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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玮玮，1982年出生。从第
一辆摩拜单车上线（2016年4月
22日）到现在还不到2年！本次
被收购其个人套现约15亿元人
民币。

美团收购摩拜单车的新闻，
刷遍了朋友圈。许多网友都调
侃，以后，可以骑着单车送外卖了。80后美女、摩拜单
车创始人胡玮炜仅仅三年，她就把企业，做成了当红
的创业公司。这次收购，她可能从中套现15亿以上。
当初，胡玮炜拎着一个行李箱就来到了北京。毕业之
后，她做了10年小记者。十年月薪从四位数到五位
数，却用一年把摩拜从0做到10亿美元。像胡玮炜一
样，那些真正能够跑赢同龄人的年轻人，都拥有专业、
决心和格局。

根据《新京报》报道，经股东投票，最终确定美团
以35%美团股权、65%的现金收购摩拜单车，而摩拜
的早期投资方和创始团队均已套现。按照9%股份计
算，胡玮炜套现2亿美元，15亿元人民币以上，这一切
距离创业才三年。 本报综合消息

英国皇家婚礼常被
视作是英国的大事，典礼
上一般云集着各国君主
以及政府首脑。但即将
到来的英国王位第五继
承人——哈里王子的婚
礼上，这一幕将不会发生。

据CNN报道，肯辛顿宫于英国当地时间4月10
日宣布，英国皇室夫妇哈里王子和其美国女友梅格汉·
马克尔的婚礼不会邀请政治领导人参加此次活动，如
果邀请政治领导人，也只会以私人关系邀请，而并不会
上升到官方邀请。被邀请的宾客大多数为哈里王子
与其未婚妻的私人好友。这意味着美国总统特朗普
和他的前任奥巴马将不会出现在婚礼上。甚至连英
国首相特蕾莎·梅也许都无法在宾客名单上找到自己
的一席之地。而据白宫和唐宁街官方消息，美国总统
特朗普夫妇和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均未收到婚礼邀请。

据报道，这场“皇家婚礼”将在温莎城堡圣乔治礼
拜堂举行，这所教堂的远小于威廉王子与凯特王妃所
举报婚礼的教堂。相比哥哥威廉王子的1900人婚礼
规模，弟弟哈里王子的婚礼将只能邀请800位宾客。

“脸书”首席执行官扎克伯
格10日在美国国会首次现身，
他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解释
8700万名“脸书”用户的个人信
息未经允许而被共享，被“剑桥分
析”公司用作政治用途一事。

据报道，10日，扎克伯格作
为唯一证人出席参议院商业和
司法委员会联合听证会。听证会从下午2点15分开
始，持续数小时。作为今年最受关注听证会之一，开
始前的两个多小时，听证会大厅旁争取旁听机会的民
众已排长队。

扎克伯格将连续两天面对参众两院议员，接受数
十位国会议员拷问，解释“脸书”在社会和用户私隐问
题上扮演的角色。在听证过程中，扎克伯格向国会表
示，如果发现任何可疑活动，将对这些应用程序进行
全面的审核，以了解他们如何使用数据，以及他们是
否在做一些不恰当的事情。

4月10日，蓝思科技（300433.
SZ）股价大跌。早间开盘，蓝思科技
一路震荡走低，随后在13时56分
左右，股价跌停。截至收盘，蓝思科
技报收21.01元/股，跌9.98%，市
值蒸发61.28亿元。

对于业绩下滑，蓝思科技表
示，今年第一季度消费电子产品市场需求整体较为疲
软，下游终端品牌客户纷纷采取加速去库存的策略。
事实上，除了去库存以外，今年许多国产手机品牌外形
的转变也对蓝思科技的业绩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此外，作为外向型制造企业，蓝思科技不可避免的受到
了汇率波动、人民币升值的影响。

作为曾经的女首富，据福布斯统计，蓝思科技实
控人周群飞目前身价为701.7亿元，位居福布斯中国
富豪榜第13位。在其之前的另一位女性是碧桂园董
事局主席杨惠妍，其以1370.3亿元的身价位居该榜
单第6位，也是唯一位居前十的女性。

33

人 物
2018年4月12日 星期四

新闻热线
8244111

广告热线
8248965

04B 专刊部主办
责编 / 德秋

扎克伯格首次赴美国会作证

接受质询长达数小时

英王子婚礼不请特朗普

皇室称要办“私人婚礼”

蓝思科技跌停市值蒸发超60亿

周群飞早已让出女首富宝座

都在嘲讽摩拜胡玮玮失败

但80后的她不到2年套现15亿

据新华社电 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飞虎队）指挥官陈纳德将军的遗
孀、著名美籍华人、中美“友好使者”陈香梅女士3月30日在美国首都华盛
顿特区家中逝世，享年94岁。

陈香梅生于北京，早年毕业于香港岭南大学，当过战地记者，1947年嫁
给陈纳德将军。陈纳德1958年病逝后，陈香梅定居华盛顿，独自抚养两个
女儿。数十年来，陈香梅活跃于美国政界和外交界，致力于促进中美友好
事业，推进中美互利合作。她曾多次陪同美国代表团访华，带领部分美国
飞虎队老兵与家属代表重回中国故地，缅怀抗战英烈，祈祷世界和平。

陈香梅传奇人生画下句号
●●任任 珉珉小叶秀子小叶秀子

以身为一个中国人为傲

陈香梅出生在北京，幼年长住外祖父
廖凤书家中。廖凤书既是学者，又是外交
家，曾任驻古巴公使和驻日本大使，与国民
党元老廖仲恺是亲兄弟。小时候，陈香梅跟
随外祖父在书房读书，吟诵唐诗宋词、元曲
戏剧。外祖父预言：香梅生于诗人节（端午
节），注定有诗人般的天赋与颖资。

“抗战时期，我是流亡学生。”卢沟桥事
变后，母亲廖香词带着6个女儿避难香港。
慈母病逝，陈香梅年仅15岁，稚嫩肩头挑起
生活重担。香港沦陷，又随岭南大学辗转迁
移大后方，长途跋涉3000里，饱尝战火离乱
之苦。

国难当头，陈香梅违抗父命，拒迁美国，
在昆明当了一名战地记者，邂逅援华抗战的
美国“飞虎将军”陈纳德，与他相恋、结婚，不
过短短10个寒暑。台北是婚后小窝，将军谢
世后，何处是她的家？故乡万里迢迢，一个
少妇独身闯华府，膝下两个幼女，既无钱又
无势，只拥有受人尊崇的陈纳德这个姓氏。

“虽然我以作为陈纳德将军夫人为荣，
但我更因能靠自己的努力，创造自己的天空
为傲。”陈香梅立意要在美国打出天下，她更
是借助一支笔，把往日温馨回忆倾诉笔端，
书写与陈纳德婚恋长篇《一千个春天》，荣登
美国十大畅销书榜。

陈香梅加入了共和党。她研读美国历
史，学习英文演讲，为的是进一步打入美国
社会，参与政治。她更了解，必须有所本、有
所根，才能在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的人群中
站立起来；以一个中国人为骄傲，才能在平
等状态下参与。她说，我自幼受中国文化熏
陶，读了不少古书，这些搬到异国并非无
用。外子(丈夫)去世后，我只身在异国，就是
靠着中国传统的待人处事准则，在异乡结交
不少朋友。中华民族刻苦耐劳的天性，是我
不退缩、不气馁的支撑力。

邓小平曾夸她“全世界只有一个”

“30多年来，从肯尼迪到克林顿，先后8
位总统对您都有任命。后来，您作为里根
总统特使访问中国……”话音未落，陈香梅
打趣道：“对，你还记得！”一阵欢笑。

“这在您的政治生涯中，应该是最重要
的任务。”笔者下了结论。“对，是这样子
的。”陈香梅点头认同。她虽不是内阁成
员，却是美国政坛最有影响的华裔第一女
性。她一直是美国共和党内主任委员，也
是财务委员会执行委员之一，并任共和党
少数民族委员会主席。

1980年阳历除夕夜，雪花飘飞，陈香梅
回到阔别31年的家乡！“中美关系当时处于
什么情况？”笔者问。“相当紧张的时候，”陈
香梅表情严肃，“也是一个敏感时刻。敏感
时刻能有这个使命，我自己觉得非常骄
傲。”1980年11月，里根在大选中获胜。他
是共和党保守派，十分亲台，在竞选中发表
了许多有损美中关系的言论。台湾舆论谣
传，如果里根当选，他将支持重建与台湾的

“官方关系”。
一日，陈香梅收到中国驻美大使柴泽

民转来廖承志亲笔函，用的是私人信笺，称
“香梅贤甥”。信中说，他代表邓小平欢迎
她回中国访问，希望早日成行，再首良叙，

辞意非常亲切。
里根待任时，陈香梅一行秘密访华。

她向邓小平呈交一封里根亲笔信，大致内
容是：尊敬的邓小平先生，我很高兴让陈香
梅代表我去中国，我向您保证，我当选总统
后对华政策保持不变。“邓小平看信后是什
么态度？”笔者追问。“蛮高兴的，”陈香梅回
答，“因为里根总统说，美中关系他一定要
继续努力。”

1981年1月4日，邓小平接见美国参议
院共和党副领袖史蒂文斯与陈香梅。他表
示：“我们对竞选期间和总统就任以前的言
论是注意的，但我们可以对这些言论做某
种理解。我们重视的是美国新政府上任后
采取的行动。”邓小平坦率批评了有些美国
人的错误观点，强调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
的重要性，指出：“由于台湾问题迫使中美
关系倒退的话，中国不会吞下去。中国肯
定要做出相应的反应。”中国最关注的是美
国向台湾出售武器的问题。

欢迎宴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邓小平安
排陈香梅坐第一贵宾席，让参议员史蒂文斯
坐在次席。他风趣地说：美国有100个参议
员，只有一个陈香梅！美国各大报纸以第一
版刊登邓小平与陈香梅握手的照片。

沟通海峡两岸民间交往

北京之行结束，陈香梅又赴台北，受到
蒋经国的接见。陈香梅重新把里根的外交
政策讲清楚：只有一个中国，这是个大前
提！可是，对两方面的意见我们都可以采
纳，都可以考虑，都可以听。

“在这之前，凡是到过大陆的人，台湾
方面不欢迎；接近台湾的人，大陆也不欢
迎。您打破了这个僵局。台湾对您是什么
态度？”“对我很好！”陈香梅爽快地说，“因为
他们觉得我做事情是大公无私，我也没什
么要求，我就希望双方能够沟通，能够接
近，大家友好嘛。”

“当时台湾有人说，香梅，你是不是投
共了？”陈香梅听后大笑，“是讲笑话，是讲
笑话！”“您回美国后，里根总统是什么反应
呢？”“他觉得我做事情很认真，每次交给我
一个任务都会成功的！”“这么说，他对您当
特使完成的任务很满意。”“对！是的。”

时光如梭。记得陈香梅赴上海参加八
十寿宴前夕，2004年9月29日她与笔者在
北京单独谈过一次。“这条路是我开的。”陈
香梅回忆说：“那时见邓小平，邓小平晓得
我要到台湾去，他说，你应该让那些已经在

台湾的人，让他们回到大陆来探亲，这是邓
小平提出来的。我到了台湾就对经国先生
讲，经国先生说‘可以考虑’，他这个人还算
蛮开明的。后来，经国先生很快就宣布退
役军人可以回到大陆探亲。”

陈香梅提出这一建议时，是在蒋经国
身体还甚康健之时。1987年春，一些台湾
老兵游街请愿，胸前写着“想家”，手中打着
标语“白发娘，盼儿归，红妆守空帏”、“骨肉
隔绝四十年”。蒋经国去世前夕，1987年11
月，台湾当局宣布开放台湾居民赴大陆探
亲，揭开两岸民间交流的序幕。

陈香梅回忆说，1989年12月，我率先
组织一个台商投资访问团作破天荒的大陆
之旅，在台北，楼上大家兴致勃勃开会，楼
下有几个大汉上来，要打那些到大陆去的

“共产党”。今天台商能大举到大陆投资，
一番辛劳也不值得过于计较了。

20多年前，陈香梅曾写下一首诗：四十
年来家国，万千里路山河；惆怅两岸书剑，
何日期许共和。她说，海峡两岸和平统一
是民心所向，我相信“水到渠成”，时间终会
解决一切问题！

“女杰”故事 传奇姻缘

走过近一个世纪，陈香梅的一生有过许
多角色，她的生命充满无数传奇与精彩。世
人说到她，常常和“飞虎将军”陈纳德的名字
连在一起。而在这对伉俪的爱情之外，她本
人还有着更多可谓“女杰”的故事。

陈香梅出身书香门第。父亲陈应荣年
少出国，在英、美接受教育，取得英国牛津
大学法律博士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
士学位，回国后当过教授、编辑、外交家；母
亲廖香词也在英、法、意读过书，读的是音
乐和绘画。

1937年“七七事变”后，她随家人流亡香
港。在香港，母亲因病去世，当时父亲远在美
国任职，年仅15岁的陈香梅和姐姐成了家里
的主心骨，照顾年幼的四个妹妹，挑起了家庭

的大梁。1941年冬，日军占领
香港，她和姐姐带着妹妹们跟
随流亡人群跋涉几千里，辗转

澳门、广州、桂林、重庆，逃难到了昆明。
时光倒流到半个多世纪前，那年陈香梅

19 岁。当时抗日战争正如火如荼地进行
着。中央通讯社昆明分社急需找一个既有国
学根底又懂英文的年轻记者进行战地采访，
由于她有着良好的中英文功底，被朋友引荐
到了时任中央社昆明分社的主任陈叔同面
前，成为中央通讯社第一位女记者。

一天，总编叫来了陈香梅：“从明天起，你
接受采访任务，去采访第十四航空队司令陈
纳德将军。”此后，陈香梅就专门负责报道美
军和飞虎队特稿。

说起来，陈纳德与陈香梅家人还是挺有
缘分的。陈纳德在美国时就认识了当时在美
国工作的陈香梅的父亲陈应荣，陈应荣向他

介绍过自己的妻女。陈应荣甚至还托他照顾
他的女儿们。

1945年8月，陈香梅从昆明调到上海工
作。命运又让他们在上海相见并相爱了。
1947年12月21日，在亲友的祝福声中，陈纳
德与陈香梅在上海陈纳德的寓所举行了简朴
的婚礼。

1949年，陈香梅随夫迁居美国。他们育
有一对可爱美丽的女儿，一家四口过着甜蜜
幸福的生活。

结婚后11 年，陈纳德于1958 年病逝。
她在乔治亚城找到一份工作，白天忙于翻译，
晚上教中文，她以个人经历和中国问题为题，
在全美巡回演讲。

1963年，她受时任总统肯尼迪委任到白
宫工作，成为第一位进入白宫工作的华裔，从
此展开她的参政之路，并先后被八位总统委
以重任。

陈纳德陈纳德、、陈香梅夫妇陈香梅夫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