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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9 日上午，汕头大学隆
重举行 2018 届毕业典礼， 汕头
大学校董会名誉主席李嘉诚在
致辞中表示自己将正式“退休”
卸去汕头大学校董会名誉主席
职务，由次子李泽楷接棒。

事实上，李嘉诚与次子李泽
楷早在 6 月 28 日上午 8 点多就
已抵达汕头大学，在这次两天一
夜的汕头大学之行中，李嘉诚要
出席汕头大学 2018 届毕业典
礼、参加汕头大学第十届校董会
第三次会议，完成自己校董会名
誉主席的最后使命，还为汕头大
学留下了一份特别的礼物。

记者从汕头大学官网获悉，
6 月 28 日上午，在李嘉诚基金会
的大力支持下， 汕头大学·香港
大学联合病毒学研究所新科研
楼正式落成使用。 新科研楼由李
嘉诚基金会捐资建设，这栋实验
大楼是汕头开埠以来第一座甲
级抗震的建筑物， 设备完善、装
备先进，拥有世界顶级的生物安
全实验室。

汕头大学校董会名誉主席、
李嘉诚基金会主席李嘉诚，汕头
市委书记方利旭，与汕头大学党
委书记、校长姜虹，病毒学研究
所所长管轶教授共同为新科研
楼落成启用揭幕。 李泽楷、周凯
旋、 医学院执行院长边军辉、基
金会驻医学院顾问罗敏洁博士
等出席了落成仪式。

病毒学研究所所长管轶教
授在揭牌仪式上作了简短致辞。
他表示， 病毒学研究所的研究，

将会从病毒的溯源、进化，向发
病、传播机制转化，直接提升疾
病防控和治疗的能力，以此助力
汕头大学向高水平发展，助力地
区的经济和科技，为国家的疾病
防控和卫生事业保驾护航。

公开资料显示，管轶教授目
前是英国皇家医学院公共卫生
院杰出外籍院士，世界卫生组织
高致病性禽流感参比实验室联
席主任，新发传染性疾病国家重
点实验室主任。 其领导的团队十
多年来，通过和香港大学及多家
国外科研机构的紧密合作，已在
Nature、Science、NEJM、Lancet 等
国际权威学术杂志上发表了一
系列具有创新性、先导性的研究
成果。

2017 年管轶教授团队与浙
江大学、中国疾控中心等单位合
作，“以防控人感染 H7N9 禽流
感为代表的新发传染病防治体
系重大创新和技术突破”项目获
2017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特等奖。

次日（29 日）上午，李嘉诚除
了参加汕头大学 2018 届毕业典
礼并发表题为《建立自我 追求
无我》的致辞之外，他还出席了
在汕头大学体育园多功能厅召
开的汕头大学第十届校董会第
三次会议。

李嘉诚在讲话中表示，汕头
大学从 1981 年建校以来取得很
大的成就，非常感谢教育部和各
级政府的大力支持。 他深爱汕头
大学， 成立基金会支持汕大发

展， 尽心尽力为国家培养人才、
为汕头大学发展做出贡献。

李嘉诚表示，自己对汕头大
学寄予非常大的期望，也希望教
育部和各级政府继续支持汕头
大学，希望汕头大学继续改革发
展，取得更大的进步。

汕头大学校董会主席、广东
省副省长黄宁生代表省政府、汕
头大学校董会对即将卸任汕头
大学校董会名誉主席的李嘉诚
先生多年来不遗余力推动教育

发展、造福桑梓的高尚情怀表示
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黄宁生表示，李先生胸怀家
国，心系教育，倾尽心力捐资建
设汕头大学，并寄语汕头大学要
为国家长治久安与稳步前进而
甄才、养才和用才，为祖国跻于
康强之列而大力发展科技，为潮
汕地区经济振兴与发展而不懈
努力，为振兴中华作出贡献。

黄宁生最后说道：“三十多
年来，李先生支持教育发展的初

心始终如一，每年都会莅临汕大
出席毕业典礼和校董会，风雨无
阻，从不间断，竭尽全力地推动
汕大发展。 李先生为国家、为教
育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不求名利
与回报的大爱精神，我们皆铭感
于心。 ”

此外，今年是汕头大学第十
届校董会成员履职的最后一年，
校董会特别顾问巴德年院士、韦
钰院士等也将于明年卸任校董
顾问一职。 （据澎湃新闻）

6 月 29 日 ，90 岁高龄的
“超人”李嘉诚参加了汕头大学
的毕业典礼。 这是李嘉诚第 17
年连续参加该校的毕业典礼，
但与以往不同的是， 今年李嘉
诚“退休”了。

今年，汕头大学共有 2600 多
名学生取得学士、硕士、博士及
成人教育学位。 李嘉诚在毕业典
礼的致辞中鼓励学生们，“冲破
命运迷宫，把有限变无限，击退
蔓延处处的平庸傲慢， 建设希
望，重塑世界。 ”他告诉年轻人

们，现代环境的新挑战，因循难
立新， 在平庸圈套的死胡同徘
徊， 徒然浪费资源事倍功半，要
探求不一样的方法，才可寻找到
有价值的量变。

李嘉诚也在当日宣布了退
下汕大校董会名誉主席职务的
消息，他说：“今天之后，我会退
下汕头大学名誉主席的职务，在
这心爱的大地上推动教育改革
的使命，将交由小儿泽楷和基金
会同仁接力。 ”

李嘉诚当日作了题为《建

立自我 追求无我》 的演讲，节
选如下：

很高兴在这特别的一天有
缘分共聚，分享毕业同学们的兴
奋，今天对我也是难忘的一天。

我年轻时经历贫病战争，令我
悟出有感恩之心的价值。今天我们
有数不尽感恩的原因，让我们以雷
鸣掌声感谢老师，感谢父母。 最重
要希望大家为汕头大学鼓掌。她永
远是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

毕业的同学带着汕大创意
自强的信念走进世界，有越级打
拼的勇气 ，冲破命运迷宫 ，把有
限变无限击退，蔓延处处的平庸
傲慢，建设希望，重塑世界。

环境不是牢笼 ， 在各行各
业 ， 你有实践力———把科技、现
代化及工业化的优势 ， 糅合成
新。 你有检视力，知道如何守常
持变，厘清障碍；面临抉择，掌握
进退，处变不惊。

你们是有追梦能力的幸运
儿，你们眼中的世界是什么模样
的？ 汕头大学“建立自我 追求无
我”的理念对你重要吗？ 在林林
总总 “做好人 ”“做好事 ”的口号
中， 一个自我中心的人看世界 ，
和真诚有本心的人看世界不同。

超级出众的人会常常问自己：我
是 Prince Charming 或 是 Prince
Harming 你是魅力、功效之星，还
是滔滔大论、制造问题的人？

现代环境的新挑战因循难
立新 ， 在平庸圈套的死胡同徘
徊，徒然浪费资源事倍功半。 要
探求不一样的方法，才可寻找到
有价值的量变。

建立自我 ，关键态度是 “谦
卑、谦恭、谦虚”。 谦卑具有修复、
激励功能 ，它是虚伪 、自大和傲
慢综合症的预防针。 有思想、有
智慧带谦虚修为的人 ， 是有量
度、能长期处理复杂压力的问题
解决者 ， 他们意识到自己的观
点， 并非唯一有效可行的选择。
谦恭的人常带好奇 、开明 ，自胜
者强是充实人生的灵丹妙方。

立志要改变世界的人，有实
质良心和才华同样重要，你的领
导能力能否服务好理想？ 你的深
度与宽度决定你是解决问题的
人 ，还是问题本身 ；区分你是启
发别人的天使，还是把主观强加
于别人的牛魔王。

有人认为我这把年纪，时间
不再没有方向，时间就是当下。

晚上仰望星空，让我了解人

的渺小 ，在漫漫长路上 ，很多时
候也感到沮丧无力 ， 但为了明
天，我依然披上战衣，去思考、去
感受 、去行动 ，永不言倦———继
续公益求变，寻找更好。

亲爱的同学们 、 校友们 ，38
年前， 这里原是一片荒芜田地，
创办汕头大学，尽管被人嘲讽是
愚公移山，但我坚信只有推动教
育改革， 初心的许诺才能实践 。
我要感谢一直支持我的朋友，是
你们令我这孤独激情路上不感
孤独。 每次来到汕大，同学们一张
张笑脸和爱，是我永恒的鼓励。

今天之后，我会退下汕头大
学名誉主席的职务，在这心爱的
大地上推动教育改革的使命，将
交由小儿泽楷和基金会同仁接
力。 同理心和慷慨良心，是一种
选择。 个中满足感，难以言传。 大
家同心，可实现更大的梦想。

过往一切深烙心上 ，向前眺
望，我总是对大家能成就的未来
带着期盼 。 同学们 ，ARE YOU
READY？ 一生以理智、道德和诚
信 ， 致力为世界带来尊严和机
遇，“建立自我 追求无我”，活出
真正胜利的人生。

（据公益慈善论坛）

李嘉诚卸任演讲，鼓励学子“建立自我，追求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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