周佐強 林鎮洪

邵詩利 原 傑 徐 莉 桂四海 馬介欽

張上頂 張泰超 張德熙 陳幼南 陳淑玲

曾少春 黃靜怡 鄒平濤 蒙德揚 劉永碧

歐陽曉晴 鄧宣宏雁 鄭亞玲 鄭明明 鍾瀚德

韓 力 顧行偉 龔中心

理事（46人）

林亨利 婁芝伊 趙 靜 羅家聰 王 文

王新友 丘 東 伍煥杰 余大偉 吳容輝

周珊珊 招祥麒 林日豐 林其龍 邱少雄

皇甫星 張克強 張麗雯 張 蘭 梁婉冰

章吉琴 莊銓銓 陳 芬 陳 勁 黃晶榕

黃鴻儒 楊文德 楊佩珊 潘慶輝 鄧 飛

盧曼華 伍昱豐 吳宏基 吳偉毅 姜盈盛

梁 晨 許振隆 郭金發 陳玉燕 黃清芳

黃婷婷 黃頌良 詹培勛 劉曼軍 魯 夫

關穎斌

形象大使（1人）

容祖兒

「文匯之友」首屆理事會榮譽職銜包
括：榮譽贊助人、全國政協副主

席梁振英；10名榮譽主席包括張國良、張
雲楓、王樹成、何鴻燊、唐英年、梁君
彥、曾鈺成、曾憲梓、譚惠珠、譚耀宗，
另有144名榮譽理事長。
理事會設有主席一名，以及副主席34
名、副理事長93名、理事46名。香港著
名女歌手容祖兒擔任「形象大使」。

張雲楓憶昔採訪帶電筒防狗
「我在文匯報做了60年，整整一個甲

子啊！」「文匯之友」榮譽主席、年屆88
歲的文匯報原社長張雲楓出席文匯報70
周年慶典，他依然精神矍鑠，笑談自己在
文匯報的歲月點滴。

「1959年，我進入文匯報時，什麼新
聞都跑，因為報社規定男記者必須跑突
發，同時兼顧攝影，由於當時交通不
便，做記者很辛苦。最艱難是跑新界突
發新聞，當時交通沒現在發達，周圍都
是農田，一旦天黑，不小心就會掉進水
塘，所以我們經常帶備電筒，既可照
明，也可以防狗。」
退任社長多年的張雲楓，依然心繫報

社和報社同仁，不時出席文匯報各類活
動。他表示，作為老同事看到報社有了
新的變化，感到很高興。「文匯報和大
公報成為一個集團後，在硬件、人力和
影響力方面都增強了，希望整個佈局能
發揮兩報的優勢，達至一加一大於二的
效果。」他稱讚集團領導注重發揮同事

的積極性，對退休同事也很尊重和厚
待，相信大文集團的前景會很好。

張國良：續發揚文匯精神
「文匯之友」榮譽主席、文匯報原社

長張國良形容自己和文匯報結下了不解
之緣，感情非常深。「當時我來文匯報
時，文匯報還處在非常困難的時期，通
過大家同仁的共同努力和艱苦奮鬥，我
們有了自己的發展，再次創造輝煌，希
望今後再創輝煌。」
「今天我們成立『文匯之友』，也是

因為我們同仁的感情非常好、非常深，通
過『文匯之友』把文匯報精神能夠凝聚起
來、能夠發揚下去。」
他指出，今年文匯報70周年，標誌着

文匯報進入了一個新時代，迎來一個新的
發展時期；加上大公報文匯報合併後，資
源共享，聲勢更加壯大，發展更加美好。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希望文匯報
更加放開去發展。

勉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回顧文匯報創辦背景，張國良勉勵大家
要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當年上海文匯

報因為支持共產黨、支持新中國，呼籲進
步，當年被國民黨當局打壓而停刊，被迫
來香港發展。所以我們的初心是擁護共產
黨，支持民主進步；我們的使命是宣傳國
家，報道好香港，保障『一國兩制』實踐
成功，保障香港的繁榮穩定，並且取得自
身的發展。」
談及未來辦報方向，張國良指，要按照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根
據香港「一國兩制」新實踐的發展，特別
是配合國家發展戰略，主動融入國家發展
戰略，做好香港與內地、與世界的溝通橋
樑，推動香港取得更好的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清麗）香港文匯報走過了70年的風雨兼程，

無數文匯人用熱情、熱誠書寫了一次又一次的輝煌。在文匯報歡慶70周

年的大喜日子，「文匯之友」正式宣佈成立，冀透過這個平台組織舉辦

各類活動，廣泛聯繫各界人士，增進文匯報與各界和讀者之間的友誼，

增添發展能量。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董事長姜在忠擔任首屆理事會主

席兼理事長。首屆理事會人才鼎盛，匯聚了330名社會各界知名人士。

■林鄭月娥（右）頒發「主席兼理事長」證書
予姜在忠。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姜在忠（左）頒發「榮譽贊助人」證書予梁
振英。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楊健（中）頒發「榮譽主席」證書予張雲楓（右）和張國良。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楊義瑞（左四）頒發「副主席」證書予吳良好（左三）、林建岳（右一）、許榮
茂（左二）、林淑儀（右二）、劉漢銓。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姜亞兵（左三）頒發「副主席」證書予梁亮勝（左四）、王國強（左二）、林健鋒（右
二）、盧文端（右一）、施子清。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吳明（左）頒發「形象大使」證書予容
祖兒。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文匯之友文匯之友」」昨日正式成立昨日正式成立，，嘉賓主持啟動儀式嘉賓主持啟動儀式。。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攝

文匯報原老總 憶當年話期許
邁步向前 發揚光大

香港文匯報原總編輯王伯遙：我在文匯
報工作了43年。在我經歷的重大報道裡，
有兩大策劃特別難忘。改革開放初期，我
們策劃了「中華風采」欄目；與新華社軍

分社合作，推出「中國周邊大掃描」系列報道。文匯報的
同仁隊伍是一支愛國愛港又上進的隊伍，過去即使遇到了
困難挫折，我們也都克服並且邁步向前。現在香港傳媒
競爭很大，我相信文匯報可以在新的領導層、新的隊伍
的共同努力下，摸索新的發展經驗，不斷發揚光大。

與有榮焉 新枝繁盛
香港文匯報原副社長潘一黎：我是

1995年來到香港進入文匯報工作的。十
多年的文匯生涯，最令我印象深刻的當
屬1997年香港回歸。當時我受邀在現場

觀禮，當零點到來時，國旗升起國歌唱起，內心的自豪
感油然而生。百年中國迎來了雪洗前恥的偉大時刻，我
一個晚上都沒有睡着。文匯報迎來70周年生日，作為老
文匯人，我也與有榮焉。希望70周年是文匯報新的起
點，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老樹新枝越發蒼勁繁盛。

充滿感恩 青春長駐
香港文匯報原執行總編輯張建華：在
文匯報這光榮的集體裡工作過整整三十
年，心底充滿「感恩」。我於1981年進
入這個大家庭，適逢改革開放風正浪

急，國際格局瞬息萬變，新聞人遇到了這樣的大時代，
更在國際性大報平台上馳騁揮灑，是三生有幸。我們見
證了文匯報在香港率先彩印；見證了文匯報率先每天空
運，北上神州；見證了從只有一個駐京記者，發展到大
江南北近四十辦站。謹祝文匯報青春長駐，越辦越好。

以文會友 作新貢獻
香港文匯報原副總編輯張晴

雲：期望文匯報繼續「以文會
友」「開卷有益」的辦報傳
統，致力維護憲法、基本法，

促進香港繁榮穩定，推動科研創新，配合國家
「一帶一路」倡議和大灣區建設，為香港營造
新經濟產業，為民族振興作出新貢獻。

彰顯魅力 三點建議
香港文匯報原副總編劉偉忠：文匯報一直做得很

不錯，今天的報慶現場體現了我們大公文匯傳媒集
團的魅力。我希望我們的報道能夠在三個方面加
強：第一，加強對中央的大政方針的報道，包括

「一帶一路」、大灣區等香港人很關注的話題。第二，希望文匯報
多報道香港人的發展出路，特別是一些深層次問題。第三，多關注
文化尤其是歷史方面的內容。相信文匯報會更受讀者喜歡。

感謝培養 續保銳氣
香港文匯報原副總經理吳建芳：在文

匯報工作11年，是我職業生涯最長及
最難忘的日子。感謝文匯報給我們的培
養歷練。文匯報有容乃大，培養了眾多

棟樑人才，歷史如此群星燦爛，現實處處活躍着文匯人
奮鬥的身影，都以文匯人為榮。文匯報70歲了，祈望
她繼續保持銳氣和大氣，成為文匯人永遠溫暖的港灣。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林舒婕、趙鵬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