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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鄉人留港度歲 期待·興奮·感恩
讚賞「紅噹噹」「金閃閃」裝飾 指復常後春節氣氛佳

◆香港文匯報記者 鍾健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姬文風）為幫助香港學生
親身認識國家發展，擴闊視野，自上學年開始在中
四級推行的公民與社會發展科，要求學生須在中四
至中六期間最少到內地考察一次，惟受疫情影響至
今未能落實。教育局局長蔡若蓮昨日接受電台訪問
時表示，隨着香港與內地逐步復常通關，全港中五
學生最快可望於今年4月復活節假期開展內地考

察，初期預計先安排廣東省內的一兩天團，四五天
團則預計到今年底作出安排。
公民科由於過去一段時間疫情肆虐，學生未能起

行到內地考察。蔡若蓮昨日表示，局方將負責安排
內地考察行程、出發前的簡介會及考察後的分享
會，亦會跟內地有關部門商討防疫控疫安排，相信
學校無須花太大力氣去做準備，最重要是組織學生

出發，又期望學校可以好好把握4月的復活節假
期。
根據教育局去年向中學發出的通告，公民科內地

考察團共提供21個行程選項，團期由2天到5天不
等，地點包括多個廣東省城市，亦有福建、湖南、
貴州、澳門等等。蔡若蓮表示，復常通關初期將先
安排學生參與在廣東省內的一兩天團，年底再行安

排四五天團。
就施政報告要求公帑資助學校新入職教師及公營

學校擬晉升教師參加內地學習團，並增加在職教師
到內地考察的機會，親身體驗國家發展。蔡若蓮表
示，教師團會在下學期出發，名額約800個，預計
每團約四五天，涉及的省市亦較多。參與的教師將
到當地大學及學校交流，從而提升對國家的認識。

教育局：中五港生最快4月可開展內地考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健文）除了外
國學生外，今年也有內地生選擇留港過農
曆新年。在香港理工大學修讀酒店及旅遊
業管理的孫宇辰首次在港度過春節，他感
覺香港的過年氣氛十分濃厚，例如不少港
人會按傳統到黃大仙祠及車公廟等拜祭祈
福，「十分有『年味』。」來自山東青島
的他認為，春節期間的花市是香港以至廣
東的一大過年特色，「逛一逛花市，拜一
拜黃大仙，感受一下過年的熱鬧氛圍，是
我這個春節在香港最想做的事情了！」
孫宇辰說，以往在家鄉過年，他會與家
人一起包包餃子、聊聊天，聽着窗外的爆
竹聲，吃一頓豐盛的年夜飯，又特別提到
青島的傳統民俗活動「海雲庵糖球會」，
「到這廟會逛逛可是指定動作，除了各種
各樣的糖球，還有麵人和糖畫等民俗藝
術，真的很有過年的氣氛呢！」
雖然今年自己離家很遠，但現今科技發

達，孫宇辰仍可透過視訊通話跟家鄉的親
友拜年，其餘時間亦可跟同學、朋友度
過，不會感到冷清。「跟一起在香港過年
的同學吃吃年夜飯，感受一下香港的繁
華，再抽空去周邊的城市逛一逛、玩一
玩，相信這個年一定不虛度，對我來說也
是一次新的體驗。」
新的一年來到，孫宇辰最希望家人身體
健康、平平安安，「這對我來說是最值得
開心的事情了」，並祝福廣大香港市民兔
年大吉，萬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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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有數以千計的非本地大學生，不少都會選擇
留港歡度農曆新年佳節，體驗中華文化傳統特

色，感受獨特且熱鬧的春節氣氛。
來自吉爾吉斯斯坦的Dariia Dzhumalieva在香港中
文大學修讀社會科學，雖然今年已是她第二年在港過
農曆新年，但她坦言去年因疫情關係，節日氣氛和慶
祝活動並不那麼熱鬧和隆重，因此對今年的節日抱有
更大的期待。
「我知道農曆新年是中國其中一個主要的節日，也

是全家團聚的好時機！」為了更好地感受節日氣氛，
Dariia可謂「做足功課」，不但知道傳統上要過了正
月十五元宵節才算過完年，也很清楚舞龍醒獅表演是
其中一個農曆新年的「標誌活動」。

聞食餃多收入多「那我變百萬富翁」
Dariia還是中國餃子的「忠實粉絲」，曾經有中國

朋友告訴她一個古老傳說，說一個人在農曆新年期間
所吃的餃子數量，將會預示其來年的收入，「若然如
此，估計我可以成為百萬富翁了！」
每逢佳節倍思親，人在異鄉的Dariia也不例外。

她說，自己以往會與家人堅守傳統一起過除夕和元
旦，現在雖與家人分隔兩地，「但會靠着回憶以往
與家人一起度過的時光，來讓我不至於太想念他
們。」
她又分享了自己在香港結識到的室友和朋友，彼此

就像家人一般，非常期待在春節期間一起外出，欣賞
節日裝飾布置，享受節日美食和觀看各類表演節目。
「這就是為什麼我很高興能在香港度過和慶祝這個節
日，有什麼能比與親朋好友們一起沉浸在節日的歡樂
氣氛中更好的呢？看到周圍這麼多在快樂歡笑中迎接

新年的人，讓我也都雀躍起來！」

冀睹舞龍醒獅 計劃行山賀歲
同樣在香港度過第二個春節的，還有來自哈薩克斯

坦、在中大修讀生物醫學科學的Nigmatulla Gaziza。
「去年受疫情影響，已經記不清楚（春節）什麼樣
了，」由於哈薩克斯坦不慶祝農曆新年，Nigmatulla
坦言對此認識不多，但看到身邊人人都在準備過節，
自己都很喜歡這種氣氛，「到處都是漂亮的賀年布置
裝飾，讓人眼花繚亂，這些在我家鄉是絕對看不到
的，很感恩能在香港體驗春節。」
雖說彼此文化不同，但Nigmatulla都知道紅色和金
色是代表好運和吉祥的顏色，也很欣賞各種「紅噹
噹」和「金閃閃」的節日裝飾。朋友還不斷跟她介紹
指，新春期間的舞龍醒獅表演不能錯過，大大勾起了
她的興致，也很想一睹其風采，「如果今年能看到會
是十分幸運！」她還計劃於假期間在港行山或來個小
旅行，發掘更多怡人景色。
爆竹一聲除舊歲，兔年已至，Nigmatulla祝福父母

和兄弟姐妹於新一年過得紅紅火火、碩果纍纍；Dari-
ia祝願所有人都幸福美滿！

◆香港教育大學早前亦舉辦交流活動，讓非本地生認識和體驗農曆新年文化並感受氣氛。 教大圖片

◆◆Nigmatulla GazizaNigmatulla Gaziza

◆◆Dariia DzhumalievaDariia Dzhumalieva

◆孫宇辰首次在港度過春節，他感覺香港的過年氣
氛十分濃厚。

◆◆圖為往年在港外國留學生於迎春活動中圖為往年在港外國留學生於迎春活動中，，學寫學寫
賀年揮春及名字賀年揮春及名字。。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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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兔大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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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司司長將於下月發表新年
度財政預算案，多個政團建議再
派發消費券，協助基層市民渡過
難關，但也有意見認為無需再
派。基層市民受疫情衝擊最大，
收入銳減，在疫後復甦初期難以
受惠。預算案在平衡政府財政壓
力的情況下，應該考慮再推出一
次性支援措施，惠澤基層市民，
亦加快經濟復甦。

香港逐步恢復與內地正常通
關，多個行業對今年經營環境改
善充滿希望。但復甦由希望轉化
為成果，還需要一段時間。首階
段復常通關後，訪港客流有所恢
復，1月上旬本港日均旅客量逾
1萬人次，遠多於去年同期，但
與疫情前同期的日均旅客逾 20
萬人次相比，仍不足一成。旅遊
業人士預料最快 2024 年訪港旅
客量才有望重拾至疫情前70%水
平。這意味着基層市民主要從事
的服務業全面復元尚待時日，短
期內基層市民就業狀況、收入水
平難明顯改善，派發消費券有助
基層市民紓困。

反對再派消費券，普遍着眼點
於過去三年政府推出多輪抗疫紓
困措施，本財政年度預料會錄得
過千億港元財政赤字，而截至去

年11月底的財政儲備為6,868億
港元，相比過去逾萬億大減，政
府要考慮財政穩健。

政府在2022-23年度的財政預
算案向每名合資格市民派發了1
萬元消費券，對紓緩基層市民生
活壓力、刺激消需發揮了救急之
效。現在雖然經濟重振看到曙
光，在經濟復甦初期，基層市民
收入未必能迅速增長，但物價先
行上升，基層市民生活壓力更
大，因此，政府財政儲備仍然充
裕，此時繼續向基層市民施以援
手是合適必要之舉，至於消費券
的金額多少，可以酌情考慮。有
政黨建議擴大消費券用途，可用
於繳交水費、電費、煤氣費等費
用，讓基層市民可以應付日常生
活所需，有關意見反映基層市民
實際需要，政府應該認真考慮、
研究。

今年外圍不明朗因素持續增
加，環球經濟衰退風險不小，本
港疫後經濟復常挑戰不容低估，
政府要繼續做好撐企業、保就業
的工作，以免中小企業倒在「黎
明前一刻」，令基層市民失去飯
碗。新年度財政預算案仍要應使
則使，採取適當措施保民生、振
經濟，加快復甦步伐。

預算案仍需為基層紓困解難
施政報告提出一系列搶人才措施。特區政府駐京辦助

理主任陳穎詩日前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搶企業、搶人
才的招商引才專組，已經到訪內蒙古宣揚香港的優勢，
計劃在今年到訪 10 個內地省市，並會走進內地大學宣
傳，主動接觸目標企業和人才。疫後復常通關為本港搶
企業、搶人才提供便利條件，特區政府應積極在內地和
海外招攬人才來港，把受疫情阻礙而錯失的機遇追回
來。本港更應充分發揮「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
優勢，結合重點產業政策，有針對性地吸引更多海內外
優秀人才來港發展，增強本港競爭力。

行政長官李家超在任內首份施政報告中提出一系列措
施，向世界各地頂尖人才招手。上月底，政務司司長陳
國基和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舉行記者會，交代施政報告中
的搶企業、搶人才措施，包括在政府內地經貿處和海外
經貿辦，設立招商引才專組，支援引進辦接觸目標企
業；政府宣布的「人才服務窗口」線上平台已於去年12
月28日推出，目標在2023至2025年期間，每年通過整體
輸入人才計劃，輸入至少 3.5 萬名逗留至少 12 個月的人
才，勞工及褔利局局長孫玉菡早前透露，「高端人才通
行證計劃」自去年12月28日推出後不足兩周，已接獲近
3,800份申請，約60%已獲批，說明本港吸引力相當大。

本港已取消大部分防疫措施，逐步恢復與內地和海外
的正常通關，特區政府應把握契機，主動出擊，全力以
赴搶企業、搶人才。特區政府駐內地及海外的辦事處、
經貿辦更應運用熟悉當地情況、與當地各界聯繫密切的
功能，大力推介本港搶人才的政策措施，協助特區政府
到內地和海外舉辦招聘人才的展覽及交流會，安排內地
和海外的商貿團、人才交流團來港，親身了解本港各行
各業的發展機遇。

搶人才是系統工程，包括工作簽證、科研支持、成果

轉化、人才住房、子女入學、社會保障、落戶政策等多
個環節，需要一整套制度支援。行政長官李家超曾表
示，針對重點行業，人才政策有一系列量身訂做計劃，
包括稅務優惠、員工補貼、生活補貼等。例如企業需要
土地、扣減稅務，甚至員工子女要讀書、找地方住，這
些都有相應安排，政府出台這些配套措施，目的是希望
優秀人才來港後，感受到廣攬英才的誠意，並扎根成為
這座城市的一分子。特區政府也做了一系列相應規劃，
包括將加大力度招募海內外年輕科研人才，吸引海外留
學生回港發展，為人才提供住宿配套。相關政策措施需
要持續優化，增強人才的歸屬感，鼓勵人才在港落地生
根。

當前，世界各國各地都盡力搶人才，坊間有意見認為
新加坡吸引人才比本港先走一步，其產業更多元，對人
才吸引力較本港更勝一籌。事實上，全球城市人才競爭
力指數2021年和2022年的排行榜中，新加坡和本港的排
名連續兩年高居亞洲頭兩位，差距並不大。

更重要的是，本港背靠祖國這個拉動全球經濟增長的
火車頭，並作為聯繫國內國際市場的雙向橋樑，這個無
可替代的優勢，新加坡難以比擬。本港實行低稅率，法
律制度與國際接軌，是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系，不難吸引
金融、貿易及物流等產業的人才來港發展。中央支持本
港建設「八大中心」，鼓勵本港創新發展，特區政府推
動「新型工業化」，聚焦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數
字科學及新能源科技等新興產業，為高端人才施展才華
提供了廣闊舞台。

特區政府按既定規劃落實目標清晰的產業政策，扶持
培養更多本地創科企業，提供良好就業前景和多元發展
機會，推動本港產業和人才良性循環、健康發展，必定
能顯著增強搶企業、搶人才吸引力。

積極進取吸人才 增強本港競爭力

隨着出入境與防疫措施的有序放

寬，本港在踏入癸卯兔年之際，重現

了久違的新春繁華景象。值此新春佳節，

香港文匯報訪問了兩名來自「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的本港大學生。他們不約而同表

示，去年雖已在港度過一次農曆新年，但

當時疫情仍然嚴峻，並未感受到太多的節

日氣氛。隨着新一年香港社會復常，他們

都對農曆新年佳節抱有很大

期待，更入鄉隨俗，分別使

用母語以及新近學習的普通

話和粵語，為香港文匯報讀

者送上新春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