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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應「一帶一路」
理大生絲路探路

先訪西安寧夏再入土國以國 了解沿路發展增競爭力

放
眼
世
界

文匯教育新聞透視眼A25 ■責任編輯：簡 旼 2016年1月18日（星期一）

聖馬可停收小一生
6年後停辦

學界正能量學界正能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去年9月
一度傳出停辦消息的筲箕灣聖馬可小學，
校監昨日發通告向家長確認，下學年起停
收小一新生。校方解釋，教育局否決重建
或重置校舍導致運作困難，但承諾會讓校
內所有學生讀至小六畢業。換言之，該校
將在6年後停辦。教育局表示，該校尚未
提交停辦具體計劃，已提醒學校須就停辦
事宜全面諮詢教職員及家長，以便作妥善
安排。
聖馬可小學自1965年開辦，至今有逾50
年歷史，該校目前只開辦8班，本學年更只
有1班小一。校方於通告承認，長期面對學
生不足問題，加上校舍殘舊，學校運作極不
理想，早前曾向教育局申請重建或重置校
舍，但局方以東區小學學額有餘，無足夠學
生人數保證學校能長期營運，因此否決申
請。校方形容停辦是艱難決定，希望家長包
容。
資料顯示，聖馬可小學早於去年9月已傳
出停辦消息，當時校方稱是「一場誤會」，
但承認校舍落成超過50年，已相當殘舊，每
年都要巨額開支維修，更曾試過一次花300
萬元修葺，欠缺政府資助下，校方難以負
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
忞）馬拉松代表着耐力與堅
持，為培養學生這些優良特
質，香港中文大學善衡書院與
協助吸毒青少年改過自身的正
生書院組織10名師生成立馬拉
松聯隊，苦練半年後出征馬拉
松發源地希臘，挑戰42公里全
馬賽事。
不同背景的學生互相勉勵，

有正生學生忍着腳傷堅持作
賽，途中更不忘為中大同學打
氣；在高昂戰意下，所有成員
成功衝線。雖然沒有奪得任何
獎牌，他們卻贏得真摯的友誼
及畢生難忘的經驗。
中大善衡書院院長陳楚筠表

示，書院在 2012 年成立長跑
隊，希望以運動凝聚學生。他
在偶然機會下前往正生書院，
見識過正生學生的堅毅和刻苦
精神，於是向正生校長陳兆焯
提出，讓兩校學生組隊參加馬
拉松，希望他們一同完成創
舉。陳兆焯一口答應，最終兩
校共有6名學生和4名導師組成
聯隊。

中大生製魚蛋迎正生「破冰」
聯隊在去年4月於中大校園首次練跑，兩
校學生彼此頗為陌生，幾乎沒有交流。結
果，中大生馮正樺以自製咖哩魚蛋和飯團接
待正生同學，成功「破冰」。除了練習外，
正生學生亦在去年暑假在善衡書院參與三日
兩夜的跑步訓練營，團員總算增加了對彼此
的了解。
去年11月8日，聯隊到希臘雅典作賽，中
段的19公里是連續上斜路。中大隊員張健朗
指，「很多跑手邊跑上斜路邊講粗口發
洩」，他亦一度想放棄，但得知正生學生謝
德衛和曹進彥雖有腳傷，仍堅持下去，激勵
自己要完成賽事。
馮正樺則笑言自己最愛「留力」，經常落
後，比賽時謝德衛與他並肩而跑，更不斷鼓
勵他，最終兩人以5小時18分一起衝線。聯
隊中成績最好的成員是中大學生曾福祥，約4
小時完成比賽。聯隊成立時，隊中唯一女
將、中大生陳艷瑤構思了「Different Routes,
Same Destination」（殊途同歸）的口號，結
果聯隊成功做到，所有成員順利衝線。

正生人：對大學生改觀
長跑見證了年輕人的毅力，也改變了正

生學生對大學生的觀感。謝德衛坦言，
「以前覺得大學生只愛行街、睇戲、食
飯」，直至中大長跑隊長途跋涉到芝麻灣
校舍與他們一同跑山，才令他對大學生改
觀。陳艷瑤認為，正生學生雖然曾犯過
錯，「但現在已經改變了很多」，眼見正
生師生之間關係十分密切，她覺得很難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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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正樺（左）和謝德衛一起衝線。
中大供圖

理大中國內地事務總監羅璇表示，早在2002年已開
始跟內地西交大合作，為西部地區作企業管理人才

培訓。近年國家大力推動「一帶一路」，理大隨即響應
並參與，包括與俄、意、德、法、泰、中亞等來自22個
國家及地區的百多所大學共同成立「新絲綢之路大學聯
盟」，並在此平台上跟各大學交流，「絲綢之路青年領
袖計劃」正是其中一個核心項目。

港經濟存限制 須外找機會
「一帶一路」為學生帶來龐大機遇，羅璇解釋指，香

港經濟實體存在限制，學生有必要向外尋找機會，但歐
美市場早已飽和，適宜往中亞新市場探索機遇，例如金
融發展或天然氣等能源開發，對中亞地區而言仍是「處
女地」，大有可為。此外，隨着國家在「一帶一路」經
濟帶積極發展，沿路基建工程亦蘊含無限商機，「當中
以鐵路建設最明顯，畢竟內地高鐵技術日漸成熟，將進
一步延伸至不同發展中國家，幫助貿易發展。」這些範
疇中，必然涉及不同內地或香港大公司，學生假如對中
亞地區文化、民族、宗教、經濟發展有一定理解，這份
國際視野將為學生未來就業競爭帶來正面幫助。
「絲綢之路青年領袖計劃」分三階段帶領同學走訪絲
路，第一階段到訪西安及寧夏，第二階段進入土耳其及
以色列，最後階段探訪吉爾吉斯斯坦，要求學生了解當
地文化，同時學習如何服務社會，成為稱職的領袖。

成果計入「服務學習課程」學分
目前學生已完成首階段探訪，正積極籌備下月開始的
土耳其及以色列之旅。中國內地事務處拓展主任歐羡雪
指，此行將集中參與當地大型演講及青年論壇，一方面
了解當地民族及文化，另一方面分享少數族裔本港生活
狀況，訓練學生從多角度思考的能力。最後階段於今年7
月進行，學生前往吉爾吉斯斯坦，善用資訊科技協助當
地農村兒童學習，成果將計算入理大學生必修的「服務
學習課程」，學生可取得學分，所以同學事前必須做足
準備，絕不馬虎。

未來安排訪越南拓眼界
計劃非常重視培養服務精神，歐羡雪解釋指，服務業
是本港其中一個主導行業，金融、法律等亦屬專業服
務，學生要習慣了解他人需要，才能提供有效適切的服
務，對其將來就業大有裨益。理大未來會繼續籌辦更多
響應「一帶一路」活動，例如沿「海上絲路」到訪越南
等國家，讓更多學生開闊眼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為響應國家

大力發展「一帶一路」跨國經濟發展策略，香

港理工大學聯合北京大學及西安交通大學合辦

「絲綢之路青年領袖計劃」，精挑細選50名

未來棟樑，進行為期一年的領袖訓練計劃。他

們可走訪古絲綢之路，了解沿路國家及地區的

發展面貌，為將來就業以至面向世界作好準

備。計劃負責人相信，「一帶一路」為學生帶

來多方機遇，親身體驗有助認識當地文化，也

可提高自身競爭力。

西北風光正好 搵工放長雙眼
「絲綢之路青年領袖計劃」第一階段已在剛

過去的暑假完成，其中兩名參與學生回顧18天
西安寧夏之旅，有機會探訪及服務當地基層兒
童，學習如何用心服務，顧及對方感受；又見
識到內地高科技航空及農業發展，見證西北地
區高速發展，發現將來就業選擇絕非僅局限於本

港市場，「一帶一路」沿路城市皆充滿無限可能。
理大土木及環境工程學系學生湯穎豪、紡織及製衣學

系學生雷慧琳有份參與「絲綢之路青年領袖計劃」首
階段西安及寧夏之旅。雷慧琳表示，西安素有「歷史
文化之都」美譽，古蹟「兵馬俑」世界聞名，但自己
出發前對西安的認識僅止於此，經過今次旅程才發現
當地科技水平殊不簡單，「參觀西安閻良航空設施，
了解寧夏先進農業設備，從灑水系統以至運輸設備均全
面科技化，大大改變了我對西安的既有印象。」

港人赴西安耕作追夢
過去從未踏足內地的湯穎豪，曾受本港媒體及「水

貨客」形象影響，對內地整體印象較負面。經過是次
親身經歷，發現不少內地人非常親切，令他大為改
觀。此外，湯穎豪指，旅程中遇見一名隻身前往當地
從事耕作的港人，對方一直夢想從事農業工作，加上
看好當地農業前景，毅然離港追夢。湯穎豪為此深受
啟發，一方面反思追尋理想生活的重要，另一方面亦
發現「一帶一路」沿路城市的確充滿商機。
領袖計劃讓學生走訪不同地方培養國際視野，亦重

視培養學生服務他人的精神。校方安排50名大學生分

成4組參與服務體驗活動，湯穎豪及雷慧琳獲派到西
安團結村，服務當地流動兒童，感受甚深。據了解，
該批兒童均為農民工子女，自小離鄉跟隨父母外出打
工，因為無戶籍所以不能到主流學校上課，生活艱
苦。

服務流動兒童 避免展示奢侈品
湯穎豪及雷慧琳跟組員希望為孩子帶來歡樂，準備

了填色及棋類遊戲跟他們同樂，當中合唱中國童謠環
節，讓湯穎豪明白到顧及服務對象感受的重要性，
「一班同學本打算以手機輔助顯示歌詞，但顧慮到當
地兒童生活貧困，擔心展示奢侈品讓人難受，於是連
夜印製歌詞，與孩子相處時盡量避免展示手機。」湯
穎豪坦言，用心考慮過每一個服務細節，期望做到最
好，深深體會到服務他人的意義。
對於國家近年大力提倡「一帶一路」，湯穎豪及雷慧
琳均指，過去只從電視媒體獲得訊息，對實際內容不太
了解，現在可親身到這些城市走走，開闊眼界的同時，
也可令思想變得多元化。兩人稍後會隨隊前往土耳
其、以色列、吉爾吉斯斯坦等地。修讀紡織及製衣學
專業的雷慧琳指，自己對民族服裝充滿興趣，期望此
行了解到中東時裝市場發展，「不僅只留意巴黎這些
時裝勝地，中東市場目前仍有待發掘，商機更大」，
相信這可為未來事業發展作好準備。湯穎豪認為此行
經驗寶貴，發現西部地方或中東地區有不同基建工作正
在進行，相信對土木工程師需求很大，將來考慮出路
時，目光不再只停留在本港市場。 ■記者 姜嘉軒

■同學走訪絲路大開眼界。 理大供圖

■湯穎豪指服務前用心考慮過每一個細節，期望做
到最好。 理大供圖

■雷慧琳剛在去年暑假完成西安及寧夏之旅。
姜嘉軒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徵兵、胡若
璋佛山報道）來自香港大學、香港城市
大學、香港浸會大學等高校44名大學
生，參加未來之星同學會舉辦的「國情
教育佛山行」，於本月16日走訪佛山科
技學院，聽取該校教授對佛山的詳盡介
紹；遊覽隱藏在鬧市中的南風古灶，感
受煙雨中的嶺南古建築之美。他們近距
離與廣東省非遺傳承人、佛山剪紙大師
饒寶蓮互動剪紙。最後，同學更在佛山
舉辦了內容豐富的分享會，就自己關注
的熱點諮詢當地領導，氣氛熱鬧。

馬亮照：「佛山製造」享譽世界
「國情教育佛山行」由香港文匯報、
未來之星同學會及佛山市政協主辦，並
得到佛山科技學院、共青團佛山市委員
會大力支持。佛山市政協副主席馬亮照
在歡迎儀式上談及祖籍佛山的華僑和港
澳台同胞多達140萬人，其中港澳同胞
就有80多萬人；佛山作為中國先進製造
業基地、廣東重要的製造業中心，創造
了其獨特的「佛山模式」，也使「佛山
製造」享譽海內外，也給有志青年提供
創業、就業的好平台。

王樹斌邀港青赴佛山創業
共青團佛山市委員會副書記王樹斌指
出，佛山港資企業佔外資企業六七成，

有些企業更特意引進香港年輕人來參與
的日常管理。此外，內地正在提倡「大
眾創業，萬眾創新」，因此佛山與某知
名創投公司合作，投資百億元創立「創
新創業互聯網+」基金支持年輕人，王
樹斌更當場邀約有志創業的學生來佛山
考察。他考慮到學生對內地政策福利存
在認識的盲區，於是現場拍着胸脯表
示，「有意向的學生朋友，可以和我加
微信，只要你聯繫，我們就一定奉上無
微不至的引導服務。」話音剛落，就贏
得了學生歡聲及掌聲。
城大國際研究專業三年級生盧麗雲表

示：「半天的行程，緊湊的走訪，沒想
到也能聽聞佛山這麼多好故事，希望下

一次可以來佛山進行一次深度遊。」在
浸大修讀政治與國際關係的徐嘉豪坦
言，本身祖籍是佛山，卻從來沒有和家
人一起到過佛山；短短半天的遊覽和互
動，對佛山總算有了初步印象，希望日
後假期可以和家人再來，感受傳統文
化，同時尋根，「雖然祖宅早已不復存
在，但我想知道我的祖輩原本來自哪
裡。」
佛山市政協副主席馬亮照認為，活動
最大特色是以剪紙為橋樑，加深了香港
同學對佛山的認識，促進了佛港青年文
化交流，希望未來兩地能通過類似活
動，讓更多香港青少年來到佛山，了解
傳統文化，品嚐精美小食。

大師教剪紙 裁出生肖猴
剪紙是中國傳統藝術，憑着藝術

家一雙巧手，可以剪出千變萬化的
圖案。今次「國情教育佛山行」，
大會安排港生與佛山剪紙「非遺」
傳承人饒寶蓮老師見面，並在南風
古灶為大家傳授了別開生面的剪紙

藝術課。剪紙互動環節上，饒老師為學生
佈置命題創作──生肖猴，以此傳遞自己
對年輕人的新年祝福。喜歡拍照的饒老師
與同學合照、自拍，彼此拉近距離。
剪紙課堂上，同學熱烈討論，並獲饒

寶蓮親自傳授最傳統的佛山剪紙技藝。
饒老師和同學互動講解時，可以手不看
刀，憑着感覺，幾刀便剪出可愛的猴
子，令同學嘖嘖稱奇。
城大國際研究專業的學生Crystal指，現

在許多時尚品牌會融合很多中國風設計，
可是作品一出來，效果讓人哭笑不得，所
以要做到好看的中國風設計，就得像饒大
師這般，潛心努力，信手拈來，才能在設
計上揮灑自如。

■記者 蘇徵兵、胡若璋佛山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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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饒寶蓮教學生剪生肖猴。 胡若璋 攝

■未來之星同學會「國情教育佛山行」首站到達佛山大學。 胡若璋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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