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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驚喜多 相處過更了解

現時嶺大與逾150個合作院校夥伴緊密連繫，每年有400
名嶺大生到外地進行交流，佔每級整體學生約三分二，

比例屬全港最高。鄭國漢接受本報專訪時表示，由於交流夥
伴和交流學生人數穩健增長，故該校希望主力提高交流質
量，過往北美、歐洲、亞洲和中國內地均是嶺大學生最熱門
交流地，現時更開始擴展至非洲、中東、俄羅斯等。

交流不少於一學期 未限名額
一向提倡「博雅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的嶺

大，為加快國際化步伐，以及緊貼全球博雅教育新趨勢和
模式，2012年加入GLAA，與世界各地提倡博雅教育模式
的大學結盟。鄭國漢透露，嶺大正計劃推出新交流計劃，
在學分認可的情況下，容許一個學生可以到兩個不同洲分
的GLAA成員大學，進行為期不少於一個學期的交流。目
前計劃正處於討論階段，未有限制名額，最快明年推行。
屆時，「一個嶺大人，踏足兩大洲」，體驗多種文化下的
不同學習氛圍。

擬開新課程 與成員大學共用
GLAA計劃合作開發新課程，透過網上分享，供成員大學

共同使用。鄭國漢表示，課程由各大學教師聯手開發，課題
多與全球社會議題相關，現時已有來自不同地方相同學術領
域的教師共同探討可行性，亦有嶺大教授表明感興趣。他表
示，相信將來可引入其他外地院校設計課程，有助增添本港
大學課程國際元素。

重實戰 休學到公司實習一年
除了交流外，鄭國漢又指，嶺大着重學生於實際工作環境

的體驗，如去年便推出長期實習計劃，學生以休學形式申請
到公司實習一年。今年暑假，該校約300名學生分別在本
港、內地和海外不同行業的機構實習，包括金融、酒店及旅
遊、零售、傳媒、教育、文化、環保、社會福利、非牟利團
體等，涵蓋範疇廣泛。他希望學生親身體驗工作世界，了解
興趣和職場實際要求，及早為日後發展作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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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香港已經熱得讓人受
不了，如果身處有「大火爐」
之稱的重慶，它的溫度我承受
得了嗎？這個憂慮在我到重慶
交流之前，就一直藏在心裡，
久久不去。出乎意料，夏令營
那幾天，重慶天氣一直保持涼

爽，甚是舒適，我甚至後悔沒多帶幾件保暖衣
服。重慶帶給我的驚喜，遠遠不只溫度這麼簡
單。
不知道大家對內地有甚麽印象，老實說，我對內

地的印象就是有點骯髒，遍地垃圾。重慶顛覆了我
固有的印象。不管是校園、旅遊區、還是路邊，都
十分整潔，再加上當地人口密度較低，空氣素質和
生活環境或更勝香港。

菜式麻辣鮮香俱足
說起重慶，香港人最熟悉的應該就是重慶雞煲和
火鍋。正宗的重慶菜，麻、辣、鮮、香，四方面做
到很足！重慶當地的火鍋，湯底紅不見底且辣死人
不償命，但卻非常合嗜辣的我的胃口。

來到重慶，我最享受的並非吃喝玩樂，而是與當
地同學相處交流的時間。以前中學時期參加的交流
團，自由時間很少，也沒有太多機會和當地人相
處，除了參觀就是休息，對當地的了解很片面。但
今次這趟重慶之旅，西南大學的義工陪伴我們，一
路上我們這批香港學生都受到他們無微不至的照
顧。在這短短幾天的旅程中，我們和義工們建立起
友誼，離別時候更是依依不捨。

港人對內地人認識有偏差
這次交流讓我體會到香港人對內地人的認識有偏

差。重慶的整潔推翻了我對內地骯髒的壞印象。透
過與西南大學的義工同學相處，我感受到當地人的
熱情和體貼。香港有很多報道都指內地人沒有公德
心，只要有相關事件出現，大眾總是不問因由就指
是內地人所為。
香港人對內地人普遍有負面印象，但並非三言兩

語就能消除誤解，但至少我們卻不能一杆子打翻一
船人，必須透過相處才能真正了解他們。

■中文大學敬文書院學生 劉添鑫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穗港澳青年文化節 擺攤展創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廣州報道）「同根．同源
．同夢想」 2014穗港澳青年文化節於本月15日在廣州暨
南大學揭幕，來自香港、澳門和廣州95個青年社團共組
織1,000多名學生，擺攤位展示與傳統文化、風土人情有
關的創意節目。廣州成立首個市級穗港澳青少年交流中
心，包括香港十大傑出青年龍子明在內的10名三地優秀
青年，獲委任為穗港澳青年交流大使。

三地生舞龍舞獅 掌聲連連

活動中，來自穗港澳三地的學生表演舞龍、舞獅、街
舞、武術等節目，學生扎實的基本功以及創意十足的舞台
表現贏得陣陣掌聲。有關展覽吸引數千名學生、市民參
觀。
香港飛舞天下舞蹈團藝術總監黎少玲表示，作為三地青
年接觸、交流的平台，他們十分珍惜參加文化節的機會。
她指除了跟同行交流、學習外，他們還可以更多地了解內
地人文景觀和各類風景，提升文化認同感。

■參展學生展示京劇文化。
敖敏輝 攝■穗港澳青年文化節在廣州開幕。 敖敏輝 攝

去年6月，嶺南
大學校董會通過

委任鄭國漢為新任校長，但部分學生不
滿學生代表未能參與遴選，亦有人以他
曾任行政長官梁振英選舉時的競選辦顧
問為由，擔心學術自由及院校自主或受
影響，引發風波。
憶起上任經歷，鄭國漢直言感到壓
力，所以着力紓緩繃緊的關係。另外，
關於大學排名、外地新興博雅大學的競
爭等，都是鄭國漢上任後要處理的挑
戰。
鄭國漢提到，自己曾為特首梁振英

站台，以及撰寫評論政治和教育文
章，因而被部分學生定性，對其擔任
校長有反對聲音，坦言感到壓力，所
以「能夠做的是盡量減少衝擊」。就
當初部分人關於學術自由的猜疑，他
強調，事實已證明，自己上任至今，
嶺大從沒出現任何破壞學術自由的
事，認為經過逾一年時間，相信前嫌
已冰釋，如今跟大部分學生關係正
面，未來會繼續透過早餐會、公開論
壇等多跟師生接觸，聆聽意見。

倡「博雅型」另列排名更公道
近年興起的大學排名榜，對鄭國漢來

說是另一個挑戰。他表示，有關排名榜
多以研究文章發表總量等作指標，本質
上對以人文和社會學科主導的「博雅
型」大學不利，認為負責機構可考慮按
類型如將「博雅型」大學分開作獨立排
名，是更公道的做法。他又指，近年博
雅大學概念於各地高等教育界越見有吸
引力，不少地方的新興博雅大學崛起，
嶺大如何面對這些競爭，都是要深入思
考的課題。

憶與學生擊掌擁抱 感受支持
擔任嶺大掌舵人一年多，鄭國漢未為

自己的表現評分，只說至今仍在逐步了
解嶺大歷史、現況等，期望改善和優化
嶺大校園及教研質素。談到深刻經歷，
他憶起去年開學首天以校長身份到嶺大
上班，當時在一個宿舍迎新活動中，有
學生跟他擊掌和擁抱，讓他感受到學生
的支持。

■記者 馮晉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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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代辛勤播
種，下一代便能享

受甘甜的果實。面對不時有人感嘆「一
代不如一代」，批評新一代大學生難以
捱苦，本身都是「播種者」的嶺大校長
鄭國漢認為，當今世界已改變，無必要
隔代比較，「父母辛苦，正是不想仔女
辛苦」。捱窮、捱苦出身的他，自小已
從事不同的低技術工作，過程中鍛煉出
的刻苦精神，令他有很大得着。他又分
享自己的處世格言：「敬業樂群」，勉
勵學生要認真看待每一份工作。

小學做剪線搬汽水吃苦
出身基層的鄭國漢，父親曾任雜工，
後來為生計轉做泥工。當年，鄭國漢為
幫補家計，讀小學時已開始第一份工
作，曾經擔任製衣廠剪線打雜，後來又
試過在汽水廠當搬運和清潔大廈外牆。
對於當年的艱辛，他至今記憶猶新，
「做到身水身汗，尤其搬汽水、疊汽
水，幾乎不用穿上衣，不停流汗」，剪
線則既長時間，又沉悶，「剪剪剪，疊
起衫，疊起褲，讓其他雜工運走。」

賺來的「辛苦錢」讓鄭國漢倍感珍
惜，更能平常心看待物質生活，「從人
的生存角度，所需的營養已經超過，其
他都是虛榮，重要是令自己心靈滿足。
經歷這種生活，已要求不多。」他表
示，雖然自己年輕時工作以體力勞動為
主，對成年後的學術以至大學管理等專
業發展未有直接幫助，卻鍛煉出難得的
刻苦精神。所以他特別與學生分享其
「敬業樂群」的處世格言，提醒大家認
真看待每一份工作所獲的經驗，更要知
足常樂。
鄭國漢又提到於美國曾看過的電視節

目，節目中黑人父親向女兒說：「現在
孩子已沒有從前辛苦了。」女兒隨即回
應：「爸爸，你辛苦，目的不是想為了
不讓我辛苦嗎？」對這些世代爭論，鄭
國漢採取較寬容態度，認同「女兒」所
指，父母總是希望下一代都幸福，不用
吃太多苦，「世界變了，我也肯定我的
子女沒有我（兒時辛苦工作）的經驗，
但這沒有問題，父母辛苦，正是不想仔
女辛苦」，但強調不能過度縱容。

■記者 馮晉研

隔代比較不必 父母辛不想子女苦

迎難而上

嶺大生增交流嶺大生增交流
衝出亞洲衝出亞洲 踏足兩洲踏足兩洲
入世界博雅聯盟結大學夥伴入世界博雅聯盟結大學夥伴 料大計最快明年成事料大計最快明年成事

播種者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晉研）

面對競爭激烈的職場，作為新手的

大學畢業生，廣闊視野和實習經驗

是踏足社會的重要裝備。嶺南大學

正積極豐富學生的學習交流與工作

體驗，校長鄭國漢早前表示，該校

每年有三分二學生到外地交流，比

例為全港院校最高。該校近年加入

世界博雅學府聯盟（Global Liberal

Arts Alliance, GLAA）， 由全球各

地多所倡議博雅的大學結為合作夥

伴，擴展交流網絡，嶺大希望能藉

以爭取機會，安排學生於亞洲以外

的兩個大洲交流一個學期，最快明

年成事。

從錯誤中學習，是成長的必經階
段，實習正提供機會，讓學生畢業前

累積職場經驗。香港駐新加坡經濟貿易辦事處今年首辦
「香港大學生東盟實習計劃」，有嶺大學生到柬埔寨、越
南等地實習，其中修讀會計的三年級生謝子含早前分享
指，曾在實習公司處理財務單據時錯漏百出，要逐步改
正。為了挑戰自己，他自發花額外時間，參考公司過去5
年的資料，撰寫建議書，期望為公司出力，表示實習令他
獲益良多。
謝子含今年暑假於越南胡志明市一地產公司進行為期兩

個月的實習，負責與會計相關的工作。他分享指，一開始
獲上司安排整理看似容易的財務單據，認為自己勝任，結
果做了兩天仍未做妥。他又試過數據出錯，填漏資料和用
錯格式，感到不好意思。

自發查公司5年資料 評估業務
明白到自己的不足，謝子含於是加倍努力留意細節，又
積極挑戰自己，閱覽公司過去5年的財務表、公司項目、
當地市場、競爭對手等資料後，決定自發撰寫建議書評估
公司業務狀況，希望可以出一分力。由於尚未了解公司運
作，謝子含要向同事逐一請教，實習工作以外，他額外花
了多個晚上，終於完成了建議書。
他又表示，實習讓他體驗到越南社會狀況，以及親身

了解亞太區內經濟體系發展，尤其是房地產方面，改變
自己過往對越南落後的印象，更正考慮日後或到當地發
展。

翻譯生：學到如何營運公司
嶺大翻譯學三年級生蕭靜文，早前遠赴柬埔寨金邊一間

由港人開設的會計公司實習。兩個月實習期內，她需要重
新包裝公司網頁，一手包辦設計、內容、翻譯等工作。蕭
靜文指，起初尚未清楚老闆要求，又不擅長設計，遇上很
大困難。整個實習期仍在不斷更改網頁，後來得到同事幫
助，工作總算順利。
她又指，老闆曾要求她就公司現行政策給予管理意見，
藉此教授她營運公司的技巧，「當地人思想與文化不同，
相處與管理也要用不同方式」，令她認識到在一個全新地
方，應如何營運一間公司。 ■記者 馮晉研

學生赴柬越實習 密密出錯悟不足
獲益良多

■鄭國漢(右一)希望學生親身體驗工作世界，了解自己興趣
和職場實際要求，為日後發展做好準備。左一為蕭靜文；
左二為謝子含。 莫雪芝 攝

■嶺南大學正積極豐富學生的學習交流與工作體驗。圖為該校外貌。資料圖片

■■鄭國漢表示鄭國漢表示，，交流夥伴和交交流夥伴和交
流學生人數穩健增長流學生人數穩健增長，，故主力故主力
提高交流質量提高交流質量。。 莫雪芝莫雪芝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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