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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一國兩制優勢

助力灣區，打造高校引擎

▲大灣區建設離不開高等教育助
力，打造創科中心更需要大學引
擎驅動。

◀吳家瑋認為粵港澳大
灣區的成敗，關鍵之一
在於高等教育。

﹂

記

大 公 訪 談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離不開高等教育
助力，打造創科中心更需要大學引擎驅
動。曾經擔任三藩市州立大學校長、香
港科技大學創校校長的吳家瑋對此非常
認同，他認為大灣區欠缺世界一流高
校，導致創意和創新的能力不足，這是
最大隱憂。他指出， 目前香港的高等
教育仍可擔當大灣區的樞紐角色，多作
貢獻，帶動灣區科技進步。 這方面不
容輕視，政府和社會必須繼續加大支持
﹁

粵港澳灣區欠缺世界一流大學
吳

力度。
過去香港社會走入誤區，過分着
重 兩制 而不重視 一國 的原則，
現在情況變了，能否善用大灣區機遇，
須看香港自身如何改進。 吳家瑋讚賞
澳門善用優勢做出成績。他表示港人也
要調整心態，與內地合作共贏，不能講
多做少，雷聲大，雨點小， 不管你喜
歡與否，世界在變，中國在變，香港若
要保持繁榮，不能不變。

對任何地區的發展來說，高
校群都起着莫大作用，不單是經
濟發展，也包括文化發展、社會
發展、政治發展，帶動整個地區
的全面發展。高等院校所匯集的
專家來自不同領域，志在追求真
理，不以營利為目的。
無可否認，粵港澳大灣區
在高等教育方面是個短板。廣
州有幾所很強的研究型大學，
但不多，與其經濟能力相比，
還是太缺乏 「雙一流」 院校
（指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
建設）。深圳的大學發展很
快，早前以國內外大學的分校
為主，近年來增加獨立的大
學，發展得很快，水平甚見提
高。珠江口其他城市有一些很
好的學院和大專，其他大灣區
城市也有多種院校，有些辦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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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家瑋專訪 ❸
大公報記者 湯嘉平 陳文絧

人們說世界一流灣區的崛起離不開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您
如何評價目前粵港澳大灣區的高等教育實力？
不錯，可是欠缺 「雙一流」 大
學。
澳門與珠海已邁出一步。
澳門大學近年來脫胎換骨，進
步神速。珠海在橫琴島上提供
土地，讓澳大建造了既實用又
美觀的校園。聽聞島上將在澳
大比鄰另建一所獨立的大學，
與澳大合作互補。這麼兩所大
學，加上研發機構，大可成為
珠海發展橫琴新區的核心。
粵港澳大灣區接受過高等
教育的人口比例嚴重偏低，據
聞不足17%，而紐約灣區超
過40%。粵港澳大灣區要建
設成為國際科技和文化創新中
心，構建高等教育體系很重
要；身處 「一國兩制」 特殊環
境，完全有條件互利合作共
贏，激發區域內創新活力。

建議對港澳生實施一條龍政策
記

現在港澳高校去內地合作辦校成為熱潮，也有人主張應支持內地高校到港澳
辦校，形成雙向融合，您如何看港澳高校的樞紐角色？

吳
合作、交流、融合，當然不該是
單向的，但不要一窩蜂拔苗助長。這
兩年大灣區多所高校與港澳合作辦
學；大灣區內地九市有20所新高校籌
建或開始動工，其中有八所是與港澳
高校合作辦學。超過30個粵港澳大灣
區高等教育單位在推進新建高校及校
區等建設，而且都以理工科為特色，
很多想辦成研究型的科技高校。
作為全國經濟第一大省，廣東高
等教育水平與經濟實力不相稱。現在
追趕，但不必把定位都瞄準產業升級
的需要，還應該在發揚中華文化、引
進國際優勢的基礎上，打造人文和社
會科學的軟實力。
看到習近平主席說國家要幫助港
澳青年解決在學業、就業、創業等方面
遇到的困難，成就人生夢想；我想這與
辦好高等教育息息相關。很希望大灣區
能對港澳學生實施一條龍政策，包括學

分互認、就業不限、創業有助，讓港澳
青年看到成就夢想的前景。
香港的高等教育和學術研究暫時
還處大灣區內的領先地位，但不宜捧
得太高。本來應該可以做得更好，可
是九十年代往後，香港的教育政策缺
乏遠見，加上政治化的影響，出現混
亂。教研成就雖有可以自傲之處，但
是擁有近800萬人口、背靠強大腹
地，以國際大都會的標準來看，只能
說是差強人意。
香港的高等教育在數量和研究經
費上無法與北京、上海相比；即使如
此，學術研究還很有成就。可惜長久
以來政府和社會對科技研發和人文創
作支持不足，很需要改變心態和運
作。至於研究和創作的成果應用，大
可在大學內外建立更多的高質量研發
機構，大幅加強科技和文化創業的資
源和動力，不要講多做少。

用好優勢，不能急功近利
記

您是香港科技大學的創校校長，您認為大灣區的高等教育未來要注意什麼？

吳

大灣區兩年間逾30個
高校項目籌建或動工
廣州
•黃埔大學 •廣州交通大學

•香港科技大學（廣州）一期

可否結合外國大灣區高等教育的實例，說明粵港澳大灣區的高等教
育如何發揮優勢融合發展，打造一流高等教育？

吳
可以說，粵港澳大灣區的成敗，關
鍵之一在高等教育；這是長線投資，不
能急功近利。且舉我最熟悉的數例：90
年代初，我與香港科技大學的同事們在
「香港灣區」 的概念驅使下，就開始在
珠江口尋找學術合作夥伴，繼而在深圳
市的南山區，與北京大學和深圳市政府
合創了 「北京大學香港科技大學深港產
學研基地」 和醫學中心。幾乎同時，又
在當時還屬於番禺市的南沙，與霍英東
基金會合創了 「香港科技大學資訊（信
息）科技園區」 。
那十多年裏，我們的一位同事陳
介中教授把他在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的
航天教研經驗帶到香港，轉變成環保
科技，以此觀察、研究和預測珠江口
和近海的水質和空氣質量，更培養了

▲吳家瑋認為，政府應大幅加強科
技和文化創業的資源和動力，不要
講多做少。

記

不少今天在內地卓有成就的環保專
家。
在另一位同事齊錫生教授推動
下，我們跨出 「香港灣區」 ，延伸到
海南，為海南省政府培訓了一班又一
班的決策層幹部，並多次去到海南為
政府提供各方面的諮詢。當時的願望
亦是為香港進入華南重地打頭陣，幫
助海南發展成為進入東南亞的基地。
可惜香港的政府和商界缺乏視野，沒
能着實善用科大這一類的高校人才。
這些例子令我堅信辦好教研須有
長遠的志向和毅力，是長期持續的事
業。喜見二十多年後，香港科技大學
在史維校長和同事們的努力以及廣州
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南沙開辦與
清水灣校區平起平坐的廣州校區。

好吧，我們與三藩市灣區相比。
三藩市灣區擁有多種類型的高等院
校：研究型大學、教學型大學、博
雅學院、職業培訓學院、普及教育
機構。包括州立的、市立的，公立
的、私立的，甚至營利性的高校─
竟還有一些令人不齒的 「學店」 。
美國的國情與中國不同，體
制和機制都是地方各自為政，不
講大一統的規劃，因此沒有我國
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環渤
海地區等這些經濟區觀念。資本
主義國家的城市經濟區都是自然
形成的，包括三藩市灣區在內。
雖然普遍把加州北部的一些城鎮
統稱為三藩市灣區，其實這個灣
區裏的三大城市沒有優勢融合的

觀念。粵港澳大灣區可以發揮我
國體制的優越性，調試不同城市
之間高等教育的合作關係。至於深
港聯手，還待港人甩掉心態上的包
袱，同時需要特區政府大量起用專
才，才有打造引擎的能力。
香港過去有個誤區：過分着
重 「兩制」 而不重視 「一國」 的
原則。現在情況變了，粵港澳大
灣區正在帶來大量機遇，能否與
內地城市融合優勢，善用機遇，
要看香港自身如何致力改進。澳
門善用 「一國兩制」 所帶來的機
遇，情況樂觀得多；經濟的多元
化則需與珠海結合。澳門和珠海
建立了聯手發展橫琴的計劃，令
人鼓舞。

•廣州幼兒師範高等專科學校

深圳

河套寶地應該怎麼發展？

•中科院深圳理工大學

•海洋大學 •師範大學

•創新創意設計學院 •音樂學院
•清華大學深圳國際研究生院

佛山

•佛山城市學院

東莞

•灣區大學

中山

•中山科技大學

肇慶

•廣東公共衞生與健康醫學院

*截至2021年3月 資料來源：綜合報道

粵港澳高校合作辦學新動向
•香港科技大學（廣州）

•香港大學（深圳）（暫名）

•香港理工大學（佛山）（暫名）
•香港城市大學（東莞）（暫名）
•香港公開大學（肇慶）（暫名）
•澳門城市大學（珠海）（暫名）
•澳門科技大學珠海校園區

•澳門科技大學（中山）（暫名）

*截至2021年3月

記

香港最近推出北部都會區計劃，其中涉及到您曾經參與的河套開發，您對河套地區建設
有什麼新的考慮？

吳
最近香港特區政府發表了一則令人震驚和
興奮的大計，稱為 「北部都會區」 的300平方
公里包括三個功能不同而互補的 「圈」 ，將全
面與深圳銜接。港深合作是必然趨勢，要真抓
實幹。
十幾年前，深圳把落馬洲河套地區讓給
香港管理時，特區政府成立了一系列小組，
討論如何把這塊近一平方公里的寶地有效運
用。沒有記錯的話，當時竟有小組建議在這
個遠離客運機場的地方建造工業商品展示基
地，更令人驚奇的是還有小組建議在這遠離
貨運機場和碼頭的寶地上建造大量倉庫。特
區政府讓我主持的科教小組，開會多次，之
後上交報告，建議在河套地區創建教研基
地，與深圳聯手發展高等教育和科技研發。
沒想到這份報告竟獲得特區政府青睞，成為
向深圳提出的正式建議。深圳當然特別高
興。可惜多年來特區只說不做，沒有實質進
展。一直到2017年終於與深圳簽了合作協
議，在此籌建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決定從
2019年開始，合力打造 「深港科技創新特
別合作區」 ，落馬洲河套成為其中的 「河套

A區」 。
河套發展涉及兩地的政策和法例，或許
因此拖延多年。我曾經向深圳提建議，說深
圳早已進入高科技創新創業期，或許可以撤
銷九十年代初為加工企業設立的福田保稅
區，善用那緊鄰香港的1.35平方公里。得到
的回音是： 「晚了，這些地塊早就給了多家
大企業，收不回來了。」 但2019年開始有
了變化，兩地共同打造的 「深港科技創新特
別合作區」 共分三區，一是落馬洲河套的
「河套A區」 ，二是 「河套A區」 北岸的
「河套C區」 ，三是部分福田保稅區的 「深
港協同創新中心」 。
不僅是河套，還有香港的邊界禁區。土
地面積28平方公里的禁區，回歸這麼多年
還有需要嗎？拖到2008年，特區政府終於
決定把它分階段縮減到4平方公里。整天說
是缺地的香港，突然出現了24平方公里！
十幾年來，雖然分階段縮減了禁區，釋出若
干地塊，可是如何善用，總是講多做少。最
近時局大有改進，喜見政府下了決心，將會
幹好幾件市民看得見、摸得着的實事。

大灣區高等教育有條件做領頭羊
記
吳

看您好像言猶未盡，還想聊點什麼？
還想回過頭來，講教育。有關內地的教育問題，最
被群眾詬病的，一是本科教育，二是應試教育。看到教
育部不斷制定政策，認真改善這兩方面的現況。
本科教育方面，固然需要滿足現實所需，讓年輕人
學習專業知識，加強就業機會，養家立業；卻也需要有
助優化人們的生活素質，包括建立民族意識、鞏固文化
基礎、擴展國際視野、了解國家在全球化時代的角色。
我們的學術團隊有一套特色的博雅教育辦學理念，可以
在大灣區及華南海岸試行。這事待有眉目時再與您談。
與北京、上海等相比，高等教育的相對落後反而為
大灣區帶來意想不到的優勢。怎麼說呢？沒了整群老牌
院校早已養成的主觀意識和累積的既得利益，我們得以
運用罕有的空間，在趕超過程中，帶頭試用創新思維，
改善本科教育的運作；帶頭落實平衡發展，走出應試教
育的誤區。若能做到這些，粵港澳大灣區將為全國示
範，扮演領頭羊角色。
對不起，囉囉嗦嗦講了這麼多。對14億人口的國家
來說，需要面對和解決太多問題。有關九年義務教育、
中職、高職、外培、內捲，還有家庭教育、學前教育、
成人教育、老年教育，加上網絡教育、智能教育，這些
我都不懂，必須向專家和年輕一代求教，好好學習。
(本訪談系列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