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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發局赴廣深宣傳書展 講座作家陣容不俗

香港書香吸內地書迷南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香港貿發局主辦的第 26 屆香港書展，將於本

月 15 日 至 21 日在香港會展中心舉行。為鼓勵更多鄰近地區的讀者訪港參與該項大中華
區年度文化盛事，大會分別巡迴新加坡、台北、廣州及深圳進行路演，向各地傳媒及文
化界，率先介紹參與作家陣容及專題展覽。
悉，去年內地有 8 萬讀者赴香港書展看書、購書
據和聽文化講座，其中絕大部分為廣東居民。香港

貿發局助理總裁張淑芬日前出席深圳路演時表示︰「一
連七天的香港書展雲集全球近 30 個國家及地區，超過
580 家參展商參與。今屆香港書展的主題為『從香港閱
讀世界．一讀鍾情』，寓意遇到好書就如遇到好的戀愛
對象，一樣感到幸福快樂，豐富人生閱歷，希望香港書
展能鼓勵大家與書本多談幾場戀愛。」

李歐梵任年度作家
今年由香港書展文化活動顧問團推選的年度作家，
是著名人文學者兼文化人李歐梵教授。李教授生於內
地，之後隨父母移居台灣，畢業於台灣大學外文系。求
學期間，李歐梵已投入文學創作，曾與同學白先勇等人
創辦《現代文學》雜誌，大學後到美國深造，又於美國
多家知名學府任教，現定居香港，擔任香港中文大學冼
為堅中國文化講座教授。
李歐梵醉心近代中國文學研究，魯迅和張愛玲等都
是他的研究對象，於學術界地位崇高。教學及研究之
餘，他亦發表不少評論文章，除了將評論結集成書，他
亦有撰寫散文及小說。
除此以外，李歐梵的興趣廣泛，鍾愛音樂、電影和
建築，亦多次執筆跟讀者分享他對這些題目的見解。香
港書展的年度作家專區，將會以「只緣身在此山中」為
題，以李教授的三個身份──文化人、學者以及業餘愛
好者，分成三個部分，向參觀者展示這位多元文化人在
文化界不同領域的成就和貢獻。書展期間，大會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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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教授連同他的文化界好友，主持三場分享會，與
讀者近距離接觸。

粵語流行歌詞展將成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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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書展的文藝廊展覽重視本土、放眼神州，每
年文藝廊都為參觀者帶來不同題材的文化專題展
覽。今年的文藝廊除了年度作家專區外，另一焦點
是「詞情達意 香港粵語流行歌詞半世紀」展覽。粵語
流行曲的影響力，並不局限於香港，同時亦陪伴許多華
南地方的人成長。粵語流行曲的歌詞既反映社會發展、
人文生活，同時是很多人情感的寄托。
是次展覽將結合音樂、影像等多媒體元素，再配合多件
珍貴展品，包括著名填詞人的手稿和經典唱片等，向參觀
者呈現粵語流行曲的發展，從而折射香港的社會變遷。大

會亦舉辦多場相關講座，包括香港殿堂級填詞人林夕分享
會、不同年代詞人對談，以及歌詞寫作分享會。

中外名家聚書展開講
每年的香港書展除了是讀者搜羅各地讀物的黃金機
會外，亦讓讀者有機會一睹作家風采，並作近距離交
流。今屆書展繼續設有七大講座系列，當中與《明報》

及《亞洲週刊》合辦的「名作家講座系列」，繼續請來
兩岸以至海外的華文作家。來自內地的名作家包括三次
榮獲魯迅文學獎的遲子建、善寫官場小說的王躍文，亦
有年輕暢銷作家九夜茴和張嘉佳、詩人余秀華等。來自
台灣的作家包括龍應台、陳若曦、季季等。海外的華文
作家，包括來自美國的查建英及馬來西亞的李桑等，亦
會現身香港書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道）香港飲食天王美食廣場在穗啟
動儀式，日前正式拉開帷幕，這意味着廣州市民在家門口就能品嚐原汁原
味的香港美食。香港飲食天王創辦人梁震宇在儀式上表示：「在廣州打造
首個純香港的正宗美食空間，單是正宗二字，就一定可以成為羊城市民搵
食新地標。」
梁震宇說，「現今個人遊遊客減少來港搵食消費，香港本土飲食租金成
本驚人。匯聚港式美食，首發站先到廣州，無疑是很多香港美食品牌的新
出路。」他續指，為了把極具特色的香港美食引進廣州，他已走遍香港各
區，邀請了諸多地道的香港美食品牌，抱團進入內陸市場。
據悉，該美食廣場建築面積達 5,000 餘平米，預計於 9 月 1 日正式在穗開
業。屆時，將有 20 餘個香港知名餐飲品牌亮相，當中更不乏米其林（港稱
米芝蓮）級的餐飲品牌入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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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廣東傳真

廣州南沙創業基地掛牌成立

■ 廣州南沙創業基地揭牌情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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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古寧 廣州報道）廣州南沙
（國際）創業基地前日在廣州市香港科技大學霍英東研
究院正式掛牌成立。早在今年 4 月，中國（廣東）自由
貿易試驗區掛牌儀式上，科大霍英東研究院揭牌已獲廣
東頒授「粵港澳（國際）青年創新工場」牌匾，並正式
掛牌成立粵港澳（國際）青年創新工場。
香港科大霍英東研究院成立於 2007 年，是目前唯一
由香港高校在廣東設立的粵港合作科研平台。今年初，

該院以創建創業示範基地為目標，配合廣東自貿試驗區
南沙片區建設需求，整合香港科大、國家「千人計劃」
專家學者及海外高層次領軍人才組成的創業導師隊伍已
達 30 人，並為入駐孵化的創業團隊在南沙發展，提供
商事登記、財稅、人事、法律、知識產權等代辦服務。
目前，在邀創的項目小組及團隊近 20 個，已在公司孵
化階段的科技團隊 4 個，AIG 航空興趣小組和無人船 2
個工業角也即將入駐啟動。

莞擬建粵港澳服貿示範點

港商抱團進軍廣州 打造飲食新地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花 東莞報
道） 廣東東莞市政府新聞部門透露，
2015 年在莞港企升級轉型聯席會議近日
在港召開，東莞市政府與香港貿發局簽
署了《利用粵港服貿自由化機遇全面加
強合作備忘錄》（以下簡稱「備忘
錄」），雙方將在會展業、服務貿易、
電子商務、人才培訓和企業走出去等 5
方面全面加強合作。未來東莞重點發展
的服務業在生產性服務業領域，例如工
業設計、創新研發、服務外包、人才培
訓、企業諮詢等。
此次簽署的備忘錄涵蓋五大方面，共 19
條具體的政策促進莞港在服務貿易方面的
合作。在會展業方面，香港將在「加博
會」、「海博會」、「漫博會」等展會方
面，邀請境內外客商參展、採購，進一步
提升展會的影響力和吸引力。東莞對符合
條件的參展企業，按有關政策給予資助，
共同開拓國內外市場。
備忘錄指出，東莞未來將積極引進香港
先進服務業機構，將在東莞打造幾個粵港
澳服務貿易自由化的示範點，具體包括水
鄉特色發展經濟區、東莞外貿轉型升級支
援服務中心、松山湖粵港澳文化創意產業
實驗園區，接下來這些示範點將成為深化
莞港合作的重點平台。

內地實習體驗精彩生活

港生：我是中國人
「如果有人問我是哪裡人，我一定會答自己是中國人，是從香港來的中國人。」已經連續

  '


兩年在內地實習的香港大學生吳碧琪這樣說。香港回歸 18 周年前夕，本報記者在北京遇到了 3
位在內地實習的香港大學生吳碧琪、鄧詩穎和黃子權，3 人均表示，在內地工作生活的精彩，
只有親身經歷才知道。內地有着廣闊的發展空間和無限機會，會考慮留在內地長期工作和生
活。

吳碧琪和鄧詩穎今年都是第二次來內地實習。去年，她們分別在上海和北京
實習過兩個月。她們對內地工作生活節奏已駕輕就熟，很快適應了新的實

習崗位。香港城市大學會計系三年級學生吳碧琪在中國中化集團人力資源部實
習，「公司給我安排了蠻多工作，還會參加一些小型會議，公司想盡快讓我了
解公司的運作。」就讀於香港浸會大學國際新聞二年級的鄧詩穎則在北京貿易
促進局國際聯絡部實習，主要負責核對一些文件中的中英文翻譯是否準確。與
兩位女生相比，黃子權的內地生活經歷則更加豐富。就讀於北京大學國際關係
學院三年級的他如今已是個「北京通」，說話也帶着「北京腔」，今年他要到
著名的房地產企業高力國際實習，去年他曾在貝恩諮詢公司實習。

對內地發展看得更清楚
「來內地前，總有這樣那樣的想像，來了之後發現與想像的很不一樣。在內地
工作生活的精彩，親身經歷才知道！」被問及為何連續兩年選擇到內地實習時，
吳碧琪說。「如今整個世界，不單是香港，都在關注着中國內地的快速發展，在
內地的經歷不只是可以豐富視野，還可以提高自己的核心競爭力。北京又是中國
的政治文化中心，來到北京，可以將內地的發展看得更清楚。」去年吳碧琪選擇
了上海實習，因為她聽說上海與香港很像，甚至很有可能超越香港，她就要去看
看，今年她則選擇了北京。去年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實習的鄧詩穎則認為，每一
次的在內地的工作機會都很難得，所以她今年選擇了北京政府部門，「要有不一
樣的體驗」。
擠地鐵、吃美食，與北京的年輕人一樣，這3個年輕的香港大學生在北京過
着最接地氣的生活，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內地生活。被問及對內地的印象時，3
人均表示，與之前在香港聽說過的和在一些香港媒體上看到的「很不一
樣」。黃子權坦言，到北京上學才感受到內地的發展，看到了內地的人和企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靜、實習記者 劉問渠 北京報道
業都在積極創新和改變。 他又稱，自己在香港科大、中大的同學去年也已經
在北京創業。
鄧詩穎說，自己是香港青年學生交流網絡的副主席，「這是關於內地的一
個媒介，我想通過這個平台，讓更多的香港青年人知道內地是什麼樣子，我
■黃子權（右）、吳碧琪（左）、鄧詩穎（左二）與李蘊妍（右
們在內地做了些什麼。」
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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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及國民身份認同感時，擔任北京大學香港文化會會長的黃子權說：
「我們這個社團的宗旨是促進兩地交流，讓大家加深對彼此的認識，加強一
種共同的國民認同感。」他坦言，確實存在香港年輕人不認同國民身份的問
題，「問題發生的原因都是不了解，對對方都會有錯誤的假想，然而通過對
香港特區政府駐京辦高級政務主 播電台等中央媒體，以及北京市多
話可以解決。」
吳碧琪和鄧詩穎則表示，通過在內地的實習對自己的國民身份的認同加深 任李蘊妍介紹，與吳碧琪、鄧詩穎 個街道辦事處、團委組織。
李蘊妍稱，香港大學生暑假內
了很多。吳碧琪特別提到，「如果有人問我是不是中國人，我一定會回答， 一樣，目前在內地實習的香港大學
生有310人，他們分別在北京、上 地實習計劃旨在加深香港大學生
是的。我會說我是從香港來的中國人。」
海、大連等不同崗位實習，為期六 對祖國的認識，鞏固中國人的身
會考慮在內地長期生活
周。這些大學生參加的是香港青年 份認同，這也是今年一月發佈的
會不會在內地就業，長期在內地生活？3個人都表示，如有機會一定會考慮。黃 聯會和香港志願者協會合辦的「共 特區行政長官施政報告中很重要
子權表示，之前在諮詢公司實習時，涉獵過金融、餐飲、服裝、互聯網等各個行 創系列」暑期實習計劃。她介紹， 的一環。
港府駐京辦則為在北京的香港青
業，深刻地感受到了內地的發展前景，尤其互聯網創業，「北京在將來很可能會超 已有 1,700 多名香港大學生通過這
年人提供各個方面的幫助，包括諮
項計劃獲得在內地實習的機會。
越硅谷。北京有很多很好的機會，在這裡可以接觸很新的東西。」 鄧詩穎也表示，
據悉，負責接收「共創系列」實 詢服務，提供生活百科、醫保信息
一定會考慮北上就業的機會，她說，「作為大學生，我們應該想長遠一些，畢業
後，看看自己的領域在外面的環境中如何發展。年輕人應該要試着離開自己的 習生的內地機構多達 72 家，包括 等資訊，還負責聯絡港人團體的實
中電集團、中鐵總公司等國有企 習機會，同時也會舉辦豐富多彩的
comfort zone（安樂窩），在舒適的環境不會見到不可預知的挑戰與困難。」
吳碧琪坦承在內地就業會離開家人，但她依然會嘗試，因在內地發展機會 業，國家博物館、中國美術館等文 活動，召集在北京的香港青年，為
博單位，中央電視台、中央人民廣 他們建起人脈網絡。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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