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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好灣區前景
港生北上升學
2020年10月16日（星期五）

■創知中學
三位學生均
心儀內地的
著名院校。
著名院校
。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詹漢基）粵港澳
大灣區的發展一日千里，當中每個城市均
有各自的特點、長處。有中學教師表示，
大灣區發展潛力無限，教師、學生應該以
更開放的心態去了解內地城市，若年輕人
在當地升學，更能夠開拓眼界，對學業、
事業均有裨益；亦有教育界人士勉勵港
青，應該把握深圳等內地城市的發展機
遇，不要讓機會白白流失。

國家主席習近平日前在深圳經濟特區
建立 40 周年慶祝大會上強調，要積極作
為深入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並充分運用粵
港澳重大合作平台，吸引更多港澳青少年來內
地學習、就業、生活。香港文匯報昨日就此訪
問多名有意到內地升學的香港高中學生，他們

黃麗燕：讓學生未來更廣闊

均對大灣區發展前景抱有希望，更對深圳經濟
特區 40 年間的蓬勃發展嘖嘖稱奇，並期望香港
能夠與大灣區其他城市合作，發揮各地所長。
亦有學生提到，希望港人能夠放下成見，以更
開闊的思維去接納不同內地文化，共同為建構
大灣區出一份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港澳大灣區成為國家發展重點之一，致力打造成為
集創新科技、金融經濟等多重發展於一身的世界級
城市群。創知中學中六生李向陽表示，有意在明年報讀
清華大學，未來或會朝經濟、金融相關專業發展。
他表示，國家整體實力正不斷提升，已成為全球第二
大經濟體。雖然中國與西方的經濟體系不一樣，但內地
的經濟情況較其他地區更穩定，而內地龐大的經濟市場
更是吸引外資企業進駐的原因。
他舉例，內地網上購物風氣盛行，其虛擬、實體經濟
的蓬勃發展更給予世界一個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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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對港青蘊含龐大機遇
李向陽提到，深圳以前恍如一個落後村落，惟這些年
來不停進步；而在粵港澳大灣區政策下，更致力成為國
際創新中心主力的一部分。他表示，對香港青少年來說
當中蘊含着龐大機遇，而區內各地方政府也相繼對港人
推出相應政策，供不同專業人士能夠在大灣區內找到合
適的工作。
他認為，與世界各地類近的灣區經濟多由單一城市帶
動相比，粵港澳大灣區由不同城市組成，由香港、深
圳、澳門、廣州等城市「多核發展」的情況，可以各司
其職，發揮強項。香港的發展較其他大灣區城市更早、
更成熟，故供人才的發揮空間或會出現飽和情況，若大
灣區能夠實現人才自由流動，對年輕一代以至各個城市
來說均是好事。

林曉棋：受同學愛國情懷觸動
港生林曉棋今
學年剛升讀清華
大學社會科學院
一年級，對於國
家大力鼓勵港澳
青少年到內地學
習、就業及生
活，推動兩地青
少年廣泛交往、
■林曉棋 受訪者供圖
全面交流，她深
有感受。她昨日接受香港文匯報長途電話訪
問時表示，在內地唸書感受到國家的蓬勃發
展，與內地同學的緊密相處，更被他們的愛
國情懷所觸動，「內地同學的家國情懷很濃
厚，大家都覺得個人前途應該和國家的發展
緊緊相連。」

她表示，國家非常重視年輕人，除了會給
學生投放大量資源，還會鼓勵大企業向學生
提供實習機會，擴寬學生視野。
雖然是在北京讀書，但林曉棋亦有關注
大灣區對青年人所帶來的機遇，她近來便
加入了兩個有關招聘工作的微信群，其中
一個是大灣區，另一個則是其家鄉福建，
「從中可以看見，大灣區提供的工作種類
比閩南地區更多，可見大灣區需求的人才
更多元，機會也更多。」
她又說，其中深圳近十多年發展更是今
非昔比，進步很大，「小時候經過羅湖口
岸，覺得建築比較殘舊、落後，但過去幾
年參加學校的交流團，已見到內地的基建
非常完善，外貌也很具氣派。」
■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見深經濟起飛 盼港急起直追
該校另一名中六生陳清濤則期望進入北京大學就讀政
治相關學科。他表示，早年曾經前往深圳，「當時並不
太覺得深圳像一個經濟特區，惟這些年來可以看見，深
圳的經濟急速起飛，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他舉例指，在內地「飛的」用電子支付、坐高鐵只需
要拿身份證而不需實體票，故希望香港也能在應用技術
方面能夠急起直追。
大灣區各個城市的發展都非常迅速，能夠給予香港青
年大量的機遇。惟陳清濤提到，香港近年出現兩極化的
情況，部分人對於內地的負面印象根深蒂固，故他期望
畢業後能夠成為香港與內地、市民與政府之間的溝通橋
樑，讓更多港人能夠了解內地城市的長處。「有部分人
或覺得香港與大灣區發展毫無關係；但其實換個角度
看，香港若能積極投入大灣區發展事業，絕對有利香港
青年北上發展個人事業。」
面對深圳的急速發展，同校的中五生黃子倩感嘆道，
「深圳給我感覺是個永不停息的城市！」對生物科技感
興趣的她更留意到，深圳正致力發展成為國際創科的大
平台，比香港更能包容許多的新興產業。
黃子倩舉例指，內地政府給予生物科技許多資源，
「我最近看了一篇有關生物科技公司的評選，看到內
地政府為這些公司提供融資、政策方面的支持，讓它
們能夠更好地建立起來。」
她又指，自己曾到大灣區內的機器人公司參觀，從
工作環境、個人福利等各種待遇可以看見，公司、政
府均為吸引人才而投放了大量資源。

馮福弘：感受到發展強大動力
就讀復旦大學心
理學系二年級的港
生馮福弘昨日接受
香港文匯報長途電
話訪問時表示，對
內地社會近年發展
迅速及積極性感到
驚訝，以其身處的
■馮福弘 受訪者供圖 上海為例，在他參
訪企業及和政府官
員交流時，便強烈地感受到投放於商業與社
會發展的強大動力，而且市內有不少無人銷

售點，校園內外都有無人駕駛汽車，自動化
程度也遠遠領先於香港。
對於未來的發展，馮福弘提到，粵港澳大
灣區對香港學生來說，是一個非常好的就業
選擇，「由於父母在港生活，在大灣區距離
家會更近一些。」但更重要的是，大灣區是
國家重點發展項目之一，不少企業都在大灣
區內擴張業務，甚至區內各地政府部門也有
招聘政策惠及港人，故發展前景十分光明。
馮福弘指，香港應該發揮所長，與深圳、珠
海等城市合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創知中學副校長黃麗燕表示，粵港澳大
灣區是以「9+2」的形式存在，每個城市
各司其事，各有各的使命，「大灣區融合
了工業、創新、金融、歷史文化等，這個
組合非常難得，而它的發展潛力也被大家
看好。」其中深圳經濟特區建立 40周年，
黃麗燕笑言，這個城市有如「一個成功的
孩子」，正一步步朝自己的方向發展，
「它不僅堅守着自己『創新』的信念，更
是一個很會包容的城市，允許全世界的人
才、新事物在此地發展。」
黃麗燕提到，到內地唸大學的學生，不
僅僅是讀書，他們還有機會到不同城市實
習、交流，能對多個城市有深入的了解，
開闊視野；正因為大灣區的發展空間非常
大，故近年來愈來愈多學生希望北上升
學，「這對學生而言，其實是一個好的選
擇，他們的未來或有更廣闊的空間」。
在該校負責生涯規劃、學生成長領域的
黃麗燕指出，「我們對內地不要抗拒，要
先了解；由於學生會受教師影響，所以教
師應該以開放的態度進行探索」。她形
容，多了解內地的升學環境，對學生來說
是「不可或缺的思考過程」，這令學生有
更多、更公平的選擇。

張民炳：應把握灣區發展機遇

就國家主席習近平日前提到，要充分運
用粵港澳重大合作平台，吸引更多港澳青
少年來內地學習、就業、生活，促進粵港
澳青少年廣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
融，增強對祖國的向心力。香港教育政策
關注社主席張民炳表示，「這幾年有一部
分港青對國家有疏離感，對人生也沒有清
晰的規劃，上述的政策方向反映了國家對
香港青少年有非常深遠的考慮。」
張民炳又認為，大灣區是舉世矚目的發
展項目，深圳等大灣區城市是很有發展前
途的地方，青年能在那裏建立起自己的事
業，而深圳等大灣區城市正在成為科研基
地、金融發展中心，非常符合年輕人喜歡
新事物、學習新知識的特質，故港青應該
把握大灣區的發展機遇。
由於深圳發展迅速，張民炳指「該城市
能夠吸引全國、乃至海外的精英，十分難
得。」他表示，在國家大力支持下，深圳
將有獲得更大成就的潛質，故香港不能輕
言放棄這個合作機會，「香港部分人士必
須放下成見、擺脫政治紛擾，讓香港得以
與大灣區城市通力合作」。

陳藝：親身體會發展機遇
除了有意選擇到內地升學的港生之外，亦有不
少留港讀書的有志青年，於求學時期透過愈來愈
多的內地交流及實習機會，親身體會灣區發展的
機遇，及早裝備自己，開拓飛向相連的另一片天
空的可能性。
今年畢業的科技大學計算機工程系學生陳藝，
過去幾年曾多次參加內地交流團，並到過杭州和
深圳作短期實習；其中在深圳，她便曾於一所智
能科技公司擔任實習運維工程師，負責企業系統
的運行維護工作，在這個以注重創科聞名的城市
累積實戰經驗。

親試一 App 搞定衣食住行

■港生對灣區前景抱有希望，更對深圳經濟特區發展嘖嘖
稱奇。圖為深圳前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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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界：內地升學對學業事業有裨益

盼港與其他城市合作 港人放下成見為灣區出力

陳藝昨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特別提到，
近月香港便因疫情求職空缺較少，大學生不妨放
眼整個大灣區包括港澳及 9 個內地城市，尋找工作
機會，相信可滿足不同專業大學生需求。「始終
眼見為實，耳聽為虛。」她建議，香港年輕人應
多把握機會親身體會灣區各城市的發展。

她舉例說，自己於深圳實習期間，便認識到便
捷是深圳生活的特點，地鐵、公交遍布各區，班
次非常密集；而購物娛樂方面，一個 App 就可以
搞定衣食住行，WeChat 或支付寶在身，錢包都無
須攜帶。她笑言，「當我反應過來時，見到身邊
所有人都在用電子支付；祖國的發展，深圳的發
展，只能用日新月異形容。」目前她希望短期內
能覓得政府工或前往廣東工作，一兩年後計劃到
內地讀研繼續進修。
不過，身為「內地通」的陳藝提到，內地一些
細節的措施，仍有進一步便利港人的空間，例如
要以回鄉證購買機票、高鐵票，一些內地大眾化
的 App 並不支援有關操作；又如過去她前往貴州
熱門旅遊景點時，曾經凌晨 5 點開始排隊，最後卻
發現無法成功以回鄉證購票。她期望可有更多新
的配套，便利港人於內地購票、辦銀行卡、電話
卡等，相信那亦能吸引更多香港年輕人到內地，
認識祖國內地風土人情與最新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虹宇

■陳藝參與遊學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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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生參加深圳實習
港生參加深圳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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