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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語

　　同济大学香港校友联谊会（以下简称同济大学香

港校友会）第八届理事会任期自 2010 始，至今日已

接近尾声。本届理事会秉承团结和凝聚广大在港同济

校友、同济之友的理念，无私奉献，在各位同济校友、

同济之友的热心帮助下，积极配合母校校友总会对校

友工作的悉心指导，热忱为各位在港同济校友、同济

之友服务，并为校友会员提供各种学习深造、就业、

访学等方面的咨询和协助。

　　回首本届理事会三年任期，我们可以自豪地讲：

光阴未虚度，为校友服务之热情依然炽烈。今日，我

们对三年来的工作进行总结，盼望能够上交一份令在

港同济校友、同济之友们满意的答卷。

本届理事会三年工作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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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校友聯誼會

母校领导莅临香港访问和指导校友会工作

同济大学党委副书纪姜富明演讲

2010 年 11 月 8 日同济大学党委副书记姜富明教

授出席了本届理事会就职典礼，并发表了主题演

讲。

同济大学常务副校长陈以一教授
访问香港校友会
2010 年 12 月 17 日同济大学常务副校长陈以一教

授（时任同济大学副校长）莅临访问香港校友会，

出席了欢迎晚宴，为在港校友重点介绍了母校在

本科生、研究生招生和培养方面的改革情况。

同济大学党委书记周祖翼教授莅
临香港访问

2012 年 11 月 23 日同济大学党委书记周祖翼教授

访问香港期间，专程莅临香港校友会举行的早餐

会，和在港同济校友交流互动，听取了各位校友

关于学校建设的建议和意见。

中国驻联邦德国使馆公使衔参赞董琦教授访问香港
与香港校友聚会

2013 年 7 月 14 日中国驻联邦德国使馆公使衔参赞董琦教授（时任同济大学

副校长）专程与香港校友聚会座谈，为香港校友介绍了母校近年来国际合作

办学的情况，尤其是和香港本地高等院校合作交流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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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精神闪耀香江 -五彩缤纷的校友活动

2010 年 12 月 18 日，同济大学香港校友会与居港大陆海外学人联合

会（海学联）思乐园小组联合举办行山活动，领略香港壮丽的青山

碧水、幽静的渔村风光，以及远眺令人心旷神怡的海景。在港校友

利用这次机会拓展了交际，在欣赏美景之余，更加扩大了社会视野。

新界东北沉积岩园区探索游览活动

2011 年 7 月 10 日，同济大学香港校友会近 50 位在港校友和来自海

学联思乐园小组的学友们一同游览了香港地质公园。此次活动社会

反响强烈，入围 2013 年度同济大学校友总会“十佳校友活动”

同济大学香港校友会于2012年2月12日在尖沙嘴仕德福山景酒店举办新春校友聚会，

近 40 位来自香港各界的同济校友出席本次聚会，欢聚龙年新春。

同济大学香港校友会 2012 龙年新春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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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精神闪耀香江 -五彩缤纷的校友活动

三月的香港，别有一番风情。刚刚经历了南国独特的寒冬，阴沉而潮湿，春天在悄悄中飘然

而至。阳光普照，气温舒怡，日头下还稍稍有点初夏的味道，一阵流云飘来，映着苍山碧

海，令人心旷神怡。如此这般的春日里，来自同济大学香港校友会和东南大学香港校友会的

近五十位校友，结伴赴西贡行山踏青。

2012 年 5 月 31 日，由同济大学香港校友会发起，并和英国特许土

木工程测量师学会 ( 香港分会 ) 共同组织了四十余位校友和测量工

程师会员，赴港珠澳大桥珠海段参观考察，受到了港珠澳大桥局的

热情接待 ,朱永灵局长晚上代表珠海校友会接待考察团一行。

九月，立秋已过，香港酷热渐退。夏去秋来，告别了雨季的炎热潮

湿，香港迎来了爽气怡人的金秋时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在时近中

秋佳节、国庆盛典之际，同济大学香港校友会吹响了“同济大家庭

香江同舟共游”活动的集结号。一行四十多人结伴出海，享受蓝天

碧海、美食沙滩之时，也体会到校友会家庭般的温馨欢乐。这次活

动入选同济大学校友总会 2013 年度评选的“十佳校友活动”。

2012 年 3 月 18 日同济大学 -东南大学香港校友西贡行山活动

港珠澳大桥项目参观考察活动

2012 年 9 月 16 日同济大家庭香江同舟共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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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济精神闪耀香江 -五彩缤纷的校友活动

2012年12月26日，同济大学香港校友会同交通大学香港校友总会、

英国特许土木工程测量师学会 ( 香港分会 )、香港三余书学社等三

家香港社团协会，连袂邀请上海交通大学东方艺术交流中心主任、

中国著名书画家陈英明教授在香港公园罗桂祥茶艺馆乐茶轩举办书

画交流讲座。

2013 年 1 月 10 日，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资深教授葛震明先生

莅临香港城市大学访问。同济大学香港校友会副理事长余立佐先生

召集和组织曾受教于葛教授门下的历届建筑管理硕士班的同学们，

赴城市大学探望葛震明教授，并举行晚餐聚会。

本次活动由同济大学香港校友会与东南大学香港校友会联合举办，

是我会倡导的“同济之友是同济校友主体之重要外延”概念的具体

体现。两校在土木建筑方面均有独特的优势，强强联手，也展现了

母校在行业内的声望和卓越领导力。活动形式极具香港本地特色，

健康活泼，深受校友喜爱。

2013 年 9 月 7日，同济大学香港校友会组织举行了一年一度的出海

游船河活动。时值中秋佳节将至，母校 20 余位赴理工大学交流学

习的研究生同学又于 9 月初甫抵香港开始新一阶段的学习生活，因

此此次游船河活动也被赋予了更加丰富的意义。

中国著名书画家陈英明教授在港举办书画讲
座

同济大学建筑管理硕士班同学探望导师葛震
明教授

2013 年 3 月 17 日同济香港校友蒲台岛行山

2013 年度同济大学香港校友会迎新庆中秋游
船河活动

2014 年 1 月 10 日，老校友黄影回澳洲之前，相约在铜锣湾茶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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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世界各地同济校友会交流互动

连续 5年组队参加同济大学“校友杯”高尔夫邀请赛活动

2011 年 10 月 23 日，同济大学 EMBA 深港联络处在深圳挂牌成立，

同济大学香港校友会理事长陆旭女士、副理事长余立佐先生、秘书

长闫澍博士、司库宋岩先生等受邀代表香港同济校友到会观礼祝贺。

2012 年 10 月 11 日至 14 日，同济大学杭州校友会执行会长金健先

生率浙江建科院代表团抵港参观考察。同济大学香港校友会为金会

长一行组织安排活动行程，邀请金会长一行赴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

任公司、奥雅纳工程咨询（香港）有限公司交流访问，并参观香港

著名的低碳环保政府示范项目——零碳天地。

2012 年 5 月 19 日至 20 日，陆理事长和闫秘书长代表同济大学香港

校友会回母校参加了同济大学校友年度大会，及以“同济大学建校

105 周年暨同济工科教育创设 100 周年”为主题的校庆活动。

2013 年 1 月 11 日，LINK 国际设计集团商宏董事长、校友毛红卫总

工程师领衔的考察团抵港交流。我会为考察团组织安排参观香港零

碳天地活动。

2013年8月17日，同济大学香港校友会于香港赛马会满贯厅设午宴，

欢迎同济大学新加坡校友会会长吴岳先生访问香港。吴岳先生为香

港校友介绍了同济大学新加坡校友会的发展历史和现状、规模和架

构等方面的详细情况。新加坡与香港情况类似，在城市建设、经济

发展、高等教育等方面均有可以互相借鉴之处，数位出席宴会的在

港校友也在新加坡有合作项目，因此两地校友交流气氛积极热烈。

香港校友会出席同济大学 EMBA 深港联络处成
立庆典

浙江校友会执行会长金健先生率团访港交流

香港校友会代表回母校参加同济大学建校
105 周年校友大会

LINK 国际设计集团访港访问

新加坡校友会会长吴岳先生访问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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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世界各地同济校友会交流互动

2013 年 9 月 14 日至 15 日，同濟大學香港校友會陸旭、徐全慶和閆澍三位校友赴瀋陽參加了同濟大學校友年度大會，和來自國內三十餘

省市及日本、新加坡等國家和地區的兩百餘位校友一起，共商母校和校友總會的發展大計。

2014 年 1 月 25 日，同济大学香港校友会陆旭理事长、闫澍秘书长

受邀参加东南大学香港校友会春茗晚宴，陆旭理事长作为嘉宾上台

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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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风采

2012 年 7 月 5日，同济大学香港校友荣誉会长、中国建筑工程总公

司前任总经理孙文杰先生专程在马会会所设宴宴请我会在港的部分

理事，关心和了解同济大学香港校友联谊会最近几年的发展情况。

同济大学香港校友会荣誉会长孙文杰先生访
问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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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5 月，时值李国豪校长百岁冥寿之际，同济大学香港校友联

谊会理事长陆旭女士、副理事长余立佐先生和秘书长闫澍先生一同

探望了李国豪校长的长女、旅居香港多年的李归华女士。

校友风采

　　時值李國豪校長百歲冥壽之際，日前，筆者陪同同濟大學香港

校友聯誼會理事長陸旭女士、副理事長餘立佐先生一道探望了李國

豪校長的長女、旅居香港多年的李歸華女士。

　　李歸華女士是李國豪校長的長女，因生於李校長歸國報效的途

中，因此得名“歸華”。與李歸華女士見面的第一印象，便是覺得

她與其父神態、容貌酷似：勁聳的雙眉、略突的顴骨、厚重的嘴唇……

不由讓人追憶起每年開學典禮時那位身著白色短袖襯衣的矍鑠老人

鏗鏘有力的發言：“願諸君善用時間，鍛煉體魄……”李歸華女士

自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初隨夫移居香港以來，經常往返香港、上海兩

地，探望父親和繼母林鳳棣老師。交談中，我們也有幸窺知了李校

長身前鮮為人知的故事點滴。

儉以養德，貫以終身 

　　“勤儉是我們客家人的傳統。爺爺早年就下南洋謀生，家中只

有奶奶照顧一家老小，經濟拮据，因此，爸爸少年時生活是十分清

苦的。每週他只有七個銅板的菜金，即使這樣，他還要儘量省出一

些以補貼家用。建國後，雖然他被聘為教授，後來還當選了學部委

員（院士），可是每個月工資的相當一部分要用來支持我的四位叔

叔和姑姑讀大學，剩下的錢剛剛夠養家糊口。那時候爸爸幾乎沒有

時間放在家庭上，多靠媽媽忙碌操持一家生計。”李歸華女士望著

擺在客廳最顯眼位置的李國豪校長的彩色照片，回憶著六十年前的

那番生活景象。“我的母親葉景恩醫生是德國醫學博士，兒科見長，

父亲心魂 永驻同济 

—专访李国豪校长长女、李归华女士

　　自上世紀二十年代末，這位來自廣東梅縣的客家小夥子走入同濟園的那一刻起，他的名字——李國豪——就和同濟緊密地連

在了一起：早年受教於同濟，後又得同濟師長推薦負笈德國，在二戰的炮火中加冕“懸索橋李”的稱號，遂少年成名——同濟造

就了他的前半生；學成報國，雖經亂世而不拔，一手教書育人，為重建同濟求賢若渴、延攬英才，一手又肇創中國無數工程奇

跡，武漢長江大橋、南京長江大橋、上海南浦大橋、蘇通長江大橋、上海寶山鋼鐵廠……一件件傑作中無不飽含他的睿智；國門

初開，他又幾乎僅憑一己之力，恢復重建了同濟與德國的傳統合作交流，並親手將同濟重塑為國內一流高等學府，使昔日“國立

同濟大學”再次揚名神州——他的後半生成就了同濟。無怪乎，同濟人皆稱其為“同濟之魂”。微斯人，誰又可堪如此尊譽！                                                                                                                                               

                                                                                                            -- 題記 

是位印尼華僑，從來沒有做過家務，剛剛隨父親返國的時候連中文

還都講不好。即使如此，為了讓父親能夠全心投入他的教學和研究，

媽媽一面每天要應診加班，一面還要應對家庭瑣務，而開銷又是有

限的，所以日子過得也是比較緊巴。在勤儉持家這點上，直到現在，

我們作子女的都像極了爸爸，客家人嘛。後來爸爸上了年紀，有一

次自己到寓所前買荔枝，買半斤。與他熟稔的小販揶揄他，老先生，

你這麼大名望，又不缺錢，幹嘛只買半斤啊。爸爸說，我只要嘗嘗

味道就好了，半斤足夠了。”

自強不息，德被後人 

　　1973 年下半年，李歸華女士隨夫高孔和先生移居香港。甫抵香

港，舉目無親，語言又不通，只能靠丈夫做雜工的微薄薪金度日。“那

時爸爸剛剛結束隔離審查，仍處在被監管狀態，境遇未見明顯改善。

好在我從小在爸爸嚴苛的教育下也是‘苦’過來的。我們夫婦兩人

從基層工作做起，一點點打拼，終於改善了生活，在香港站穩了腳、

紮住了根。現在回想起來，在那個特殊的時代背景下，爸爸沒有、

也沒有可能給予我們子女什麼，但是他卻早早地為我們植入了一種

精神，一種自強拼搏的精神。爸爸當初也是一個人赤手空拳到德國

去的嘛。”李歸華女士的最後一句話，講得輕描淡寫，仿佛四十年

前的艱辛就如塵埃一樣被她輕輕拂去，但卻越發讓人感悟到那個影

響了幾代同濟人的背影是如此的厚重。 

“爸爸治學嚴謹，對子女和學生的督導極為嚴格，但是語言往往十

分和善。即使批評我們，總是在最後和顏悅色地解釋：我今天講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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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校友聯誼會

校友风采

些，是覺得如果你能夠有所改進，一定會對你的將來大有裨益，希

望今後能引以為戒。”雖然李歸華女士已是滿頭華髮，但是父親的

影響至今仍深深地鐫刻在她心上，“為人正直，永遠不要盛氣淩人。

這是爸爸對我們兄弟姐妹的教導，我們一直恪守著，即使我遠在香

港，即使爸爸已經走了這麼多年，我也從未有一日逾越爸爸的這條

教訓。”

父親心中有個夢想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美籍華人、世界著名工程設計大師林同

炎先生訪問上海，想邀請李國豪校長出山，成立以二人名字命名的

工程顧問公司。李校長覺得這個想法很好，既可以為同濟取得經濟

上的收益以改善教師的待遇，還可以為以工程見長的同濟人搭建一

個施展抱負的平臺，更重要的，也暗合了他希望中國的工程設計創

意能夠走出國門的心願。於是，李校長報請上級主管部門批准，成

立了“上海林同炎李國豪土建工程諮詢有限公司”，曾任上海市市

長的汪道涵先生還親自為公司題匾。這也是國內最早以名人姓名命

名的、與國際全面接軌的設計機構，開一代先河。林同炎、李國豪

這兩個名字，對國際工程界而言，即使任意拿出一個來也是世界級

的影響力，而以兩人的名字同時為公司冠名，可謂一舉就將這所公

司推到了業界最前沿。當時李校長僅用“李國豪”三個字就為同濟

爭得了數量相當可觀的權益，其在國際工程界的影響力可見一斑。 

　　現在，這家“祖父級”的工程諮詢公司仍然屹立於強手如林的

上海灘，並已將分公司擴展到了國內十餘個省市。林同炎李國豪工

程顧問香港有限公司也開始在港澳工程諮詢界嶄露頭角，力促中國

工程設計施工企業與國外同行的交流。“事在人為，只要用心做，

一定能把事情做好。這是爸爸經常說的話。我很希望同濟人能把以

爸爸名字命名的這間公司做大、做好，因為從它誕生的那天起，它

不僅關係著同濟的聲譽，更孕育著爸爸的一個願望、一個夢想。”

我想，現在滬港兩地的林李工程顧問專才攜手合作，為拓展中國工

程設計走出國門的機會而積極工作，也是在圓老校長的這個夙願吧。 

“我今年六十七歲了，以前我總是覺得，除了爸爸以外，我和同濟

的淵源並不太深。以前每次同濟大學香港校友會邀請我參加聚會、

參加活動，我還挺不好意思。直到後來有一天，一位年輕的同濟校

友對我說：李老師，李國豪校長是同濟的心、同濟的魂，同濟人永

遠的旗幟；您在香港，就是我們在港同濟人的主心骨。我這才意識

到，爸爸對同濟的影響是如此深刻，在一代代同濟人心中的位置是

如此的重要，而我作為他的女兒，身上烙下的同濟印記早已是無法

磨滅的了。”李歸華女士臨別的寄語更讓筆者這位同濟晚輩心中產

生了共鳴。我甫入同濟園時，老校長在開學典禮上講述他踏自行車

鍛煉身體的故事；老校長駕鶴西遊後，我輩同儕在小廣場上祭奠先

賢的一幕幕場景又歷歷在目，如同發生在昨日一般。 

　　文革後，李國豪校長重新主持同濟大學工作之初，便领導並親

自組織實施了同濟大學的“兩個轉變”，把同濟大學领向一所以理

工為主兼有醫科的多科性大學轉變，向以聯邦德國為重點和各科技

先進國家進行廣泛合作交流的國際學府轉變。卅年間，同濟大學在

李國豪校長、吳啟迪校長、萬鋼校長等歷任校長和現任裴鋼校長的

帶領下，在保持我校土木建築方面傳統優勢的前提下，整合、恢復

和發展了理學、電子、機械、汽車、醫學、生物和文史哲等多種學

科和院系，重建為一所成熟的綜合性大學。時光如梭，轉眼間三十

餘年彈指一揮間，李國豪校長也離我們而去八年了。如今，同濟大

學作為中國“卓越大學聯盟”的發起者再次蜚聲海外；同濟大學立

足於與德國高等教育界的傳統友誼，已經將校際合作成果成功拓展

至法國、芬蘭、義大利、英國等歐盟各國，並開始擴展美洲、亞太

等地的校際合作機會，成為中國高校融入全球高等教育合作的典範。

老校長目光如炬，高瞻遠矚，我們至今仍在老校長當年指出的道路

上穩步向前，收穫碩果累累；自同濟創辦伊始便植根於校園的、源

自德國文化的嚴謹守時和中國傳統的恭儉誠實精神被一代又一代的

同濟人自覺而自願地秉持並繼承著。從這個意義上講，八年來李校

長從未離開過同濟園，也從未從我們每一個同濟人身旁走開。今年

4月 13 日是李國豪校長百歲冥壽，就像女兒懷念著父親一樣，我們

身在香港的同濟校友願和遍佈神州大地、在各條戰線上為國拼搏奮

鬥的同濟人一起，深深緬懷這位將畢生心血和精力無私奉獻給同濟

大學的老人。

　　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作者為同濟大學香港校友會秘書長闫澍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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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癸巳蛇年，炎夏盛暑，有沪上同济二学子南下赴港，实习取经。

是月己未，初至紫荆花都，霓光流萤，茫茫人海，若叶漂舟，惘然

之时幸得在港校友会倾力相助，遂得同城贵义博士前辈台鉴赐教。

　　是日也，旭日初升，天朗气清，采访前线摩拳擦掌，寻步于广

厦之间，兀现郁郁葱葱一片，水木明瑟，地颇雅洁，余与辉君叹为

观止。

　　喃喃之时，前辈相迎，似冰遇火，暖由心升。移步室内，但见

朴素淡雅，清新爽朗，环顾一周意犹未尽。

　　采访之间，谈笑风生，妙语连珠，虽一语而不能详也，谨摘抄

如下。

[ 回忆 ]同济青葱岁月

1.同济的青葱岁月必定在您心中留下最美好的回忆。如今回想起来，

您觉得印象深刻的事情有哪些呢？

答：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大学生进入同济大学到硕士再到博士，

用李学长得话讲他在同济享受了教学“一条龙”服务，是个纯粹的、

彻底的同济人！同济的那些年最让学长记忆犹新的是当年学生不许

在校谈恋爱，几近读博时年龄也老大不小了，那届全校仅约百名的

硕士、仅有的十名博士联名上书要求和校长约谈，最后老校长被大

家的真诚所打动选择了一个折中方案即：硕士升博士的间隙允许结

婚。不得不佩服我们同济老校长的开明和睿智，李学长们的魄力也

让后辈难以望其项背。

[ 探寻 ]成长之路

2.学长如今在业内取得非凡成就，相信很多学弟学妹们都期待能了

解您的成长之路，希望您能够为我们分享。

答：博士毕业时正是国内出国潮，遂赴英国做了 3 年环境水力

学博士后的研究，之后留任英国 Posford Duvivier Consulting 

Engineers 从事海岸、港口工程作约 3 年，然后到英国南方水务集

团（Southern Water) 又学以致用做了全英南海岸的水污染数值模

拟研究总长达 6 年，对整个英国南部沿海水污染问题了如指掌。由

于长时间感觉留英工作略显机械，加上香港在处理水污染方面比英

国慢一拍，恰逢回归之时学长以专家身份赴港进行全港历年和将来

填海计划对珠江湾和维港的水文和水质影响研究，期间亦有返沪工

作一段时间，到目前作为香港首个零碳建筑“零碳天地”的总监，

曾负责该项目从构思、可行性研究、设计、施工、试运行的全部协

调工作，李博士正应一句名言“专注环保 30 年”。

3. 在学长您的成长过程中，在哪些人生重要的十字路口进行得与

失的思考并作出选择？

答：就如上所讲，人生每个转折点都多多少少有些得与失，当时博

士毕业后因为国内环保方面重视度不高加上出国热就选择去英国深

造工作；当英国南部水污染项目差不多告以段落的时候，自己也觉

得英国的生活较为枯燥想再挑战下自己，带着英国所学所做的许多

经验就来到香港发展；之后恰逢一段时间原来的英国公司想拓展大

陆市场正合我意，便申请调回上海工作，然而由于公司总裁的换届

一年后退出了中国市场；我便回到香港在建造业议会工作时被挑选

为零碳建筑总监，最大的收获就是在三地体验了不同的生活、工作

环境，我觉得香港还是很不错的，人生充满挑战和机遇，只待我们

去争取去把握。

[ 展望 ]行业发展

4.绿色建筑代表了建筑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如今绿色建筑的推广和

发展是非常热门的话题，李师兄能否向我们介绍下国内以及世界在

绿色建筑领域的基本情况和发展现状？王石说“万科把绿色建筑作

为未来的竞争力，我相信这是未来中国的发展方向。”面对国内大

上特上建设开发，要等到什么时候界内才会静下心来考虑绿色发展

的问题？

答：其实“绿色、环保”在中国很早就提出来了，理念大家都是很

接受的，国家也有很多相关法律约束，近年来也有很多相关部门来

香港参观学习，相信国内的绿色发展有广阔的前景；就香港地区而

言，政府此次大力支持“零碳天地”的建设以达到公众教育意义，

并期望尽快达到减碳 50% 的目标。正如这个问题所讲，我们国家在

政策落实方面还需要下很多功夫。

同济大学校友采访实录—李贵义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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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零碳天地作为香港第一座零碳建筑，同时也是李师兄的倾力之作，

其在设计、建造、运营中使用了全方位的绿色理念和绿色工艺。能

否介绍下零碳天地对于未来绿色建筑的发展有哪些推动和借鉴？

同济大学校友采访实录

答：零碳天地采用了 80 多种绿色技术，许多都是首次应用的全新

理念和技术，其设计理念主要基于以下四点：

1) 以新近推出的香港《建筑物能源条例》作为设计起点。该条例

对新的商业建筑的各项设施的能源效益规定了最低的法定要求；

2) 采用不同的被动式设计措施，较采用标准设计的同类建筑节省

多达 20% 的能源。被动式设计是指设计手法充分利用天然元素，如

运用阳光和风力来加热或降温，或作建筑物的照明。被动式日光或

被动式冷却设计利用了阳光热能的特点，来调节建筑物受阳光直射

及风向的影响，从而达到加热或冷却作用。采用被动式设计的系统

对维修的要求较少，而且可以通过减少或去除用于调节室温及灯光

的系统来降低建筑能源消耗；

3) 采用高能效的机电系统，如加热、通风及空调系统及照明系统。 

结果较采用标准设计的同类建筑节省 25% 的能源；

4) 利用可再生能源就地发电，安装了太阳能光伏板进行太阳能发

电，以及利用废弃食油炼成的生物燃料发电。除自给自足外，零碳

天地每年可向公共电网供应约 10 万度盈余的电力。

观者语：第一次来到零碳天地，也是第一次在拥挤的香港大都市感

觉到那么一点清爽和惬意，绿色总是能让晃眼的阳光收敛许多，多

余的阳光改由地面特殊处理的玻璃物质反射至 360 度采光的太阳能

板上奉献青春。正值炎夏酷暑，踏进门口阵阵凉意沁人心脾，更惊

异于此建筑并无冷气装置，取而代之的是低能高效风扇以及地面通

风控湿装置；素雅的竹制家具及回收利用的木板装饰，每一个细节

对环保的考究对绿色的诠释淋漓尽致；落地的采光靓窗、简约而不

简单的室内空间布局给人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生活的污水经简单

处理循环用以洗厕，有道是“污水不是无情物，循环利用更护家”。

我们知道，这一切是需要付出很多的团队合作努力和迂回时间，每

个家庭不可能很快达到这种状态，但是我们每个人经过这种教育就

可以更懂得珍惜我们唯一的地球，每每看到昔日畅游的河水如今不

忍驻目就不禁黯然神伤，小时候画在手上的表没动，却带走了我们

最美好的时光；长大了戴在手上的表一直在走，却带不回我们最美

好的时光了，希望大家从自己做起一起爱护我们的家园。

6. 李师兄是英国特许工程师、英国水务与环境管理学会资深会员、

香港工程师学会会员、香港水务与环境管理学会前会长。您作为零

碳天地的总监，负责了从项目构思、可行性研究、设计到施工的协

调工作，以及负责了现在零碳天地的日常管理和运营。您觉得您的

工程背景让您在这份工作遇到了哪些挑战、同时有哪些受益之处？

答：零碳天地这个项目从最初构想到项目启动再到完工，总共经历

了 18 个月时间就得以落成，这之间最有挑战之处在于要协调好政

府部门、建造业议会、承建商和公众咨询代表等之间的关系，此期

间由于得到了香港政府各部门的大力支持得以保证工程按计划开

展：包括一些重大决策时一般工程需要提前一个月预约政府部门常

任秘书长或署长，在此只是临时开会通知他们均是优先选择出席，

可想而知正是因为零碳天地这个理念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让整个项目

运作顺利。目前为止社会反映良好，每天都有大批预约观众前来参

观，真正达到了我们的初衷，这就算我最大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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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为同济大学在读研究生罗实翰、王辉同学）

同济大学校友采访实录

[寄语 ]同济学子

7. 您对同济工程背景学子考虑日后在香港发展、锻炼 4、5 年时间

然后回内地发展的看法何如？就此您的见解以及对香港和内地发展

前景的比较？

答：就我所了解的工程范围而言，香港工程界相比内地是比较规范

化的，而内地的发展必定也将朝着这一目标奋进，随着内地与香港

人际市场的逐步打开，香港与内地联系日益密切，内地在这方面也

一步步向香港靠近，如果学有所成应该可以将香港一些先进的制度

理念引入内地。在香港工作学习期间最主要的是要保持与内地发展

的同步（如有关单位、相关人员等），以期许以后回内地能很快适

应不同的大环境。

　　相比两地的发展前景，我觉得内地还是人治偏多一点，例如项

目开工、工期很多都是按领导意思办，没有做到如香港工程前期的

可行性研究的政策落实；而相比而言香港正式认同法制，前期的可

行性研究往往耗费大量时间，当然也有政治、利益等因素，因此也

不是十全十美。

　　是日晌午，会同校科班于跑马地之满贯厅，群贤毕至，少长咸

集，畅叙幽情。前有行内巨擘独树一帜，中有八斗之才奋起直追，

吾辈生遇其时，岂甘蓬蒿！少当益壮当志存高远，汲前人之教训怀

鸿鹄之志，前赴后继济人济事济天下！

　　本次采访得到了同济大学香港校友联谊会的全力协助，笔者谨

向同济大学香港校友会及各位在港校友表示诚挚的谢意！

                            2013 年 8 月 17 日   成文与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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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同济大学香港校友联谊会的发展和壮大

得到了华润集团、中国海外发展有限公司、辉固国际集

团以及林同炎李国豪工程顾问香港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

和协助，得到了同济大学校友总会的关怀和指导。本届

理事会能够在任期内举办和提供一系列有益于在港同济

校友、有益于母校、有益于本港经济发展的活动，无不

受益于上述企业和母校的关心及无私帮助。同济大学香

港校友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代表全体在港同济校友和同

济之友，谨向母校同济大学、华润集团、中国海外发展

有限公司、辉固国际集团以及林同炎李国豪工程顾问香

港有限公司表示诚挚的感谢！

致謝

　　三年时光在历史的长河中虽然仅是弹指一挥间，却

见证了本届理事会所有理事们人生中一段重要的旅程。

我们来自五湖四海，都曾在同济园中度过了人生中最美

好、最值得回忆的一段时光；如今，我们又云聚香港，

在拓展个人学业和事业的同时，也在默默地传承着前辈

学长以智慧、勇气和汗水撒播在维港两岸的同济情怀。

同心同德同舟楫，济人济世济天下。不论你从何角度诠

释同济，我们相信，同济的精神——团结勤奋、严谨求实、

同舟共济——将植根香江两岸，由一辈一辈的同济人自

觉地传承延续、发扬光大，就像美丽的紫荆花，绚烂地

绽放在这颗享有“东方之珠”美誉的大都市！

　　同舟共济，自强不息！

　　共创价值，同济天下！

寄語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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