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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行能挑戰個人耐力與毅力，即將20歲的尹斯
潁希望衝出香港，入選參加由香港駐布魯塞爾經
貿辦與專資會合辦、慶祝特區20周年的「港毅
行．港精神」活動，遠赴比利時毅行100公里，
發揚堅毅的香港精神。
是次活動專供97回歸後一年內出生的港青參
加，尹斯潁早前成功入圍40人初選名單，現正受
訓爭取打入最後20強，8月出發毅行。
她笑言雖然自小喜歡運動，但今次毅行要於30
小時內行畢100公里，是「越級挑戰」，現時大會
定期為入圍者安排訓練，亦要每次步行20公里，
難度超出預期，「教練提醒我們，毅行的心態至關
重要，能否堅持下去是成敗關鍵。」她認為這是個
鍛煉自己的機會，而活動中能跟本港與比利時青年
交流，亦可增廣見聞。
談到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尹斯潁為國家近年
的發展感到自豪，「在如此短時間內能發展至此，
是值得我們欣賞佩服的。」她已立志修讀幼兒教
育，未來要成為老師，為社會作育英才。

■香港文匯報記者姜嘉軒

香港的精彩之處，在於其兼容並包，有
不同的人文風情。在港土生土長的印度裔
香港大學學生Shah Preya Pareshkumar，
在家中講印度語、吃印度菜和看印度節
目，她和家人每年亦會回到印度探親，但
她坦言香港令她更有「家」的感覺，更已
定義自己是「港女」。她與其他港生一
樣，有時會覺得學業壓力令人窒息，但她
喜歡香港的自由空間，可以選讀心儀的學
科，發掘未來的事業路向。
Shah在港大唸新聞學，父親未婚前已來

港工作，婚後與家人在港定居。
Shah會聽會講簡單廣東話，但日常多以
英語溝通，在她眼中港人都很友善，偶爾
有人會對印度人「存有想法」，但從未試
過有人對她說惡言或歧視。

「學校試卷深過文憑試」
她自小就讀本地學校，與一般港生同樣面

對學業壓力，中學時全校上下都很緊張成
績，「學校試卷程度甚至比文憑試更深。」
Shah努力跨過文憑試考驗，成功考入港

大，並成為校內South Asian Society會長。
她於學會積極舉辦文化日及板球賽等活

動，讓港大生認識多元文化。家中生活模式
很印度化的她覺得，香港很有「家」的感
覺，「香港是十分乾淨和方便的城市，我有
自己的空間……我覺得自己是個香港女孩，
喜歡和朋友邊逛街邊喝珍珠奶茶。」
除了Shah喜歡香港，其父母也愛在長

假期安排一家人到廣東度假。Shah去過一
些景點或度假村，對內地印象不錯。她指
雖然有些港人對部分內地旅客行為頗有意
見，但她認為不能以偏概全，個人行為亦
不可反映整體內地人的水平。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忞

社會傳統風氣雖較重視學業成績，但
仍有不少年輕人努力走出不一樣的

路，與香港首名「星之子」陳易希同樣出
身自中華基督教會譚李麗芬紀念中學的李
鍵邦就是其中之一。

「自潔門柄」揚威 獲小行星命名
他憑「自潔門柄」發明揚威國際，並

獲小行星命名，但2015年首次應考文憑
試失利，至去年自修重讀期間於中文大學
工程學院擔任了5個月研究助理，親身體
驗大學科研項目的知識轉移工作。
重考後成績提升的鍵邦，入讀了IVE
電機工程高級文憑課程，又自薦參與IVE
的太陽能車團隊，負責太陽能板供電部
分，並與其他IVE工程師生組隊準備10
月底於澳洲舉行的國際大賽。
他形容，太陽能車屬於二三十人的大
規模製作，分工仔細，應用的知識和技術
更專門，與以往自由發揮創新意念但「一
腳踢」製作的發明品，各有特色。
為了推廣科創思維，他邀請了中學母

校參與IVE的「新能源新世代」活動，成
為師弟妹的導師，一同在工作坊製作可載

人的太陽能車。
對於「星之子」的名號，鍵邦坦言感

到壓力，擔心老師會因而對他抱有太大期
望，故在校內他會刻意保持低調，估計一般
同學都不知道他是其中一個「星之子」。他
笑言自己在IVE的成績一般，畢業後未必直
接銜接大學，或會先擔任電機技術員，累積
經驗向機電工程師目標進發。
對於「科研夢」，鍵邦強調從未有放

棄，並特別提及籌建中的「港深創科
園」，認為那對香港創科前景很重要，可
為更多年輕人提供創新創業的機會。
他很希望能到創科園工作，長遠要以

自己的創新發明創業，但現階段仍需要累
積經驗及學習營商知識，待準備充足才實
現「終極目標」。
作為97年出生的「回歸寶寶」，李鍵
邦指確實感到自己與香港特區一同成長，
對國家歸屬感亦深。
他指「香港精神」就是堅持和不怕辛

苦，自己也很認同這種精神，以往全程投
入科研發明時，「完全沒有放過假，星期
六全日在校埋頭苦幹，年初一至三都在通
宵工作。」

香港社會追求多元開放，不同背景及族裔的青少年都有機會發揮

所長。現年才20歲、因創意發明揚威國際的「星之子」李鍵邦，雖

然於公開考試失利，但透過專教院（IVE）電機工程課程的有系統培

訓，鞏固了自身科技基礎，又加入了IVE太陽能車團隊，做到學以

致用，更與老師同學一同備戰年底的國際賽。他表示，會把握未來

幾年時間累積經驗，期待於適當時機再次投入「科研夢」，並趕上

籌建中的「港深創新科技園」，讓自己亦能於推動香港科創出一分

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忞

嚮
往
創
科
園

嚮
往
創
科
園

再
續
科
研
夢

再
續
科
研
夢

一身古銅色皮膚的 Arlin RAI
（王亞蓮）是尼泊爾籍女生，在港
土生土長，今年20歲。由於家境清
貧，小時候負擔不起本港幼稚園學
費而回到尼泊爾，小三才返港，但
語言及文化差異令她一度氣餒，
在母親鼓勵下，她堅持刻苦學習
及適應，終以優秀成績考上香港
大學，成為家中「第一代大學
生」。Arlin立志成為大學教授，用
自身故事勉勵其他少數族裔融入社
會，貢獻香港。
現於港大修讀英文教育的Arlin來

自單親家庭，母親為了養活她與妹
妹，勤奮地打兩份工。她憶述小三
由尼泊爾返港後面對的語言挑戰，
雖然努力學廣東話，但應用機會少
難有進步，而同齡香港孩子亦不慣
講英文，要融入真的很難，「當時
好氣餒，覺得自己廣東話不行，將
來就沒希望了。」

懂簡單粵語 感激母栽培
曾在尼泊爾任教師的母親見

狀，一直鼓勵她，又設計數學及
英文練習給女兒，周末則會帶姊

妹倆到圖書館培養閱讀習慣。經
過一番努力，Arlin終於文憑試考
獲佳績順利入讀港大。現時她已
能聽懂簡單廣東話，對母親的栽
培照顧非常感激。
在港生活多年，Arlin視香港為

家，尤其喜歡香港的多元文化，
不同國籍的人互相包容的生活。
她笑指自己樣貌並不像外國人，
一些大學同學會跟她說廣東話，
「當我聽不懂時會不斷點頭，當
同學察覺時，便會問我是不是本
地學生。」由此打開話匣子。
未來她擬繼續升學，希望成為

大學教授。她指高中時，不少尼
泊爾同學認定廣東話差就注定沒
前途，但她會以自身經歷鼓勵大
家，只要努力學習，即使廣東話
不流利也可以在學界有所貢獻。
她亦期望社會可關注少數族裔學
生的學習困難，加以支援。
從未曾踏足內地的Arlin指，今
年是香港回歸20周年，自己對內地
發展亦感好奇，已計劃10月與母親
到深圳旅遊，親身看看內地最新狀
況。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伊莎

行行出狀元，職訓局職專文憑
（專業美容）畢業生劉慧賢早已
選定美容專業，先後在香港及穗
港澳蓉四地的技能賽脫穎而出奪
金，並將於今年10月的世界技能
大賽與全球各地選手競逐「美容
狀元」。修畢中四後，她因興趣
轉讀美容課程，竟改掉以往半途
而廢的壞習慣，建立信心做出成
績。展望將來，20歲的她期望能
於大賽為港爭光，香港則能維持
多元文化，為年輕人開拓更多出
路，讓年輕一代為理想拚搏。
小時候，慧賢曾報讀過不同興

趣班，但樣樣只得半桶水，直到
初中在網上看短片自學美容化
妝，終發現自己真正興趣。在父
母全力支持下，中四後離開主流
中學，走上其美容職業專才路。
剛開始時，她遇到不懂的美容步

驟會感到沮喪，但不同的是她學懂

堅持，並在老師鼓勵下慢慢練習，
「直到最終做到，令我信心越來越
澎湃。」她說：「小時聽爸媽講得
最多的就是獅子山下永不放棄的精
神，我以前不懂，但現在才知道這
點好重要。」時至今日，慧賢參賽
從「緊張到手震」到「只會緊張兩
分鐘，之後就能發揮自己，享受過
程」。
與特區同齡的慧賢認為，多元文

化是這片土地的優勢，讓港人能應
對不斷變化的環境及挑戰。她舉例
指，其職專文憑同學之中便有不少
非華裔學生，客串美容模特兒時可
讓自己及早掌握不同輪廓特色，希
望未來香港的文化能維持多樣性。
她認為近年香港不乏升學進修機
會，希望社會也為年輕人開拓更多
出路，供各人一展所長，她自己也
會繼續提升美容專業水平，為行業
作貢獻。 ■香港文匯報記者 柴婧

獅山精神讀美容
世界賽為港爭光

美容狀元劉 慧 賢

南亞女生入港大
勤學經歷勉少族毅行寶寶尹 斯 潁

「浪子回頭」的科技大學學生郭映彤，
中學時曾就讀「Band 3」學校無心向學，
更不時曠課，但見表兄姐都能升讀長春藤名
校，加上班主任對她不離不棄，令她發奮讀
書，終考上心儀的工商管理課程，為自己開
拓新路。
今年20歲的映彤中學時無心向學，升上
高中後更只顧兼職，一星期只上學兩三天。
某次到美國探親，她眼見表兄姐都於當地長
春藤名校讀書，自己英語水平卻不能應付日

常溝通，倍感自卑，連母親也開始質疑她
「是否真的這麽差勁？」
從此映彤下定決心要升讀大學，並獲班
主任全力督促，包括上課時沒收其手機，又
安排她坐在課室最前排，更在下課後載她到
打工的餐廳辭職。映彤最終亦不負眾望，考
上科大心儀學系。在港土生土長的映彤表
示，香港是她的家、她的根，有她熟悉的
人、語言和文化，升學途徑多，希望香港發
展得更好。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忞

星之子李 鍵 邦

印裔女孩 自認「港女」
以港為家Shah

刻苦成才Arlin

備戰毅行百公里
盼赴比國增見聞

發奮圓夢郭 映 彤

自卑變動力 苦學升科大

■■尹斯潁尹斯潁((左一左一))與與「「港毅行‧港精神港毅行‧港精神」」其他參加者分組接受野外訓練其他參加者分組接受野外訓練，，
每組由一名擅長毅行運動的教練指導每組由一名擅長毅行運動的教練指導。。 「「港毅行‧港精神港毅行‧港精神」」提供圖片提供圖片

■郭映彤雖曾就讀「Band3」
中學，但她在中六起發奮讀
書，並升上心儀學系。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ShahShah認為香港認為香港
令她更有令她更有「「家家」」
的感覺的感覺，，更視自更視自
己為香港女孩己為香港女孩。。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黎忞記者黎忞 攝攝

■■劉慧賢通過熱愛的美容化妝專劉慧賢通過熱愛的美容化妝專
業業，，重拾自信重拾自信，，學懂獅子山下精學懂獅子山下精
神神。。 香港文匯報記者柴婧香港文匯報記者柴婧 攝攝

■Arlin RAI■Arlin RAI雖然家雖然家
境貧窮境貧窮，，但堅持刻但堅持刻
苦學習及適應苦學習及適應，，終終
以優秀成績考上港以優秀成績考上港
大大，，成為家中的成為家中的
「「 第 一 代 大 學第 一 代 大 學
生生」。」。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梁祖彝記者梁祖彝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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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鍵邦升讀李鍵邦升讀IVEIVE後後，，隨即加入太陽能車團隨即加入太陽能車團
隊隊，，期望一展所長期望一展所長。。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忞香港文匯報記者黎忞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