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兩地生「擦火花」利創科競爭
中大研究倡支援內地生港創業 為發展注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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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母家的大
門是帶有環扣
的木門，很有

歷史，每次敲門時只需拿起環扣輕
敲，便能發出銅與木撞擊的深沉聲
音。庭院裡種滿了蔬菜，我總是與
祖母一同前去照料它們長大，樂此
不疲。
風和日麗的清晨，祖母的生物鐘

非常的準時，我迷迷糊糊地拉着她
的衣袖，奶聲奶氣地開口問：「祖
母可是去照顧瓜兒們？」
「一心你可放寬心睡去，時候還

早，祖母只是前去望望。」她輕撫
着我雜亂無章的頭髮，細聲說道。
我搖搖頭，徑直從床上下來，走

進了庭院，祖母便連忙趕上了我的
腳步。
待我們替它們澆水施肥後，我滿

心歡喜地看着它們，抬頭卻見成群
結隊的蜻蜓由遠處飛來，身子也壓
得很低。我疑惑地看向祖母，她似
乎有些擔憂地說：「恐怕天是要下
大雨了啊！」我嚇了一跳，不由得
望向天邊滾滾而來的烏雲。
不久，烏雲佈滿了整個碧藍的天

空，陰沉沉的，令我想起先生剛教

不久的「黑雲壓城城欲摧」的情
形，路上的行人也紛紛跑回屋子，
偶有好心的鄰居叫我們回屋子裡
去。
天空突如其來的一聲悶響，嚇得

我臉都白了，隨即便下起了傾盆大
雨。門前的大樹也揮舞着手臂，此
次的大雨似與往常不同，一陣陣的
怒號似在宣洩。我擔憂着瓜兒們，
但是祖母不讓出去，只能趴在窗口
眺望，小聲地啜泣着。
忽然，我望見一抹熟悉的花

衣，正奮力地將幼瓜兒苗們固定
住。天呀，那不是祖母嗎？我欲
奪門而出，但是門被鎖住了出不
去，急了眼的我一直用力敲打着
門，門的環扣發出陣陣清脆的聲
音。不知過了多久，我沒有停下
動作，而門縫卻傳來聲音：「一
心一心別急，我馬上幫你開
門。」這是隔壁嬸嬸的聲音，轉
眼間門就開了，我道了聲謝便急
匆匆地趕去祖母那。
我望見祖母狼狽地護着那些寶

貝，鼻子一酸，也幫着護。祖母望
見我，眼眶竟也紅了。隔壁嬸嬸也
不知跑哪去了，我心想，這種天氣

應該是回家去了。

老少婦孺齊搶救
突然，在這暗無之中，天際浮出

一絲微光，愈來愈大，一抬頭便看
見附近的老少婦孺都過來了，他們
努力搶救被暴風雨蹂躪的瓜苗，每
個人的神情都很堅毅，帶着一種莫
名的神聖感。「啪嚓」門前的樹快
倒了，而我也被人推開，那承載着
我記憶的樹徑直向我剛才的位置倒
去。

分不清是雨是淚
有鄰居跑上來圍住我，奶奶更把

我抱入懷中。望着他們的臉，分不
清是雨水還是淚水，我看見眾人吃
力地把樹冠挪開，怕壓住那些瓜兒
和瓜苗；我看見他們的臉上充滿了
光芒，看見隔壁嬸嬸一臉擔憂地望
着我們，眼睛快要撐不住。雨停
了，遙見天邊一抹微光，便眼前一
黑了。
如今再次回想，仍覺心中一
暖，在我有生之年中還能看見這
種溫暖光輝，已無憾。只是庭院
裡，當年親手種植的瓜苗已不復
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春光爛
漫。 ■聖士提反堂中學 陳文欣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與祖母種瓜苗 回想仍感溫暖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順
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學生李曉彤、
劉穎儀、黃浚朗、劉柏良和Shah
Anila 所製作的動畫作品「Over
The Fence」 近 日 於 第 十 六 屆
Info-Matrix國際資訊科技大賽中，
與同校學生陳信一、曾偉超、錢錦
達的另一動畫作品「Into The
Cosmos」雙雙奪得金獎，今年是該
校連續三年獲金獎。前者更是香港
隊伍首次在該比賽的「Computer
Art 」組別中奪得金獎中的全球第
一名，並奪得1,000美元獎金，成
績斐然。
Info-Matrix於本月10日至14日

在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舉行總
決賽，共有11個組別，包括電腦藝
術、無人機競賽、機器人相撲和程
式設計等，大會設有1.1萬美元獎金
平分予11個組別的全球第一名。
595份入圍作品來自46個國家及地
區。
學生李曉彤代表團隊到羅馬尼亞

出席總決賽，介紹「Over The

Fence」，故事講述一隻小羊非常
肚餓，希望到外面尋找食物而出盡
渾身解數，最後靠踏單車成功衝破
欄柵，到達外面的世界，但可惜原
來一切只是海市蜃樓。

另一金獎動畫談「太空夢」
她認為製作動畫和比賽過程並不

容易，但終能為港爭光，擴闊眼
界，實屬難得，而今次更幸運地可
以獲得豐富獎金，非常高興。

另一金獎得主陳信一代表所製作
的動畫「Into The Cosmos」講述
主角年幼時被對太空非常着迷，經
過不斷的努力，主角最終能實現夢
想，乘坐自己建造的太空船展開他
的旅程。
陳信一表示，希望透過動畫燃

起觀眾的夢想，而製作這套動畫
正是他的夢想，他又非常感謝副
校監翁國基資助他參加這次大
賽。

製動畫小羊奇遇 翁祐生揚威國際

■翁祐中學
兩支學生隊
伍近日於國
際資訊科技
大賽中雙雙
奪得金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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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
鈺）因應2013年「雙非」截
龍，明年6歲的適齡小一生
人數將面臨急跌，嚴重衝擊
小學生態。20名來自多個地
區的小學校長及副校長
「2019優化小學教育關注
組」去信教育局局長楊潤
雄，其中提出8點訴求，包
括調配資源、優化班級穩定
教師團隊等，要求政府在6
月前制定方案，及早應對
2019年起的小一收生危機。

累計減幅達一萬
根據教育局最新的估算，
適齡升小一人口將由今年高
峰的6.57萬，於2019年及
2020年持續急跌，累計減
幅達一萬。
由教聯會主席黃錦良牽
頭，來自北區、屯門、元
朗、天水圍、東涌等過去接
收較多跨境學童的19名小
學校長、副校長組成的關注
組，過去多月一直關注小一
人數急跌情況。
今年初，關注組邀請逾
40名小學校長與教育局會
晤具體反映學校遇到的問
題，經進一步收集意見後，
於前日正式致函楊潤雄，提
出8大訴求。
關注組要求教育局推出類
似中學的「三保」政策，以
穩定小學教育生態，及藉人
口下降契機全面推行小班教
學。
同時，過往因小一生增加

局方邀請辦學團體營運多所「有時限學
校」，關注組認為應及早商討有關學校
的去向，及妥善處理加派津貼及學生人
數統計，減少學生不必要流動，和加強
扶助特色小校，鼓勵多元辦學。

盼教局6月前推具體方案
為協助學校規劃人手及相關資源，關

注組強調，教育局應於今年6月前推出
具體方案，並推動學校共商落實細節，
長遠也要向學校提供小一學額供求數
據，讓學界能及早作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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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科被視為香港經濟新動力，
在資源上，國家大力推動兩

地協作，讓本地大學及科研機構可
獲國家經費「過河」資助，而特區
政府最新財政預算也宣佈增撥500
億元推動創科發展。
在創科人才方面，中大創業研究

中心主任區玉輝早前獲特區政府
「公共政策研究資助計劃」資助，
進行了「內地在港大學畢業生的移
民創業：多重視角的實證研究」項
目，檢視如何整合內地畢業生的人
才資源，鼓勵科技創業，更有效推
動香港經濟和社會發展。
研究報告指，香港側重商業及金

融發展，令社會面臨科創人才不
足，而教育及培訓體系難以短時間
改變，所以吸引外來創科人才例如
內地畢業生是重要一步。

從5方面推內地生科技創業
報告提出可從5方面入手，包括

大學招募內地生時已加入創業培
育考慮、政策上更鼓勵畢業生留
港、制定適合內地生創業計劃、
利用同鄉會和商會的活動協作，
及以多元文化思維促進融入，推

動內地生科技創業。
區玉輝接受香港文匯報採訪時提

到，內地生對科技興趣較港生高，
亦會花較多時間投入研究，兩地學
生合作可以帶來很多衝擊，例如思
維方式、興趣、人脈關係等很多方
面，「對創新創業而言，不同背景
是好事，衝擊才會激發出不同的想
法。」
但他分析指，現時香港各大學於

招生策略、課程等未有針對性鼓勵
創業。另一方面，內地生也面對語
言障礙、文化及價值觀差異等挑
戰，致令實際上他們留港創業並不
踴躍。
香港目前力推科技創新，區玉輝

指，在人才資源上香港亦面對競
爭，部分港校畢業、有志科技發展
的內地生，創業時或傾向選擇內地
城市，「例如深圳、廣州等地，比
起香港有更大的研發投入、人力和
機會，而當地的生活、朋友圈子和
社會氛圍亦可能會令他們更感舒適
方便。」
他補充，即使他們開始時於內地

創業，未來業務拓展或考慮打開國
際市場時，亦可能選擇到香港，始

終有潛在好處，「但重點是要與他
們保持一定的聯繫，現在這方面重
視明顯不夠。」

不應視育才為「搶資源」
對於部分人以「搶資源」角度看

待人才培育，區玉輝直言並不認
同，特別因為在創業層面，「競
爭」意識尤其重要，「太多的資源
會『浸死』一間初創公司，因為創
業需要嘗試新內容，競爭亦正正會
創造新的可能性。」
他續指，綜觀全世界而言，初

創行業及相關工作往往可以創造
更多就業機會，而外來人亦相對
較本地人更傾向創業，這說明社
會吸納外來人才及推動其創業的
重要性。
區玉輝說，香港近年在創科政策

及氛圍都較以往更積極，未來應推
動在港內地生和本地生多作交流，
鼓勵他們認識社區，並可利用現有
的同鄉會及商會的資源，組織來自
不同地方的學生擴大社交網絡，尋
找好的創業導師，並要跨部門和跨
院校合作，制訂更有效鼓勵創業政
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近年世界各地正颳起創新創業風潮，而在這場創科追趕戰

中，除了資源投放外，人才亦是成功關鍵。就香港社會正面臨科技創業人才不足的挑戰，

中文大學一項創業研究指，本地大學內地生普遍具較佳科學、工程背景，可望能為香港創

科注入活力。負責研究的學者表示，內地生及港生思維方式、興趣、人脈關係等有所不

同，合作帶來的衝擊「正是創新所需要」，建議應從政府政策、院校、業界，以及同鄉會

等社區支援層面，為內地畢業生開拓創業空間，並促進多元文化創造兩地生合作機會。

■區玉輝認為，兩地學生合作可以帶來很多衝擊。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內地生及港生思維方式、興趣、人脈關係等有所不同，合作帶來
的衝擊「正是創新所需要」。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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