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生北上交流 體驗記者甘苦
「范長江行動」再啟動 「兵分四路」了解祖國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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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

希雯）為讓香港學生體驗

傳媒工作，香港大公文匯

集團於2014年時首次舉辦

「范長江行動」，讓港生

到內地實習感受記者的甘

苦。延續過往兩年的成

功，「2016范長江行動」

再次成行，並獲中央政府

駐港聯絡辦公室及香港特

區政府民政事務局支持。

活動昨日舉行啟動禮，八

十多名來自不同院校的獲

選學生，將分別展開「甘

肅行」、「內蒙古行」、

「國企行」和「港企行」

的採訪交流體驗，深入認

識國家的社會狀況。

生生 規規劃劃涯涯

保險從業員 助人亦助己

搞好關係 謹言慎行

凡人皆有一
死，既是命中注
定，其實也沒有
什麼可以害怕，

反而是一種混合的情緒：恐懼來自因不知
時地人與方式，遺憾源自突然失去手上
所有，而擔心，則來自對親友的思念與
自身的責任。為此，有些人選擇買保險
未雨綢繆，為下一代作最好的準備，思
念以外，提供更實質的支援讓身邊人繼
續人生路。

不只是見錢開眼
曾擔任救護員的黃浩斌（Isaac），
目睹過太多意外與病患，讓他後來走
上保險從業員之路。不少人對這行業
仍帶着「見錢開眼」的偏見，但他卻
深信，自己所做的事能幫助更多人獲
得生命的保障。
Isaac最初投身救護工作，或多或
少與身邊人常稱讚他熱心助人有
關。經常出入醫院及事發現場，目
擊過大大小小血淋淋的意外，也曾
聽過不少患者親述的故事，清楚很
多人在生病或意外發生後迅即會遇
上經濟困難，讓他開始反思對患者
而言，除了第一時間接受治療
外，如何才能幫助他們真正走出
困境。

「結果有次我打籃球時不慎受傷，事出
突然，自己也不知該如何安排，隊友問我
否有買醫保，原來我是可以即時到醫院做
檢查的，那時才知道自己花錢買的計劃是
怎麼一回事。」他開始主動了解保險資訊
及行業動向，後來更決定投身保險業。
轉工作後他的工餘時間較多，除了個人

興趣與陪伴家人外，他都將時間花在工作
培訓與進修上。

中五畢業 還需考試
Isaac表示，政府現時規定新入職保險
從業員必須中五畢業，除獲豁免外，所有
保險代理人須通過「保險中介人資格考
試」。他建議有志者最基本需報考卷一
（保險原理及實務考試）、卷三（長期保
險考試）並取得合格成績。至於另外三份
考卷就視乎保險中介人將來是否會進行相
關業務而選擇性考取。這三份考卷包括卷
二（一般保險考試）、卷四（強制性公積
金計劃考試）及卷五（投資相連長期保險
考試）。
別以為通過考試就可以不用再讀書，根

據業內「保險中介人素質保證計劃」，保
險中介人必須每年修讀不少於10個學
分，登記方可獲得續期。他們可參加不同
講座或相關課程等取得學分。這樣可以讓

他們提高業務知識及技能，了解市場各方
面新資訊，在訊息萬變產品日新月異的當
下保持競爭力，給予客戶最好的保障。

兼管理財計劃
Isaac指，公司現時以全職同事為主，

使每人都能專注在業務及每一位客戶上，
能夠給予客戶最貼心服務。「近年保險從
業員已改稱理財務策劃顧問，因要為客戶
制訂全面保障，就必須對其財務狀況作分
析，而了解客戶的收入、支出、家庭現況
等資料並分析後，我們又可以為客人建議
一些理財計劃，為長遠的未來作好準
備。」
Isaac坦言，打工仔一定會看薪金，但

能讓客戶得到最好的保障及理財計劃，就
是他最有成就感之時。「我深信，只要抱
着樂於助人的心態，客人自然會感受到，
並會信賴我的建議與決定，這種關係才最
長久而暖心。」

7月13
日，文憑
試 放 榜
日。你等

候着拿取成績表的時刻，這等待時
間特別難熬。好不容易等到老師叫
出你的名字，你一看成績表，你
會？
放榜前後感到壓力是常見的。就
處 理 壓 力 的 方 法 （Coping
strategy），「正面技巧」（Positive
techniques）是有效處理壓力之方法
之一。其中的一項，就是在事前預測
可能出現問題的不同狀況，並預先考
慮要如何處理這些狀況，以減少發生
時的惶恐不安。簡單來說，就是「居
安思危」。
回到放榜當天，同學接過成績表的
時候，其實離不開三種狀況：（一）
比預期成績為佳；（二）比預期成績
為差；或（三）與預期成績相若。當中
情緒起伏最大者，無疑是出現在前兩種
狀況。
要有效處理放榜時所出現的情緒，我
們需要預先準備。同學可想像不同狀況

出現時可以作出的回應。同學可以沿着以下這些問題
思考：
1. 你是否已經得到某院校的有條件取錄通知？
2. 你有否就某感興趣的非聯招院校的課程報名？你是
否已經了解到你可以選擇的不同出路，以及這些不
同出路的分別之處？

3.如果所考獲成績較期望的差，你會如何應付？例如
在聯招上需要作出怎樣的調配？

4. 如果成績未必能考進資助大學的學士課程，你會怎
樣？你會否考慮自資大學的課程，或副學士等的自資
課程？會否重讀？海外升學是否一個選項？而家庭的
經濟狀況又是否能夠支持這些選項？

5.對已經得到有條件取錄通知的同學來說，你應想像如
果成績達不到取錄要求的情況時，你會如何應付。

6. 如果成績是與過去幾年大學的最低收生分數相若，你
又會如何處理？

7. 如果成績較預期為佳，你在聯招上會作出怎樣的改動？
例如，你會否考慮嘗試把某幾個收生要求較高的科目
（對你而言）放在名單較前的位置？

思考應對方法 免臨彷徨焦慮
就我個人經驗而言，不論成績分數高低，當同學事前已
經就不同情況思考過一些應對方法，他們在放榜當日的表
現一般是較為清晰穩妥。而感到彷徨焦慮的同學，往往是
事前並未作通盤考慮的。
放榜當日，有喜有悲，實是人之常情。不過同學其實還是
有不少出路的選擇，實宜以平常心面對。祝願各位的成績都
能反映出你們在過程當中的努力！

做
好
準
備
放
榜
無
患

最近看到一份全世界
工時比較報告，香港成
為全球工時最長的地
方，平均每周工時超過

50小時。可想而知，長時間工作下，與同事建
立良好關係十分重要。聽過身邊的朋友提及現
在90後的職場新鮮人，大多對他們的評價是不
懂人情世故。綜合他們的看法，「慎言！慎
行！」就是對新鮮人一個好好的提醒。

花言巧語 容易失信
新鮮人不時希望透過讚美別人或說笑話來討

好同事，但有時什麼事都讚，甚至刻意去讚，
就會變得虛假。同事的衣着髮型往往就是最容
易成為讚美的話題之一，但有沒有想過也許別
人介意你對他們評頭品足。
至於笑話，新鮮人自以為風趣幽默，有時更

大講有味笑話，要是男同事遇到女同事，更會
招致性騷擾的罪名。因此，職場新鮮人應慎
言，按照場合說適當的話，且要做事要細心；
做事要積極主動，遇到同事需要幫忙的時候，
便主動提供協助，人緣便從中建立起來，而不
是單靠花言巧語。

以禮相待 尊重別人
每天上班，與同事打招呼並送上一個微笑，

下班時說聲再見，是對同事的基本禮貌。千萬
不要選擇性只對上司或自己熟悉的同事問好。
接受同事幫忙後，即使只是遞上一份文件，也
要說聲：「謝謝！」當同事前來找你商量工作
的時候，要站起來跟同事交談，別像上司一
樣，坐下來聽同事匯報工作。如上司跟你說話
更要站起來，以示尊重。與同事一起用膳時，
不要只點自己喜歡吃的食物，更要主動詢問同

事對食物的喜好；而且同事點菜時，切忌諸多
挑剔，謹記你不是自己一個人用膳。

努力工作 虛心受教
當工作遇到困難時，要虛心請教同事處理方

法，但切記不要只表示有困難做不到，要明確
說出困難的地方，並表示自己曾嘗試的解決方
法，避免讓人留下一個「沒有用腦工作」的印
象。當看到同事工作的優點，要好好學習，反
之，則引以為鑑，千萬不要取笑同事，警剔自
己別犯同樣錯誤。
能做到尊重別人和工作，便能與同事建立良

好人際關係及有效溝通！

■■文浩輝（學校發展主任）
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
「賽馬會鼓掌．創你程計劃」

■■梁璟璣梁璟璣
學生發展學科辦事處學生發展學科辦事處
高級項目主任高級項目主任
職業訓練局職業訓練局

撰文：「賽馬會鼓掌．創你程計劃」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生涯規劃服務隊
（香港島及離島）

FB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hkywcaclap

■■一次打籃球受傷一次打籃球受傷，，令令
IsaacIsaac投身保險界投身保險界。。

作者供圖作者供圖

各路線行程表
甘肅行

到蘭州新區採訪中國石油蘭州石化公司、到會寧縣
參觀採訪紅軍會師紀念館、到慶陽市採訪中國農業
博物館慶陽分館、到平涼市參觀採訪崆峒山生態文
化旅遊示範區

內蒙古行
採訪伊利集團、烏拉特中旗草原、烏海的書法城和
桌子山岩畫、額濟納旗東風航太城、騎駱駝訪牧民

國企行
到深圳採訪招商局集團旗下企業、到上海採訪華潤
超市、上海證券交易所、到蘇州採訪協鑫集團和到
北京採訪中國建設銀行總部

港企行
到東莞參觀SML集團（東興商標織繡有限公司）、
到廣州參觀採訪中滔環保集團、與鼎駿貿易管理
層交流、到清遠參觀採訪建滔化工廠

資料來源：2016范長江行動 整理：記者 吳希雯

啓動禮昨日於大公報展覽廳舉行，由香港大公文匯傳
媒集團董事長兼社長姜在忠、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

華、中聯辦青年工作部部長陳林、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
副董事長兼總經理歐陽曉晴、中國香港何耀棣慈善及公益
事業公司董事長何耀棣和孫少文基金會主席孫燕華等主
禮。招商局集團辦公廳主任李亞東、中國港中旅集團公司
辦公廳副主任宋歌兒、中國太平保險集團有限責任公司辦
公室副總經理程春華、保利協鑫能源控股有限公司投資者
關係總監楊路等嘉賓，亦到場為學生打氣。
「范長江行動」取名自大公報著名記者范長江，其著作

《中國的西北角》於1935年在《大公報》連載，一舉成
名，影響深遠。姜在忠在啟動禮上致辭時，鼓勵學生通過
重走范長江之路，了解祖國歷史文化及發展成就，期望透
過專業培訓，為學生的職業生涯打下堅實的基礎。
他祝願學生在活動中開拓視野，繼承范長江精神，並感
謝社會各界對活動的支持。

劉江華︰項目獲特首高度評價
劉江華指出，范長江不怕艱苦、言為家國的高尚情操，

值得青年人學習。他高度肯定「范長江行動」，表示項目
自舉辦後，獲行政長官及社會各界高度評價。他又寄望學
生把握機會，認識國家的社會狀況，為國家和香港多作貢
獻。
隨後，一眾嘉賓在全場師生及嘉賓的見證下，將是次活

動旗幟授予學生代表，宣佈「2016范長江行動」正式啟

動。今年活動分4條路線進行，分別是於本月20日出發的
「港企行」，以及於7月至8月間陸續啟程「內蒙古
行」、「甘肅行」及「國企行」。學生將到廣東、內蒙
古、甘肅、上海、杭州、北京等地，一邊觀察、一邊採訪
和寫作。

沿范長江西行路線採訪交流
為發揚范長江精神，港生會沿范長江的西行路線，到內
地採訪交流，體驗規範的新聞訓練。首屆學生寫下20個
新聞版面的報道，去年活動規模更大，近八十名港澳大學
生共發表二百多篇文章。
今年活動踏入第三屆，參與學員人數亦創新高，吸引了

來自香港大學、中文大學、科技大學、理工大學、城市大
學、浸會大學、教育大學、樹仁大學、嶺南大學、公開大
學等13所本港大專院校逾百名學生報名，亦有現於清華
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武漢大學等內地名校就讀的港籍
學生參加，大會最終選出八十多人成行。
將參與內蒙古行的樹仁大學學生温藹紅指，內蒙古對自

己來說很遙遠，認識不深，故非常期待親身到當地探索。
她特別希望了解當地社區的運作及經濟發展，感受當地人
的生活文化，了解他們獨有的想法。
她的同學鄭雲風，上年已參加過此活動的國企之行，獲專

業指導，學習有關寫新聞和拍照的技巧，獲益良多。因此他
今年再次參與，展開內蒙古之旅。本身喜歡研究攝影的他，
更打算帶備整副攝影裝備，希望拍到最美的內蒙景色。

■■姜在忠致辭時鼓勵學生了解姜在忠致辭時鼓勵學生了解
祖國歷史文化及發展成就祖國歷史文化及發展成就。。

■■陳林（左三）與歐陽曉晴（右二）將活動旗幟授予學
生代表。■■各嘉賓與同學合照留念各嘉賓與同學合照留念。。 記者吳希雯記者吳希雯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