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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大首批哈薩克生樂「搭橋」
商業土木工程取經 冀留港促發展交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伊莎）哈薩克斯坦

是中國「一帶一路」戰略的沿線國家之一，首

批來自哈薩克斯坦的學生去年入讀理工大學，

其中兩名女生笑言，不少港生對哈薩克斯坦感

到陌生又好奇，「兩地有不少差異，例如商業

及土木工程在哈薩克斯坦的發展都是剛起步，

但香港就發展迅速。」她們除了銳意在其專科

範疇學習更多，更希望從理工大學開始「搭

橋」，成為兩地互相交流教育、文化、社會民

生的第一道橋樑，體驗香港中西文化薈萃之

處，亦為港生揭開哈薩克斯坦的神秘面紗。

17名來自哈薩克斯坦的學生去年入讀理大，當中包括18
歲 的 MUSSINA Anar 及 TOK-
TAROVA Zhanerke。MUSSINA
是土木工程學一年級生，自小就
對建築情有獨鍾，眼見香港的土
木工程發展領先，決意來港學
習。TOKTAROVA是金融服務
一年級生，她看中香港是知名的
國際金融城市，故慕名而來。

獎學金打開交流門
二人均獲理大頒發入學獎學
金，認為獎學金打開了兩地年輕
人的交流之門。MUSSINA說，
全球化下，年輕人應走出去認識
世界各地的社會、經濟及文化發
展，「其中有多少人認識哈薩克
斯坦呢？我們留意到很多港生對
哈薩克斯坦感到陌生，並不認識
我們的國家，所以我們的任務就
是要促進兩地人的交流。」
她介紹指，哈薩克斯坦有豐富
的天然資源，但經濟、創新科技
發展仍處於起步階段，故國家鼓
勵當地年輕人到其他地區交流學
習。她又指，當地學生近年亦積
極裝備自己，參與國際奧林匹克
等國際賽事，了解其他地區年輕
人的實力之餘，亦自我增值。
作為首批來港的哈薩克斯坦學
生，TOKTAROVA指，她們正
好擔當着「搭橋」角色，為學生
介紹哈薩克斯坦。為讓理大生認
識當地的習俗與文化，他們3月底

在理大舉辦了小型慶祝活動，向
學生介紹「Nauryz」。
她說「Nauryz」是當地重要的
節日，標誌着新一年的開始，就
像中國的農曆新年一樣。當地人
會慶祝好幾天，「慶祝『Nau-
ryz』時，家人會聚在一起，吃傳
統的食物，亦會有樂器表演等，
很熱鬧。」他們與十多名哈薩克
學生在活動中穿上傳統民族服
飾、展示當地部分傳統小食還演
奏傳統音樂等，吸引了大批學生
參與，效果不俗。

在港過新年最難忘
來港快將一年，TOKTARO-

VA笑言，最難忘的是在香港過新
年，並收到理大致送的100元利
是，「新年有舞獅，亦會到寺廟
拜神，互相祝福，又有利是收，
感受到了中國人的熱情好客，令
人大開眼界！」
對於畢業後的打算，年紀輕輕

的兩人已有清晰的方向。MUSSI-
NA指來港前並無想過畢業後的去
向，但來港不足一年已萌生要留
港數年的想法，她希望畢業後在
港設立建築公司，了解業界的環
境及摸索市場需要，並加強與哈
薩克的聯絡，促進交流並改善兩
地建設。同樣有意留港工作的
TOKTAROVA亦指：「4年太短
了，不足以讓我們探索香港，我
希望可以見識更多，大展拳
腳。」

MUSSINA 及 TOKTAROVA
都努力融入香港，但廣東話卻
是 她 們 面 對 的 最 大 挑 戰 。
TOKTAROVA苦笑說：「剛
到港時，想去街市買點東西也

很困難，他們聽不懂，我又不會說，很尷
尬。」在同學的教導下，她已學會說「唔
該」等簡單用語。現時，她們正學習廣東話
及普通話，希望解決語言上「雞同鴨講」的
窘境。

對此，在哈薩克斯坦居住了16年的理大舍
堂生活及學生資源處高級項目主任何家偉亦
感同身受。他經常向這班留學生分享自己當
年到哈薩克斯坦時面對的難處，「正如我當
年去到都是什麼也不懂，但當你連買支汽水
的本事也沒有時，就知道要學。今日我會說
俄語，假以時日，他們亦一定會學懂廣東
話、會有本地朋友，對香港亦有歸屬感、有
家的感覺。」

▓記者鄭伊莎

廣東話成最大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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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配合「一帶一路」國
家戰略，理大積極啓動與
沿線地區的院校合作。其
中，17名哈薩克斯坦斯坦的

學生去年入讀理大，當時隨行的就是在哈薩
克斯坦居住了16年的港人何家偉。對哈薩克
斯坦有深入了解的何家偉返港擔任理大舍堂
生活及學生資源處高級項目主任一職，以協
助這批學生適應香港及照顧他們的需要。
對於為何昔日離港遠赴陌生的哈薩克斯

坦，他解釋說，哈薩克斯坦受亞洲金融風暴
的衝擊，當地經濟重創，於是他毅然走到當
地服務，從事教育出版、醫療等義務工作。
機緣巧合下，邂逅了哈薩克斯坦的妻子，並
開始落地生根。婚後他走到其妻子所屬的村
落工作，「會幫忙買煤、冬天派食物，這些
工作並無前途，但我想參與其中」。

感「一帶一路」機會難得
回望離港這十多年，他笑言每日都很難

忘：「去之前完全無想過能融入當地，無民
族之分，這是最開心的。直至今日，看到哈
薩克斯坦由一個寂寂無名的地方，慢慢發展
起來，捱過貧窮的日子，又與中國建立友好
關係，學生的教育水平亦有所提升，令人很
感動。」他指「一帶一路」為國家帶來不少機
遇，亦令他回港貢獻，非常難得。
來到理大，要重新適應香港的生活，對他

也是一個小考驗，「我剛到埗時，廣東話也
說得不好，不習慣香港快速的步伐，跟同學
一樣，感到陌生，大家要一起努力適應。」
短短相處數月，已與這班哈薩克斯坦的同學
建立了亦友亦師的關係。
MUSSINA及TOKTAROVA都指，何家

偉就像大哥哥，讓人信賴，「他除了關心我
們是否適應香港的生活，也會幫助我們舉辦
相關的文化活動，推廣我們的故鄉，令人很
窩心。」 ▓記者鄭伊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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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薩克斯坦的總統到訪學校，身為優秀學生的MUSSINA Anar（前排左四）有幸與他
會面。 受訪者供圖

■ TOKTAROVA
Zhanerke 在理大
表演傳統音樂。

理大供圖

■■左起左起：：TOKTAROVA ZhaTOKTAROVA Zha--
nerkenerke、、何家偉及何家偉及 MUSSINAMUSSINA
AnarAnar。。 鄭伊莎鄭伊莎攝攝

■■MUSSINA AnarMUSSINA Anar
與嘉賓分享來自哈與嘉賓分享來自哈
薩克斯坦的地道美薩克斯坦的地道美
食食。。 理大供圖理大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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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出「安樂窩」實習練出自信
你好！我叫

吳詠儀，本學
年將升讀中
五。今年初我

完成了一個教我學會了很多的實習計
劃，讓我對自己的生涯規劃，有了最踏
實的體驗。
人家都說，成長的一個特質，就是要
跳出自己的Comfort Zone，置身在未
知的環境與挑戰中，人才會慢慢磨練出
自信與能力，而我的舒適圈子，叫屯
門。
參加了女青的「敢創我夢」生涯規劃
體驗計劃，負責計劃的社工陳姑娘跟我
說，機會遍佈於生活中不同地方，只有
多走多看，才可以見識到更寬廣的世
界，「所以，試試離開屯門去增廣見識
吧！」於是，我填上了自己的名字，參
加了這次需要「長征」的工作實習。
所謂「長征」，是大概兩小時的路
程，從老家屯門，到今次工作的地點西
灣河。以往，我甚少跨區工作，剛知道
地點是西灣河也有點不知所措。所以，
在正式工作實習前，我決定自己先探
路，讓自己先搞清楚方向與工作地

點——一所補習社。

跟自己說「一定得！」
還記得首天上班，我站在公司門前，

心中有着說不出的不安，不過我跟自己
說「一定得！」便硬着頭皮地打開公司
大門開始實習之旅。
第一位在公司認識的便是僱主An-
son，他很親切地為我簡介有關工作的
種種，如工作環境、崗位及內容等，並
安排我擔任補習社的接待員，負責收取
學費、處理學生報名、影印及一般文書
雜務等。

對實習分配有點失望
剛巧，首天實習便遇上公司春茗，所

有同事都能暫時放下繁重工作，一起聯
誼談天認識一番。他們十分友善，主動
向我介紹自己並跟我這小丫頭聊天，言
談間讓我更明白他們的崗位和公司運
作，他們說，歡迎我向他們提問有關工
作的問題。而當他們發現我家住屯門
後，都顯得十分驚訝。
Anson一直都很有耐心與我溝通，了

解我的實習情況。他曾經問我，這次實

習安排跟自己預想的有沒有出入呢？
我老實回答，除了地區外，實習的性
質也跟自己的夢想有點落差，因我期
望將來可當一名「遊戲程式設計
師」，故此難免會有點失望，難得An-
son沒有介意我這番說話。
我又想起陳姑娘說過，什麼都要先

試試，才會學到更多、更認識自己，
每份工作都有不同東西能學習，「學
不可以已」，學習是永遠都不會停止
的。譬如，有次外出派傳單和氣球，
還以為這是我實習的工作，可是跟我一
起派東西的，是Anson跟另外一名僱
主，我問他們為何當老闆的還要「身水
身汗」走上街？Anson徐徐道，自己生
意，凡事親力親為是基本。而當所有同
事都忙於上課教學時，誰有時間誰便去
幫忙，公司內人人平等，不應該因為自
己是僱主便什麼都不做。我學到的不單
是派傳單的技巧，還有即使位高權重，
也絕不輕言鬆懈懶散，為了公司，大家
都無分彼此，一同努力。
五天的實習期結束後，

我發覺自己學到許多與人
相處的技巧，也體驗到很

多在書本上難尋、職場上該有的思維與
想法。很多人說職場險惡，但我是幸運
的，只要自己肯學，身邊必定有前輩和
同事願意教我、協助我，讓我十分感
恩。我由衷地覺得，原來外面的世界，
跟屯門比較起來，真的更廣闊，也更有
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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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生 規規劃劃涯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一項全球性的最新調查
報告顯示，54%的受訪香港家長指會考慮送子女到海
外讀大學，於世界多個參與調查的地區中居前三名，
並遠超35%的全球平均水平。約半數香港家長認為，
海外讀大學對子女培養獨立能力、接觸新文化思想有
幫助。
是次調查報告「教育的價值：為未來建立基礎」由

匯豐發表，共訪問了全球15個國家及地區的6,241位家
長，包括396名香港受訪者。結果發現，英國為香港家

長供子女留學的首選，共有7成人選擇，其次是澳洲
（53%）、加拿大（42%）和美國（41%）。報告提
到，英國一向是港生升學的主要目的地，以2013/14
年為例便有1.5萬人到英國留學，但隨着香港的四年制
大學教育改革，或令美國留學吸引力逐漸上升。
關於留學好處方面，54%香港家長認同海外大學教

育有助子女培養獨立能力、51%指可提升外語技能，
亦有47%認為孩子可因而接觸更多新體驗、新思想和
新文化。另78%香港家長指有為子女儲蓄未來的教育

費用，逾4成人稱考慮在海外為自己或子女置業。
就是次調查結果，滙豐香港區零售銀行及財富管理

業務主管欣格雷表示，許多香港家長認為海外留學可
感受不同文化，獲得國際經驗和提高語言技能；這些
因素未來亦可在就業市場上，為畢業生提供有力的競
爭優勢，因此吸引愈來愈多學生出國留學。
他補充，除學費外，還有生活和機票開支等，家長

應及早規劃儲蓄和投資，並以目標留學國家及地區的
貨幣確定預算，減少匯率變動對規劃的影響。

逾半家長冀送子女海外升大
高中的時候，曾幻想着大學的美

好：大片大片漫開的綠草地、濃鬱的
樹木、優雅的建築，最關鍵的是還有
藏書萬冊的圖書館。我不是個文藝女
青年，筆下功夫無力，但是我喜愛讀
書，書是我的摯友。

初來中山大學時，學姐帶我們遊校園。炎
熱的天氣下難免人心煩躁。中大的東校區沒
有我想像中的綠意盎然、芳草漫漫，直到後
來我才明白過來，當初在網上看到的綠色中
大，原來是南校的美態。
不過，其實東校區也有東校區獨特的風景

線。或許是因為地處大學城「荒島」的緣
故，東校區的天空清澈明亮。尤其是夏季的
夜晚，飯後緩緩地從生活區走到教室上課的
路上，稍微抬頭，湛藍的天空盡收眼底。
黃昏時刻已經淡化了許多悶熱，視野所及

都是清淡的色調。稍晚些時刻，星辰漸現，
碧月當空。涼風習習，身邊三五人群聊着
天，籃球場邊精彩的進球，少年騎車如風的
背影，每一幕都感動着我去愛東校……
清晨的時候，總有清脆的晨讀聲飄入耳

畔。我喜歡這裡的清晨，呼吸着新鮮的空
氣，和正在樓道清潔的阿姨道聲早安。有閒
情雅致的時候，還可以約上朋友在清晨時刻
走走內環公路，紓緩身心。
每至周末，東校區的文娛學術活動頻繁。

各式各樣獨特個性的海報和宣傳單滿滿地貼
滿了宿舍樓道。同宿舍的約上一起參加男生
女生節，或者是拉上三五知己一起去聽各種

大師的講座和分享會，又或和同班同學一起參加趣味
惡搞的運動會……豐富的大學生活讓我們目不暇接，
每一天都過得飽滿充實。
除了獲取新的知識，在大學校園裡，我們還收穫了友
誼。在這裡，我們可以接觸到來自五湖四海的同學，在
他們的身上，可以看到不同的文化和特徵。每一個個體
都是一部獨特的小說。認識不同的人，和他們一起處
事、相伴、玩樂，其中樂趣無窮。同宿舍有來自北方的
同學，她常和我們分享來自她家鄉不一樣的故事。
漫步中大，總是別樣情懷。我在這裡看到了青春、

活力、向上、奮進。一個個獨特的個體在這裡碰撞出
別樣的火花。一顆顆年輕的心在這裡相遇，一朵朵奇
思妙想之花綻放。相信在中大的四年大學時光，我們
會帶着各自的夢想，勇敢地在中大這片沃土上生根發
芽。

■中山大學 傳播與設計學院 2012級港生 何嘉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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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詠儀學到許多書本學不到的經吳詠儀學到許多書本學不到的經
驗驗。。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哈薩克斯坦人哈薩克斯坦人
品嚐薄餅以慶祝品嚐薄餅以慶祝
「「謝肉節謝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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