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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學童破二萬 兩地求學多艱辛
政協委員籲深港攜手破解跨境港童上學難

粵港大聲公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
刊訊（記者 李望賢、實習記

者 黎柳茜 深圳報道）雙非、跨境學童數量連年
激增，今年更突破了 2 萬人，開學在即，跨境
學童引發的各種社會問題再次成為社會關注的
焦點。廣東省內不少政協委員高度關注跨境學
童教育問題，積極發聲，希望有關部門為跨境
學童提供各種便利，並致力於在深圳增加為港
人子弟的教育服務。

廣東陸豐澳門籍政協委員、深圳羅湖港人子弟學校董
事長鄭景輝接受本刊採訪時表示，願意繼續加大投

資辦港人子弟學校，希望深圳方面在教育用地政策方面
有所傾斜。

內地港校招生常爆滿 家長促擴招
鄭景輝告訴記者，近年來港籍學童數量急劇上升，學
位緊缺。「今年報名的港生達到五六百名，招生早就滿
額，仍不停有家長來申請。但學校限於場地，不能再擴
招了。」
據介紹，羅湖港人子弟學校從 2001 年開始招生，是深圳
目前兩所港人子弟學校之一，其成立正是響應 2000 年深圳
市政協的提案《關注居深港人加速深港融合》。學校在教
材方面與香港同步接軌，學生獲准參與香港升中派位。學
校一至六年級各開設六個班，每年招生240人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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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港方持續關注深港跨境學童

增辦港人子弟幼兒園 2016年招生
面對日益擴大的學位缺口，鄭景輝一直希望能擴大辦學
規模。
「從當初的十多名學生發展到至今，我們團隊有十多年
的辦學經驗，如果有地，我一直想再辦一所港人子弟學校
初中部，不少學生家長也跟我們反映過，最好是全寄宿制
學校，小學部與初中部在同一個地方，但這樣起碼要一萬
多平方米用地。」
為此，他多次考察了深圳南山區、龍華區、寶安區等
港人聚集片區，但深圳商業用地太昂貴，廢置廠房又牽
涉到土地用途等問題。「假如政府能提供優惠的教育用
地，我非常願意增加投資，讓更多的港籍學童在深圳有
書可讀。」
記者在採訪中獲悉，鄭景輝還在羅湖區投資辦起了港人
子弟學校的附屬幼兒園，預計 2016 年開始招生。他表示，
跨境學童不容易，從幼稚園開始就奔波深港兩地，睡眠不
足、身體勞累、又缺少父母陪伴，社會上還有一些非議。
「稚子無辜，教育是基本權利，希望粵港兩地政府能夠加
深交流，解決他們的教育問題。」

事實上，深圳市政協一直十分關注跨境
教育問題，不少政協委員積極促進深圳市
有關部門為跨境學童提供各種便利。深圳
市政協委員、羅湖區婦女聯合會主席羅安
娜曾在 2011 年、2012 年連續遞交《關注跨
境學童，給力深港未來》等提案，通過政
協及各方力量促成深圳市將保姆車運營納
入校車管理體系，並推動了文錦渡邊檢等
多個部門為學童過境提供便利措施。
羅安娜指出，深圳居住了近10萬港人，其
中羅湖就有近3萬港人，每天有6,000多名跨
境學童經由羅湖區的口岸過關，目前該區專
門設有「跨境學童服務中心」 ，為跨境家庭
提供課程輔導、法律諮詢等服務。
為此，羅湖區委區政府先後投入500多萬
元經費對「中心」所在的大樓進行功能改
深圳市政協委員、
、羅湖區婦聯主 造，同時，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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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深圳傳真 670 萬港幣經費，並於 2011 年 12 月 1 日起
人子弟學校董事長鄭景輝。

馮丹藜：為更多弱視孩童擦亮眼睛
均視力皆提升 0.6，治療效果明顯。「孩子們
眼中的世界越清晰，我們就越覺得所有的辛苦
付出都是值得的。」馮丹藜說。

公益事業比經商更重要

■馮丹藜出席全國政協十二屆一次會議。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
協專刊訊（記者 胡若
璋 廣州報道）11 年前，為幫助弱視兒童恢復
正常視力，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馮丹藜創辦了世
界上首家弱視兒童醫院，並組建專家醫療隊在
全國開展「弱視光明行」公益活動，讓更多天
生弱視的孩子能清晰看到這個多彩美麗的世
界。
今年 5 月，馮丹藜組織了「《讀者》光明行
動」前往粵北山區——廣東省清遠市，進行免
費弱視義診活動，篩查了符合救助條件的有
113名患童。
從6月25日起，這些孩子陸續抵達廣州，接
受為期 45 天的檢查與治療。其中第一批到院
的 23 名弱視患兒在第一階段療程結束後，平

善行者

談及過往的工作、生活，馮丹藜直言自己是
一個被幸運眷顧的孩子。「我享受到了父母那
代人帶來的優越環境，從小受到非常良好的教
育，很早就能接觸到國際化的信息。這使得我
事業的起步點很高，不需要不擇手段地去挖掘
自己的『第一桶金』，可以有選擇地做自己的
事業。」她是第一個將卡拉 OK 引入國內的香
港人，她還第一個在國內中小學創辦了電腦教
室，第一個在全球建兒童弱視醫院，更是國內
第一個創建兒童弱視基金的慈善人士。
她坦言，投身公益事業對她來說，甚至比經
商更重要。這一點，記者在她的名片上就得到了
印證：最顯著位置排列各種社會團體和公益組
織的頭銜，而商界職務則顯示在最下端位置。不
難看出，馮丹藜更看重自己慈善家的身份。

「救助弱視童值得一輩子投入」
「像我們這樣的人閱歷不算太淺，能遇上救
助弱視兒童這麼值得一輩子投入的事情也需要
緣分。」回憶起自己第一次接觸弱視兒童，大
約是在 2002 年國慶。當時，她被邀請參加在

人民大會堂舉行的國慶宴會，宴會上聽聞一個
朋友的孩子患有弱視，才讓她知道了「弱視」
這種眼科疾病，且這種病在中國兒童中的發病
率高達 4%，全國 3 億兒童中約 1,200 萬兒童患
有此病，貧困地區兒童發病率更高。
「當時香港才 600 萬人，香港和澳門加在一
起也沒有 1,200 萬人。這太可怕了。」在得知
這些信息資料後，馮丹藜親自帶隊前往陝西延
安、河南、貴州、湖南、湖北等邊遠貧困山區
考察，了解到弱視患童的生活狀態。
次年春天，馮丹藜便出資成立聖約翰爵士香
港兒童弱視基金會，並組建了北京光彩明天兒
童眼科醫院，專門從事救治弱視兒童的工作。
11 年來，她帶領醫療團隊奔走於內地的貧困
山區，救助了超過 5,000 名貧困弱視兒童。也
因此，她被授予聖約翰大十字爵士勳銜，並出
任香港東華三院董事局總理，參與管理香港東
華三院。東華三院是香港最悠久也是最大的慈
善機構。
「許多弱視兒童剛開始接受治療的時候眼睛
不好，所以怕摔跤，顯得有點遲鈍。但是眼睛
慢慢好了之後，活蹦亂跳，太可愛了。我很容
易被打動，所以我常常會告誡自己，慈善是不
能靠衝動去做的，一定要很理性地選擇，要把
自己能夠付出的時間和能夠創造的價值做出評
估和規劃，再逐步地去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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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為期3 年的「蛻變新力量——跨境家庭
共建香江計劃」。 目前，深港兩地社工、
香港老師、活動幹事等共有 15 人常駐「中
心」。截至 2013 年底，已經服務超過 5 萬
人次。
羅安娜也表示，今年三年計劃即將到
期，希望港方能夠繼續投入資金，擴大中
心規模，提供更精細的服務，讓更多跨境
學童受惠。

內地慈善界需向港學習

基本修養，內地慈善
界需向香港學習。
「近年來，內地慈善
事業出現了一些不太
好的現象，這是因為
缺乏成熟的管理經
驗。」她建議可以通
過引入香港慈善界有
關管理經驗，建立起
符合中國國情、與港
澳台和國際接軌的慈
善事業運行機制，盡
■光彩明天兒童弱視廣州門診部迎來第一批患童接受治
快建立和完善中國慈
療，馮丹藜和孩子們一起歡快跳舞。
善事業體系。
「香港是中西文化融合最成功的地
身為全國政協委員，在積極為公益
慈善事業奔走呼籲的同時，馮丹藜也 方，不少發展經驗值得內地借鑒。根
通過全國政協這一平台踴躍建言獻 據香港經驗，慈善機構已成為繼特區
策。2013 年全國兩會時，她撰寫提 政府和市場以外，第三股維持社會穩
案，建議把慈善文化納入社會主義核 定繁榮的力量。」馮丹藜說，隨經
心價值體系中。而在今年的全國兩會 濟社會發展，政府承擔不了那麼多角
上，馮丹藜又撰寫了有關環境保護的 色，也毋須把什麼事都攬上身。扶危
提案。為讓更多的人認識到環保的重 濟困，很多時候應成為慈善團體的責
要性，她還邀請數名環保專家編寫 任。企業家、有能力的人群等應該支
《環境保護知識 365 問》，免費發放 撐起一個社會的慈善體系，而不是站
在道德高地去指責別人或政府。這對
數萬冊進行環保「掃盲」。
在接受本報記者專訪時，馮丹藜直 於構建和諧社會和現代社會管理制
言，要讓公益慈善文化成為全民族的 度，極具現實意義和歷史意義。

廣州不爭海上絲路發祥地名號

朱明國：是
「之一」
就好

香港文匯報．人民政協專
刊訊（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
道）廣東省政協主席朱明國日前率「推進 21 世紀
海上絲綢之路建設」專題調研組到廣州調研。提及
申遺工作，朱明國說：「我們也不用去爭取這個名
號，只要是『之一』就足夠。廣州最重要的任務是
明確自己的區域優勢，加快打造各個相關平台。」
廣州市副市長駱蔚峰向調研組介紹廣州市「推進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工作情況時表示，廣
州下一步要建立常態化工作和協調機制，拓展雙向
貿易往來領域，加強對發達國家的招商引資，規劃
■廣東省政協主席朱明國率「推進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專題調研組 建設高端合作平台，開展多層次國際交流合作活
到廣州調研。
動，繼續做好海上絲綢之路史跡申遺工作。

委員時事態

提及申遺工作，朱明國特別建議廣州市政府及
其相關職能部門應盡快行動起來，在注重實幹的
同時也要提升輿論先行的效應。此外，也可以通
過政協這個平台，把海上絲綢之路的相關項目做
實。
雖然不少城市都在爭奪海上絲綢之路發祥地的
美譽，朱明國表示，我們也不用去爭取這個名
號，只要是「之一」就足夠。廣州最重要的任務
是明確自己的區域優勢，加快打造各個相關平
台。他說，廣東省政協將通過在省內各海上絲綢
之路沿線城市進行調研，對廣東省「推進 21 世紀
海上絲綢之路建設」提出意見和建議，經常委會 ■朱明國認真聽取廣州各職能部門關於加快推進
海上絲綢之路工作報告。
胡若璋 攝
議通過後，報省委、省政府決策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