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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業儀式上，學生們觀看了來滬後的工作、
生活視頻剪輯，短短3星期的時間，給他

們留下了很多值得回味的片段，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內地的崛起、上海的繁華、國企的文化，在
回顧記錄片段時，同學們看得十分投入。

歐陽曉晴勉展才獻動力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副董事長兼總經理、未
來之星同學會主席歐陽曉晴稱讚港生們勇於探索
生活，願意來內地增長見識，而上海電氣的實習
令同學們無論在工作技能上，還是人生閱歷均是
滿載而歸。
歐陽曉晴指「未來之星－上海電氣」實習項

目是通過國企來搭建平台，幫助香港大學生們認
知國情，促進兩地青年之間的溝通與交流。尤其
是在國企的實習有助同學們感受內地企業氛圍和
企業文化，進一步了解具有國際先進水平和現代
化管理經驗的大型國有企業集團魅力，感受到內
地企業與香港企業不同管理特點和運作方式。他
希望港生們可以通過自己所學所得，轉換為未來
創新創造動力，將來能為服務國家貢獻聰明才
智。

李健勁讚善思考有見解
上海電氣（集團）總公司黨委副書記李健勁
指，上海是中國工業的發祥地，而上海電氣是中
國裝備製造業最大的企業集團之一，擁有多個下
屬企業，這次實習可以讓香港學生更好地了解內
地高端製造業的各個方面，讓之前不了解內地的
港生們通過親身參與國企崗位工作，加深對內地
的客觀認知。
李健勁又提到，港生非常善於思考，英語也特
別好，可以勝任一些處理外文相關的工作。同
時，相較內地學生，港生非常有自己的見解，而
他們活躍開放的創新思維，包容開闊的國際視
野，對上海青年是一種啟發。
港生們則表示能到上海電氣集團實習非常開眼
界，之前都不知道國企的規模可以如此龐大，下屬

有那麼多的公司，工作崗位也各式各樣，無論修讀
什麼專業，都可以在國企內找到合適的位置，這和
香港多數性質單一的公司有着極大區別。
此次來滬實習的大學生很多都是在香港回歸後、

「一國兩制」下成長的年輕人，是「回歸一代」，
在他們身上往往具有很鮮明的特色，比如普通話很
好，不少都是從內地移居香港者的後代，且他們對
自己未來、對國家的發展都抱有很大期待。

港生盼更多同路人北上
香港大學一年級生梁安盈表示，回歸後出生的

她，對自身的定位一度迷惘，「眼見A股股價高
過H股，加之所處環境經濟文化的改變，一度讓
我覺得搞不清楚定位，甚至產生危機感。但通過
此次實習，我很快就明白過來，不能逃避內地的
崛起，要多學習多交流。」
她又鼓勵其他正在尋找定位的香港年輕人，不
妨來內地實習，消除迷惘感覺。
梁安盈同學感受的變化，證明了這種實習項目

的必要性，歐陽曉晴指，未來之星同學會從
2005年創會以來，致力幫助香港青年更好地認
知祖國、了解國情，這些都為香港今後繼續保持
繁榮與發展明確了道路，也為香港青年人提供了
個人前進的動力。

■歐陽曉晴（右）向李健勁頒發感謝狀。
香港文匯報記者孔雯瓊 攝

「餓了麼」、「鄰趣」、
「摩拜單車」、「支付寶」這
些Apps很快就被初來上海的同
學們熟知，難怪香港中文大學
二年級生高靖怡在實習結業儀
式上坦言「上海似乎走得比香
港更快了」。的確，當港生們
來到上海這個具有全球影響力
的科創中心時，切身體會着創
新科技給生活帶來的便利，可
謂大開眼界。
高靖怡表示，來到上海後才
知內地科技那麼發達，比起香
港有過之而無不及，這些創新
的科技都很值得香港學習，也正是今次實習讓她
增廣了見聞。

「香港要向內地學習」
另一名中大生陸秀紅表示，智能手機Apps大
大方便了民眾的生活，特別是支付寶讓人拿着手
機就可以瀟灑出門，再也不用帶錢包了；反觀在
香港，很多商店或餐廳都需要用現金結賬，這樣
比較麻煩，「香港有些糖水、點心舖，還拒絕接
收大額紙幣，這讓沒有帶零錢出門的消費者非常

不便。」陸秀紅希望香港也
盡快普及使用支付寶一類的
技術，但可惜現在沒有內地
的銀行卡可以綁定，這點香
港要向內地學習。
香港樹仁大學學生余雅斯

指，自己也知道內地有支付
寶，那是一種無現金支付工
具，至於內地一些「跑腿」
Apps更是有趣又方便，其實
跑腿服務目前在內地已經較
為普及，包括代買、代辦、
取送、繳費、辦事，如早飯
可以讓人代買後送到家，半

夜臨時需要藥品也可隨時在網絡落單找人去藥房
買。在香港因為此類服務少，且人工費高，即使
送外賣訂單，有時也會出現外賣費高過餐費的情
況。
不少會騎單車的港生，來滬後就愛上了共享單
車，每天有機會就要騎一下。上海多數交通幹道
都配有非機動車道，因此在上下班高峰期，騎單
車的速度甚至可以快過公交車，還能鍛煉身體。
而且單車隨用隨還，價格便宜，遇到做活動還能
免費騎行。■香港文匯報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

■余斯雅（右）對內地Apps讚不絕
口。 香港文匯報記者孔雯瓊 攝

能進入上海電氣實習，港生們都認真
對待。他們認為將所學的理論知識與實
踐結合起來，特別是在一個大企業的平
台上，是非常值得珍惜的機會。
港大生梁安盈在電氣集團的法務部實

習，接觸到不同種類的書刊和文件，要
處理涉及合同法、公司法、知識產權和
爭議解決等事宜，同時還有機會到上海
的法院聆聽土地糾紛案例。這讓她掌握
了不同地區仲裁制度的分別、公司法務
部分和律師事務所的區別，她的商業觸
覺也比之前敏銳很多。
中大生高靖怡接觸到的是企業文化相

關工作，學會了如何校對企業月刊、處
理各類文書，也參與了公司會議，體驗
大公司內部的運作模式。

盼結合港經驗助解難
除了電氣集團本部的工作崗位，不少

學生被安排到電氣旗下的電站集團遠程
所、發電機廠、汽輪機廠等各個崗位實
習。城大學生楊慧聰指，此次實習崗位
他就選擇去遠程所那裡，做的是數據分
析，感覺不錯。
此外，很多港生都樂意加入工作會議
中的討論，積極地將自己在香港學到的

知識提出來，希望可以用一些香港經驗
來解決內地企業中遇到的一些問題，他
們積極的態度都被電氣同事予以肯定。
上海電氣作為中國裝備製造業中的執牛

耳者，很多大型廠區讓港生留下了深刻印
象，第一次讓他們體會到一個企業規模可
以大到何種程度。高靖怡在參觀過核電機
組製造廠、電梯廠後，就用「壯觀雄偉」
來形容，在香港根本沒有見過。
有些港生認為，在香港除非是修讀金
融專業才較易找工作，如果是工科的
話，其實可以考慮來內地找機會，若能
進入類似電氣集團這樣的大型企業，肯
定能累積很多有用經驗。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

這次內地實習，香港學生收穫了來自內地的
友誼，結業式上，同學們紛紛找到帶教自己的
老師或志願者，拿出手機不停地自拍留念。另
從學生給記者展示的實習照片中，也可看出這3
個星期中大家也留下了許多合照，而且已經在
微信上互加好友，以便往後保持密切聯繫。
電氣集團的志願者徐小姐表示，這次為了在

工作和生活上更好地照顧這些初來乍到的港
生，集團特意為兩名到三名學生安排一名志願
者帶領，悉心關照他們各種細節問題。
同時，志願者每到周末還會擔起「導遊」角

色，帶領同學們到上海各處遊覽參觀，從摩登
現代的都市中心新天地品味繁華，到著名地標
外灘一覽上海天際線，再到滬周邊烏鎮體驗江
南水鄉。

別離難捨 互道心聲
志願者無微不至照顧學生，因此在結業式那

天，當學生們意識到要和這些志願者和帶教老
師分別時，他們緊緊擁抱在一起，之後還拿出
寫有內心感想的卡片，要分享自己的心底話，
「真的很不捨別離，希望友誼長存。」「感謝
你們的照顧，已經互加了微信，離開上海我們
還能聯繫。」卡片上大多都是希望常來常往，

彼此多聯繫的道別語。
上海電氣（集團）總公司黨委副書記李健勁

指，滬港兩地人文相親血脈相連，青年人的交
流是最重要的，實習項目雖然結束了，但是由
此建立起來的友誼，卻可以地久天長。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

■■港生和志願者交換卡片港生和志願者交換卡片，，希望友誼地久天希望友誼地久天
長長。。 香港文匯報記者孔雯瓊香港文匯報記者孔雯瓊 攝攝

兩地互結緣 友誼永長存
血脈相連

身在異鄉的港生們，在上海實習期間學會了
處理生活上的種種問題，如在暴雨天氣中成功
叫到車，儘管渾身濕透但也覺得頗有成就感；
還有在攝氏40度的高溫天出門，知道要如何防
暑降溫。港大生梁安盈指，實習生涯就是「笑
過、努力過，更是備受考驗過」。
城大學生馮怡舜表示，香港年輕人要勇於邁

出自己的「舒適區」，只有多去內地多感受多
體會，才可以開拓人脈、擴大見識，而這些可
以建立自信心，推動自己繼續加快前進腳步。
多名港生均表示，目前香港年輕人都知道內

地就業前景更樂觀，但不少人從未有來內地工
作的打算，最大的原因是擔心難以融入內地環
境和無人照顧生活，「很多人習慣了香港的生
活，他們有固定的人際圈、去固定的餐廳、坐
固定的公車，固定太久便會有惰性，不願去改
變。」有港生如此坦言。

「不妨來試試才知道」
其實在內地獨自生活，也並未如想像中那般

難。在上海生活的3星期中，港生們融入得很
快，找吃飯地方會用消費指引網站；買東西不
用東奔西跑，網上購物平台應有盡有，打不到

車就用叫車App。
現在港生的普通話相當流利，和內地人交流

毫無障礙，有些機靈的來滬幾周內還學會一些
簡單的上海話，「內地獨自生活沒想像中那麼
難，不妨來試試才知道啊。」幾名香港學生表
示回去要說服朋友也來內地體會一下。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

多感受體會 邁出「舒適區」

■■港生遊覽景點時港生遊覽景點時，，不忘自拍留影不忘自拍留影。。
上海電氣集團供圖上海電氣集團供圖

融「滬」貫通

此次上海電氣集團為了讓香
港學生更好、更全面地感受上
海，特地安排了家訪體驗，讓
集團志願者帶領港生回家，美
美地吃一頓家常菜。同學們對
上海味道讚不絕口，也看到上
海人最真摯的一面。
許多學生對今次家訪念念不

忘。香港城市大學二年級生馮
怡舜指，走進上海人的家，品
味過上海人的飯菜，才知這裡
的食物是多麼美味。
中大學生高靖怡則牢牢記住

了上海「烤麩」的味道，認為
比在香港吃的地道很多，並吃
出其中上海人家裡才有的味
道。
有些港生此前來過上海，但

之前都是跟團來旅遊，走馬觀

花，這回能深入上海家庭，還
是第一次。今次家訪的經歷也
使港生們熱烈討論上海的生
活，讓他們萌發「未來到上海
生活也不錯」的念頭。
除了家常上海菜，同學們工

餘也會品嚐上海的其他美食，
不少人大讚上海餐廳選擇眾
多，全世界的美食這裡都找得
到，不少香港特色餐廳亦有在
上海開分店，此前完全不知道
上海原來是這樣一個「美食天
堂」。
港生們笑言，港人好美食，

如果回去告訴周圍的人，上海
好吃的那麼多，相信很多人都
會有興趣來上海看看。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
今年香港回歸祖國20
周年視察香港時，特

別引用了香港著名歌手譚詠麟歌曲《創造命
運》的歌詞，寄語港人「自信好要緊，應該
放開胸襟，願望一切都變真」。而從此次20
餘名未來之星港生內地實習行來看，也正看
到「自信」、「放開胸襟」的重要性。這班
年輕人有遠見並善於思考，他們明白在港了
解到的內地情況往往太片面，一定要放開胸
襟親自來看看，更發現內地平台大，機會
多，此種體驗甚至會影響他們未來擇業和發
展。

實習團中有學生說，有部分香港朋友至今對
內地印象都停留在20年前，直到她實習期間拍
攝照片傳回香港，那些同學才終於明白內地的
發展迅猛到令人驚歎的地步，並開始動了來內
地看看的念頭。
更可喜的是，記者觀察到這些讚歎上海先進

的港生們同時滿懷自信，他們並不害怕滬港間
的比較，反而認為雙城可以齊頭並進地發展，
良性競爭可以促使共贏。
對於那些年紀尚輕，但已經以正確態度來認

識內地的港生，可見他們的胸襟和格局，勢必
會為自己爭來一個願望成真的美好未來。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

自信放胸襟 迎美好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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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香港12所高校、24名學生參與的2017「未來之

星—香港大學生上海電氣實習計劃」近日圓滿落幕。

隨着香港和內地交流越來越頻繁，港生作為交流中的新

生軍不斷為交流增添活力；今年適逢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此次來滬實習學生中

有很多是回歸後出生的一代，他們表示到內地實習體會良多，特別是在生涯規劃

上，有助自己認清形勢，找準未來的發展方向。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

實踐中學習 增商業觸覺

■港生走進上海市民家庭。 上海電氣集團供圖

■港生下班後不忘揮灑汗水，相約打羽毛球。
上海電氣集團供圖

■港生感歎上海繁華程度不亞於香港。 上海電氣集團供圖

■■未來之星未來之星——香港大學生上海電氣實習團大合照香港大學生上海電氣實習團大合照。。 上海電氣集團供圖上海電氣集團供圖

■港生在辦公室內留影。 上海電氣集團供圖

■■港生夜遊黃浦江港生夜遊黃浦江。。 上海電氣集團供圖上海電氣集團供圖

■港生參觀電梯製造企業，獲益良多。 上海電氣集團供圖

■■參與實習的港生表示參與實習的港生表示，，會一生珍藏結業證書會一生珍藏結業證書。。 香港文匯報記者孔雯瓊香港文匯報記者孔雯瓊 攝攝

■■楊慧聰同學協助數據分析楊慧聰同學協助數據分析。。
上海電氣集團供圖上海電氣集團供圖

親嚐地道菜 濃情上海味
品味舌尖

科技開眼界 手機走天下
創科取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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