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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中閔就任台大校長
結束354天「拔管」爭議 任期四年盼能「報恩還願」

台商：赴陸是「改變一生的正確決定」

新增5亡個案
台流感盛行

管中閔致辭時表示，出任台大校
長，於個人而言，這個職位還有

生命中的另一層意義，就是他此生結
緣台大、報恩還願的機會。「我視此
為我的『一生懸命』，只有全力以
赴，絕無反顧。」管中閔說。

當局政治干預惹民怨
重提一年多前參加遴選時發表的
「台大2028，邁向創校百年」規劃藍
圖，他指出，將以「國際化」與「大
學轉型」為治校主要發展方向，也期
盼為台大的學術生態與學習環境帶來
新氣象。
據此間媒體報道，台灣大學校長遴
選委員會於2018年1月5日選出管中
閔為新任校長，本擬於同年2月1日
上任。但台當局教育部門先後以所謂
管中閔「擔任公司獨立董事」「涉嫌
抄襲論文」「在大陸高校兼職」及遴
選程序有瑕疵等理由，對此項人事案
遲遲不予核定，甚至要求重啟遴選，
經歷354天全台震動的「拔管」爭
議。

三任「教育部長」下台
「拔管」期間，不僅三任「教育部
長」為此下台，台大陷入500多天沒
有校長的困境，更成為民進黨「九合
一」選舉雪崩式潰敗的因素之一。直
到第三位「教育部長」葉俊榮在去年

12月24日送上「平安夜大禮」，宣佈
同意管中閔任台大校長，管也在今年
1月8日正式就職，這場鬧劇才正式落
幕。
此前擔任台大代理校長15個月的郭

大維表示，期待所有台大師生能求同
存異，在管中閔校長帶領下，用力擺
脫陰霾，齊心向前。
台灣當局教育主管部門常務次長林

騰蛟負責當天交接典禮監交工作。多
位台大前任校長孫震、李嗣涔、陳維
昭、楊泮池等共同出席典禮。

教授：遴選過程完全合法
台灣大學政治系教授趙永茂指出，

台灣各高校已建立一套規範的校長遴
選機制，台大在這次校長遴選過程中
完全合法，隨後也二度開會確認管中
閔當選資格無疑義，「教育部」理應
尊重遴選結果，若當局認為遴選程序
有瑕疵，完全可在日後邀集各高校共
同討論，針對遴選辦法作出檢討和調
整，而不應以政治手段蠻橫打壓干
預。
趙永茂在最後感謝「教育部」前部

長葉俊榮扛起責任，勇敢作出聘任台
大校長的決定，宣告大學自主最終戰
勝了「政治黑手」。他也呼籲當局，
尊重大學超然獨立的地位，勿再因政
治立場不同而過度介入校園，成為台
灣高教發展的絆腳石。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中央社、中通社報道，台灣大學

昨日舉行新任校長就職儀式，去年初當選校長的管中閔正式就

任，任期四年。民進黨當局「卡管」風波落幕，這所台灣知名高

校終於結束沒有校長的日子。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定居上
海、創立事業、結婚生子，改革開放40
年，50歲的台商鍾晨亮又在大陸完成一
件人生大事——將公司總部從上海遷至
長沙。回首往事，鍾晨亮認為來大陸發
展是他「改變一生的正確決定」。

窮出身懷大志 赴大陸尋商機
鍾晨亮自小在台灣嘉義農村長大，家
中兄弟姐妹眾多，全家七口僅靠父母種
田為生。二姐為了賺錢貼補家用，早早
放棄學業。作為老么的他，最大夢想就
是創業賺大錢讓家人過上好日子。
1989年，大專畢業的鍾晨亮應聘到台

灣有名的房屋中介公司，因勤奮能幹一
年半便升任店長。1994年5月，剛滿25

歲的他作為公司骨幹被派往上海分部。
鍾晨亮回憶說，那時大陸還相對落

後，兩岸交流較少。儘管公司給台灣管
理層員工開出了每月5,000美元的高薪，
去上海依舊被很多同事視作「苦差
事」。他卻認為這是一次千載難逢的創
業機會。

瞄準連鎖服務業 開分店逾500家
當時，鍾晨亮提着一個小行李箱來到

了上海，他一邊工作一邊通過台商聯誼
會與在上海的台灣企業家溝通學習，經
過半年多市場考察，他決定在當時上海
的台商集中地仙霞路開設茶食館。
就這樣，鍾晨亮的第一個創業項目

「玫瑰園」應運而生，店內裝修考究，

主打泡沫紅茶和珍珠奶茶，還賣咖啡和
牛肉麵等簡餐。
僅用一年半，鍾晨亮便在上海開了三
家連鎖店，並正式更名為「花之林」。
「一年純收入就有兩百多萬。」鍾晨亮
說。此後，他瞄準「服務業」和「連
鎖」，除了餐飲還做起美容機構。如
今，「花之林」已在上海、湖南、陝西
等地開了近500餘家分店，其中數量最
多的湖南省有150多家店。
去年底，鍾晨亮正式將公司總部遷往
湖南。
「此心安處是吾鄉」，改革開放40年

來，大陸經濟快速穩定發展和兩岸交流
持續擴大，為台灣同胞提供了大展身手
的舞台。不少像鍾晨亮一樣的台商在大

陸成家立業，成為大陸發展進步的參與
者、見證者和分享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蔣煌基
泉州報道）《告台灣同胞書》發表
40周年紀念大會上，習近平總書
記提出「可以率先實現金門、馬祖
同福建沿海地區通水、通電、通
氣、通橋。」對此，全國台企聯副
會長楊榮輝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專
訪時表示，可借去年泉州率先實現
向金門供水的勢頭，繼續先行先
試，實現兩岸通橋，「橋一通，則
百通」。
福建省泉州市兩會，8日下午舉

行「港澳委員、異地上海委員、特
邀嘉賓」座談會，楊榮輝作為特邀
嘉賓出席。楊榮輝表示，去年，從
國家、福建省到泉州市，分別出台
了31條、66條、73條惠台政策。
不久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
國政協主席汪洋亦在「兩岸企業家
峰會」上再次強調「大陸對台開放
的大門只會越開越大」，令廣大台
胞深感欣慰。

冀分享和平紅利
「當前，兩岸關係發展正處於

新的重要歷史機遇期，全面深入
落實惠台政策，增強廣大台商台
胞獲得感，對推動和促進兩岸經
貿文化交流合作具有重要意
義。」楊榮輝向記者表示。
「今次台灣『九合一』選舉，台
灣『綠地變藍天』，國民黨大勝，
究其原因，在於台灣民眾越來越認
識到，承認『九二共識』才是兩岸
和平發展的前途，亦是兩岸分享和

平紅利的關鍵。」楊榮輝指。
可以預見，在未來一段時期內，兩岸交流合

作將會得到較好的恢復。作為老台商，楊榮輝
樂見兩岸交流交往的升級和擴大，他亦用閩南
話說：「親戚親戚，有走才有親。」
他說，去年，泉州晉江水直供金門，成為兩

岸交流史的一段佳話。泉州應繼續發力，為兩
岸「通郵、通航、通商」及通水後的「應通盡
通」發揮更大作用。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上周
（12月30日至1月5日）類流感門急診超過
7.6萬人次就診，且新增24例流感併發重症病
例及5例流感死亡病例，台灣疾病管制署8日
宣佈，全台正式進入流感流行期，估計農曆春
節前後進入高峰。
根據疾病管制署監測資料，全台上周類

流感門急診就診達7萬6,562人次，急診類
流感就診百分比已超過流行閾值，進入流
行期。
疾病管制署當天在疫情周報中指出，上周新

增24例流感併發重症病例，以感染H1N1為
多（15例），另新增5例流感死亡病例，3例
感染H3N2、2例感染H1N1。
5名死亡個案的年齡介於40至91歲，均沒

有接種疫苗，在感染流感後，後續都併發重症
死亡。24例重症年齡介於7個月至98歲，也
都沒有接種流感疫苗。
本流感季自2018年10月1日起累計188例

流感併發重症病例，其中18例死亡。

■台灣大學教授指
出，當局不應再以
政治手段打壓干預
大學自主。圖為
2018 年 6 月 10
日，台灣大學畢業
生用手機秀出管中
閔照片，表示支持
他上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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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位文化產業巨人首獲1978卓越大獎

大師名字永載史冊他們值得銘記

此次入選的獲獎名單中，有吳冠
中、李可染兩位畫家上榜，作為

美術界的大師，兩位畫家以海派和寫
實的風格，影響了一批又一批的畫
家，也促進中國繪畫的不斷發展和騰
飛，將更多的繪畫元素和文化內涵，
與中國傳統藝術精神、審美相結合，
留下了很多傳世佳作。在作家行列
中，「俠者」金庸，書寫「帝王」系
列的二月河，以及以寫實文學作家路
遙，他們的作品，創造了一個又一個
的奇跡，用紙筆，記錄時代、記錄生
活，給予大眾精神食糧。邵逸夫，大
仁大愛，他在1958年於香港成立邵氏
兄弟電影公司，拍攝過逾千部華語電
影，促進了中國電影行業的發展，同
時邵逸夫還關注內地教育事業，連年

向內地教育捐贈巨款建設教育教學設
施。還有兩位新聞媒體人物，一位是
《鏡報》月刊創辦人徐四民，一位是
新聞記者穆青。1977年，徐四民和中
國香港、澳門的知名人士共同創辦了
《鏡報》月刊，其內容嚴肅，是少數
的能在中國大陸營銷的綜合性境外刊
物。穆青，曾任新華社社長。從事新
聞工作50多年，他勤學苦練，不懈進
取，足跡遍及大江南北和世界各地，
寫了多篇在我國新聞史上具有里程碑
意義的新聞佳作，為我國新聞隊伍建
設付出了辛勤勞動。

用科技改變大眾生活 他們值得點讚
至於科技領域，阿里巴巴集團董事

局主席馬雲，實現了全民電商的夢
想，既能幫助世界各國的中小企業入
駐阿里巴巴平台，也能把中國的各種

商品帶到全世界。騰訊公司董事會主
席兼首席執行官馬化騰也榮登榜單，
在不經意間創建的「QQ帝國」，為
中國人創造了全新的溝通方式，創造
出一個「互聯網+」的生態體系，成
為現在主體經濟社會的一部分；在百
度創始人、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李彥
宏的管理下，百度已經發展成為全球
第二大獨立搜索引擎和最大的中文搜
索引擎。

藝術之路長青他們值得尊重
改革開放初期，李谷一演唱的《鄉

戀》橫空出世，當時遭到很多爭議，
但隨着思想的解放，《鄉戀》最終登
上央視春晚舞台，成為改革開放的信
號彈。時至今日，在一些綜藝和歌唱
類節目中，依然可以看到李谷一，她
是陪伴改革開放走過的藝術家，用歌

聲見證改革開放豪邁壯舉。李雪健用
實力證明了自己的演技，用行動受到
擁護和尊重。從《渴望》到《焦裕
祿》，再到《水滸傳》，李雪健塑造
了很多熒屏上的經典形象，他把自己
的演技通過角色來渲染出來，讓人感
受到了演員身上真摯的情感。
1978卓越大獎由香港大公報、香港

文匯報、香港商報、香港紫荊雜誌、
天下英才雜誌、澳門蓮花衛視、澳門
濠江日報、中國人雜誌、中國文化產
業研究中心等聯合主辦，中國娛樂產
業研究院、中國電影研究院、中國城
市研究院提供戰略支持。據悉，本屆
1978卓越大獎將產生100位改革開放文
化產業領軍人物，定於1月17日在澳
門現場揭曉，剩餘83位改革開放文化
產業領軍人物的獲獎名單，既讓人非
常矚目，又令人無限期待。

東亞銀行日前舉行酒會，以慶祝該行深厚的百年成
就，以及對香港銀行業發展的貢獻。酒會假香港會議
展覽中心舉行，由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擔任主禮嘉賓，連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
會副主席董建華和梁振英與一同主持慶祝儀式。出席
當日酒會的主禮嘉賓還包括：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
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主任王志民、中國外交部駐香港
特別行政區特派員公署特派員謝鋒、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香港特別行政區財政司司長陳茂
波，以及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
副主任仇鴻。東亞銀行主席兼行政總裁李國寶、副主
席李國章及黃子欣，以及該行的其他董事，一同歡迎
嘉賓參與此項盛會。
李國寶致歡迎辭表示：「東亞銀行於1918年在香
港成立，旨在為本地企業服務，支持香港的貿易發
展。隨着時代的變遷，東亞銀行與香港經歷百載起
跌，一直與港人並肩成長、發展及蛻變。時至今日，
我們的業務遍佈全球，在東南亞、英國及北美都分別
設有分行，將香港與世界各地聯繫起來。」
林鄭月娥致辭時說：「香港銀行業及金融服務在環
球市場上取得卓越的信譽，東亞銀行對此貢獻良多。
一百年來，東亞與香港同步成長，我深信在往後的百
年，該行將繼續興旺發展，與香港繁榮共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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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主禮嘉賓一同主持東亞銀行成立一百周年亮燈儀式

1978卓越大獎自推出首個「100位改革開放文化產業領軍人物」
評選以來，倍受矚目。隨着評獎進程的推進，日前，1978卓越大獎
組委會率先公佈了首批17位改革開放文化產業領軍人物獲獎嘉賓名
單。這些獲獎人物都是經過網友票選和專家評審過後推選出來的，
有不少獲獎嘉賓還獲得過中共中央國務院頒發的改革開放40周年
「改革先鋒」榮譽稱號，既有大眾熟知的在人文科技領域中馬雲、
馬化騰、李彥宏等科技人才；也有大眾熟悉的演藝名人李谷一、李
雪健、施光南、謝晉、路遙五位藝術家。與此同時，本次公佈的
「1978卓越大獎」中另有九位獲獎者已經去世，但他們都在改革開
放中做出過突出貢獻，分別是國學大師饒宗頤，作家金庸、二月
河，新聞人穆青，著名書畫家啟功，著名畫家吳冠中、李可染，中
國香港文化名流邵逸夫、徐四民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