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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勉在京港生做治港良才
讚擁兩地優勢 應擴人生規劃 參與國家層面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若璋 兩會報道）
昨日， 9 名港區全國政協委員應邀參加由香
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全媒體新聞中心、大
公網舉辦的「港區全國政協委員與在京港
生座談會」，與來自北京大學、清華大
學、北京師範大學等 11 所高校逾三十名在
京港生暢談發展大計。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結合自己的人生閱歷，為有備而來的學生
們答疑解惑。不少委員讚譽在座港生把握
好時機，先行一步前往內地求學，更鼓勵
學生們敢於夢想，利用擁有的兩地優勢，
放大自己的人生規劃範疇，盡可能參與國
家層面的事業發展，補給「港人治港」的
稀缺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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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董事長、
香港新聞聯主席姜在忠主持座談會。全國政協

香港委員方方、龍子明、楊釗、林光如、唐偉章、容
永祺、簡松年、戴希立分別在座談會上發言。中聯辦
北京辦事處主任譚虹等有關單位領導出席座談會。

姜在忠：委員為學生帶來啟示
姜在忠致歡迎辭表示，此次獲邀的港區政協委員們
均參與了香港回歸，參與了香港的發展以及香港「一
國兩制」的落實，更參與了內地改革開放的整個過
程。提及委員們的這「三個參與」，姜在忠認為，正
是因為他們在事業上取得的成功，在工作生活中的歷
練，為在校學生們帶來更多啟發和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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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子明感動港生做教育扶貧
■委員座談會後與港生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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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踴躍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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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偉章倡同學建人脈惠社會

戴希立：了解創新背後的思路

鄭同學：一語驚醒夢中人
「是否有想過畢業做什麼？」戴希立提問在座讀國
際關係的學生。來自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的碩士研
究生鄭媛文感覺，「一語驚醒夢中人。」
她告訴記者，此前自己的職業選擇糾結在回不回香
港，徘徊在找到心儀工作的迷茫中，從未敢想或者設
想未來是否可以參與更高的層面，去做一些國家層面
的工作。諸如「一帶一路」上民間或者商界的外交工
作。
戴希立建議，學生們不要把視野局限於賺錢或者專
業選擇，可以參與到「港人治港」的國家、國際層面
發展規劃中來，要相信這裡有位置留給你們。

「不要擔心，我幫你」

座談會上，同學們關於未來就業之
路的提問，層出不窮。在京港生、北
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的本科生湯東憲
坦言，因為自己從小喜歡國際關係，
來北京攻讀這個專業，很享受在其
中，如今面臨畢業，困惑也撲面而
來。他向委員請教，如果香港學生有
志於在這方面有所發展，應當如何裝
備自己，以及將來能到哪裡就業，為國家
服務。
戴希立委員仗義出聲，爽快表態願意幫
忙。他指，以往交流中也曾遇到類似的問
題，有學生畢業以後希望到外交部等相關

部門工作，但沒有得到回覆，自己願意幫
忙傳話。他表示，「不要擔心，我幫
你。」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特區政府策略發展
委員會委員方方也現場為同學支招，想在
外交方面發展，並非只能到外交部工作，
還有許多民間外交，如機場管理局、國家
層面的智庫、商業智庫都需要外交人才。
隨着中國在世界層面的話語權越來越大，
他鼓勵學生有更廣闊的國際視野，到世界
層面去發揮作用，比如世界銀行、亞洲開
發銀行、亞投行、甚至一些世界文化組
織。
■記者 胡若璋 兩會報道

「先行一步」 強體煉心

如何在這個千變萬化的社會中
去認識和歷練自己，成為許多委
員在座談會上最樂意分享的經
驗。全國政協委員、香港中華總
商會永遠榮譽會長、旭日集團有
限公司董事長楊釗認為，不管外
面的世界如何風雲變化，但總是
萬變不離其宗，首先就是自身建設，
要鍛煉好自己的身體，更要鍛煉好自
己的心。
對於在京上學的港生們，楊釗讚賞
他們的「先行一步」。他指，港生們
能夠主動選擇來北京上學，就比許多
香港其他年輕人多了一步，多了解了
世界發展的速度。同時，因為擁有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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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委員戴希立對此深表贊同，他對同學們
說，環視你們在內地唸書的環境，碰到的大多數都是
內地的精英階層。搭建自己的人脈網絡，不僅是包括
內地的同學，也要有國際學生。如此，通過這樣的網
絡，結合自己的視野去重新建立起自己對東西方文化
融合的認知。
戴希立感歎，應該去認真思考和體會如今世界舞台
上的「中國模式」，比如現在中國的「大國外交」，
放眼古今，有許多創新，歷史上沒有經驗可借鑒。
對於外界常言的「創新」，戴希立認為，大多時候
可能有失敗的經驗，但負面的經驗也可以告訴大家，
怎麼走出一條路來。馬雲和阿里巴巴，眾所周知屬於
1%的成功，究竟通過什麼思想方法模式取得成功，
了解背後的思路，非常重要。
外界常說，香港有特殊的定位和多元的人才環境。
戴希立認為，環顧周邊，專業商業人才很多。香港稀
缺一種人才，就是「港人治港」的人才。

經－驗－分－享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理工大學校長唐偉章則認為，
在校大學生也應該注重與社會融合，更把自己對香港
理工大學學生的建議分享給同學們。
唐偉章指，大家每個學期嘗試交 5 個新的朋友，尤
其是和你們文化背景有差異的朋友。如此 4 年下來，
就能在走向社會前為自己建立起人際網絡關係，因為
與人交往本身就可以豐富自己的人生經驗。
唐偉章希望，同學們未來畢業無論是打工或者是做
老闆，雖然賺錢很重要，但要記得思考─「你的工
作怎樣可以令社會受惠？」

就－業－教－路

百忙之中抽空前來的 9 位委員在作自我介紹後，認
真聽取學生們的提問。對於不少學生關注的青年發
展、求學內地、畢業就業、香港專業優勢以及「一帶
一路」發展機會等問題，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學生活
動基金會主席龍子明表示，從宏觀的角度來看，香港
自 1997 年回歸以來，人心的回歸在你們這一代，尤
其可能是到下一代才會更好，應該利用好如今在內地
求學的機會，多去做交流活動，多去其它地方考察。
聽說學生有前往內地其他城市教育扶貧，龍子明激
動地表示，看見你們願意教育扶貧就很好。隨後他透
露，自己一年之中也會參與大大小小三十多個的交流
活動，規模從幾十個人到幾百人不等。
說到動情之處，他更為自己的社團活動打起了小廣
告，呼籲有興趣的同學今年可以參與海內外不同地方
的活動。他當場表態，如果有志參加的學生如有費用
困難，自己和一眾朋友都願意幫助年輕人，去支持他
們走出去開闊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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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經驗，不管在內地還是香港都能
夠更勝一籌。

王同學：生活還有詩和遠方
在京港生、北京大學廣告學碩士研
究生王柏榮以自己為例，說明內地創
新速度和香港專業優勢的「一成不
變」。 王柏榮透露，在香港大學本科
畢業以後，教書工作了一年就選擇來
到北京深造。平時，兩三個月回一次
香港，便會邀自己的舊同學出來聊天
小敘。
連續一起聊過幾次後，王柏榮便發
現，同學們每次出來聊天的內容都一
模一樣，幾乎都圍繞各自的專業領域

大吐苦水或者豪言壯語。這種聊天模
式的「一成不變」讓他覺得驚訝。同
學們心思都在工作搵錢，卻從未談及
過外界的新鮮事物。
不由得他想到內地很流行的一句
話：「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還有
詩和遠方。」讓他更為意想不到的
是，內地「滴滴的」發展以及微信
支付的一夜普及，讓前來北京找他
遊玩的中學同學驚訝：「搞不懂、
看不明白。」

容永祺：搭內地發展「高速列車」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專業及資深
行政人員協會會長容永祺，以自己

從事的保險業為例說明。他認為不
管在內地還是香港，保險行業是朝
陽產業。尤其是隨着內地市民富裕
起來，對財富管理、風險管理投資
等都有很大需求。據他透露，去年
內地和香港在保險行業都保持了
30%多的高增長。
他更指，自家孩子留學海外學法
律，後來回港轉做保險，卻因為人際
關係不如其他內地來港同事的廣闊，
一開始做也舉步維艱。
容永祺表示，在內地學習就要好好
認清楚自己的優勢把握機遇，搭上內
地快速發展的列車。
■記者 胡若璋 兩會報道

收入兩地有別 盼享國民待遇

內地日新月異的發展，吸引
不少港生北上求學和就業。不
少港生在內地生活學習時，一
些制度帶來的繁瑣也讓他們感
慨工作生活的不便利。聽聞此
種情況的委員們更在會後一對
一和在場學生交流，進一步了
解他們生活中所遇到的困難，
希望可以憑借自身的資源來協
調解決。
北京大學廣告學碩士研究生王柏榮
則表示，香港和內地工資薪酬存在較
大差距，令一些港生望而卻步。
他坦言，在內地看到雙創迅猛發
展，中關村一條大街從無名街道到如
今聚集眾多創業咖啡，吸引國家領導
人視察，還有微信支付互聯網發展，

一日千里，與香港一成不變有很大不
同。不過，剛到內地工作，收入與香
港有很大落差，雖然後來有所增長，
但初期不僅面臨同輩和家庭的對比，
生活壓力也非常大。

倡設香港宿舍助港生
王柏榮建議在北京設立香港宿舍，
幫助港生過渡初始階段。
他又表示，很期待港生未來能有機
會享受國民待遇，進入更多就業領
域，為國家作貢獻。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碩士研究生
鄭媛文以自己的經歷為例，感嘆在內
地還難以享受國民待遇，比如需入住
涉外資格的酒店，乘火車需要自取火
車票等。

關注就業 吸港青留內地
座談會後她告訴記者，身邊許多港
人朋友遭遇的尷尬，比如說，香港人
在內地就業發展，需要港澳台就業
證。但是，這個就業證申領很麻煩。
於是造成了現在很多香港、澳門人士
無證，游離在灰色地帶，更沒法申領
信用卡。她也以此呼籲，希望能進一
步消除障礙，如此才能真正吸引願意
留在內地的香港青年。
據她透露，就她所在的北京港澳學
人研究中心調查發現，來內地求學的
香港學生逐年遞增，但某種程度而
言，港生對於內地學校是編外人員，
就業方面的關注相對不足。
她建議加強港澳和內地的就業信息

■與會學生關注「港人游離在灰色地
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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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對接，簡化港澳居民在內地就業
的一些審批流程，減少審批證明，降
低港澳學生在內地就業需要付出的額
外時間和成本。
■記者 胡若璋 兩會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