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欣賞－我們的香港」畫作分享童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詹漢基）在燈

火燦爛、熙來攘往的馬路旁，佝僂的拾
荒婆婆拖着紙皮前行；經常見到的維
港，不同時間正呈現不同的美態；人們
以為平平無奇的鰂魚涌公園原來是世外
桃源……逾百名中小學生通過細心的觀
察，藉畫筆抒發對香港的關愛及感情，
他們將聯同香港畫家趙素仲聯合舉辦
「欣賞－我們的香港」作品展，由本
月下旬起，向公眾展示心中的香港面
貌，讓大眾停下腳步，靜下心來，一同
欣賞我們的香港。
庇理羅士女子中學的中二女生林伊
涵，以成熟的筆觸描繪出《香港精
神》。在熙來攘往的馬路旁，佝僂的拾
荒老婦孤獨地拉着紙皮向前走。老人以
全黑的形象呈現，看不着臉。畫作展示
了香港草根階層堅韌自強的一面，林伊
涵以畫作喚起香港人對弱勢社群的關
注，希望社會更富有同情心。

漢華生：鰂魚涌公園如世外桃源
漢華中學中五生周東來則以鰂魚涌公
園為題，描畫他所欣賞的香港，「香港
是一個節奏急速的社會，繁忙香港人偶
爾也應該來一下鰂魚涌公園，享受世外

桃源般的寧靜。」畫中角落有3張鮮
艷的長椅，供遊人休息，吹吹海風，
讓人感受到公園的悠閒氣息。

展示「早午晚」的維港
「林伊涵筆法成熟，周東來畫作展

現了童真……」72歲的香港畫家趙素
仲，簡單扼要地點評了學生作品。趙
素仲的香港畫作，一筆一畫均蘊含着
感情，其中一幅三聯畫《欣賞－我們
的香港》由左至右，展示了清晨、白
日及夜晚的維港，「維港是香港的標
誌，肯定是要畫的。」筆觸遊走在虛
實之間，寫實的同時卻帶點孩子天真
的味道。

趙素仲與百同學畫作本月展
活動協辦機構教聯會秘書長容向紅今

次有份挑選參展作品，她指趙素仲用水
墨畫摩天大廈，「一看就可以認出建築
物，這是中銀大廈、那是國金二期，然
而細心觀賞下，畫中的窗戶卻比現實大
得多。」別具韻味。
趙素仲年紀不輕，卻充滿活力，這是
因為她除了愛作畫，也愛運動，不讓體
能走下坡。她於兩年前由學瑜伽轉為打

泰拳。沒想到這兩項運動，成就了她後
來的兩幅巨作，分別是長達三米的《春
江花月夜圖卷》及《獅子遠眺圖卷》，
「不學瑜伽，靜不下心畫細緻的樓；不
學泰拳，沒有足夠的體力完成這麼長的
畫。」
在急速的都市生活裡，趙素仲放棄只

用文字，選擇以「讀者5分鐘就可以讀
完，然後慢慢咀嚼」的方式，用畫作分

享內心世界。
「欣賞 我們的香港」趙素仲和同學

們作品展，由暘谷藝術協會主辦，香港
文匯報、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協辦。容
向紅表示，世界不乏美的素材，一般人
缺少的是審美的心，希望該畫展能成為
一個途徑，增加公眾的審美經驗。展覽
由本月21日至24日於香港中央圖書館
展出。

港青闖灣區 打拚勇追夢
「高鐵青年號」訪廣州佛山 兩80後分享北上創業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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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常說與時並進，但
對於職場變化，別說是入
世未深的年輕人，就算已
經投身職場的成年人，亦

未必了解今日招聘的準則與變化。部分家長仍以數
十年前自己的應聘經驗作判斷，結果往往無法理解
子女今天面對面試或筆試的難處何在。
筆者時有機會接觸從事人力資源及企業社會責任

工作的企業代表，了解到他們今天聘用青年時，整
個程序以至企業文化已不斷蛻變。有公司代表坦
言，他們今天並非在職場上提供一個「職位空
缺」，而是因着獲聘者的才能，看能否「度身訂
做」一個合適崗位予獲聘者。
這種翻天覆地的變化並非易事，但企業明白他們
必須作出改變，因他們發現新世代年輕人的特質、
性格、興趣及能力均與以往不同，如果他們沿用以
往標準去招聘，要麼是沒有人能符合固有要求，要
麼是聘請來的年輕人無法完全發揮所長，甚至因不
適應而提早離場。
有些企業就選擇「重塑職位」(Job Redesign)，很

多職位內容及工作要求由來已久，但隨着科技日新月
異、業界要求改變，昨日的職位，今天可以消失；仍
有需要的工作崗位，它們的工作職責、流程也不需因
循。透過重新將職位定位，既可發揮青年創意，可能
改善工作流程與權責，以提升工作效率。

「T型」人才更符需求
企業為了物色人才、挽留人才而積極求變，由面
試模式、啟導、培訓、督導等作出不同的調節，但
需要改變的又豈止職場？青年身為未定型的「黏
土」，更應積極求變以增強競爭力，「改變」不代
表要判若兩人，而是知己知彼，發現自己長處短處
再取長補短，讓自己備有在不同工作崗位、不同範
疇都能發揮的柔軟度。
本地的專上及高等教育，能培育大批獲得特定技
術或專業知識的年輕人，但未來社會需要更多「T
型」人才，他們擁有特定範疇的專業知識，同時亦
會橫向吸收廣博知識及經驗。透過生涯規劃將更有
助青年人達到雙向的發展，好好「變形」。
如果各位年輕人希望對工作世界及對自我有多些

認識，可參與女青生涯規劃服務隊（香港島及離
島）的工作體驗及實習計劃，詳情將上載於face-
book（https://www.facebook.com/hkywcaclap），
歡迎大家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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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塑職位」
吸人才增效率

在「高鐵青年號創科體驗行」
中，一名本港九十後創科界創業
者、為視障人士提供服務的 iS-
EE應用程式創辦人馮廣照，喜
歡挑戰多變的工作狀態，於是在
工作一年後創業，對大灣區發展
充滿好奇渴望的他本來對到此發
展有一絲憂慮。此次交流團與同
樣背景的成功者交流後，令他倍
感鼓舞，並決定踏出在大灣區發
展的第一步。
畢業於公開大學計算機相關專

業的馮廣照本身可以像許多同學
一樣做一名人工升幅很快的程式
員，但他不喜沉悶的生活，加上
小學開始的義工經歷，故他很希
望可用自身的技能幫助更多有需
要的人。
見到視障的大伯生活不便，啟

發到廣照和團隊研發APP幫視障

人士透過語音識別眼前的物件，
暫有近3,000次下載量。此外，
他的公司更會和其他機構合作，
培訓視障人士編程；去年底更聘
請了一位兼職視障人士。
廣照在港創業，在資金、辦公

場地等方面均獲得不少支持，但
他希望看看外面更大的世界。在
此交流活動中，他請教了李國銘
和葉俊偉在大灣區創業時，在文
化適應、內地法規等方面的經
驗，覺得很受鼓舞。
高鐵開通後，交通來往更為方
便，家人希望廣照能常伴身邊，
於是他選擇大灣區作為擴展事業
的起點。目前他正與內地合作夥
伴商議，希望未來進軍內地廣闊
市場，開發更多不同的應用產
品，以服務更多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 柴婧

交流獲鼓舞 創青增信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詹漢基）在澳
洲從事腦神經心理學研究逾30年的岑
浩強，去年回港後，於7月成為理大醫
療及社會科學院院長。他昨日與傳媒分
享發展大計時透露，未來會積極協調各
方，促進各學系、院校，乃至大灣區的
合作，其中護理學院將與內地部分學院
組成合作網絡，積極爭取國家資源，提
升香港整體的科研水平。
岑浩強在香港長大，在新西蘭及澳洲
完成本科及哲學博士課程，於澳洲格里
菲斯大學任教逾25載，並擔任健康醫
學院院長（研究）達6年，是腦損傷、
認知障礙與康復等領域的權威專家。
岑浩強介紹指，腦神經心理學在意
的不只是大腦的構造，還有腦構造與
行為之間的關係，其中前瞻性記憶是

其中一個重要課題，患者可能會忘記
「將來」要做的事情，例如經常忘記
「接下來」需要處理的事務、「下次」
覆診的時間，這些都是腦功能受損的
症狀。
他指不只是香港，整個東方社會的腦
神經心理學發展步伐也較慢，從澳洲回
流香港從事相關研究是一大挑戰，希望
能將經驗帶回香港分享。

逐步提升港科研水平
院長起着領導的角色，岑浩強承諾會

積極協調各方，以逐步提升香港整體的
科研水平。他以理大去年研發的、能減
慢近視加深的兒童眼鏡為例，指出視光
學、材料科學等不同學科配合的重要，
「故未來不僅要做到跨學科、跨院校的

合作，更希望能藉大灣區，進一步提升
香港科研水平。」
香港的高齡化是本港棘手的問題，

身為腦神經心理學專家的岑浩強，特
別關注長者的精神健康問題，而抑
鬱、焦慮與自殺率息息相關。他提到
澳洲的人口少，難以找到足夠的研究
對象；反觀大灣區人口眾多，而且大
灣區內的社區服務未盡完善，若理大
能與深圳、廣州等地的大學及醫院合
作，「屆時集合資源，能做到更多的事
情，讓更多人受益。」
未來理大護理學院將與內地約10所

護理學院組成合作網絡，估計一兩個月
內可簽署合作協議。
他又提到理大未來更會因應社會需

要調整課程及收生，來年護理學、物

理治療學及眼科視光學的學額會分別
增至193、150及45個，另「醫學影像
及放射科學理學碩士學位」課程則會
增加醫學物理專業，以應付病人需
求。

理大新院長盼院校灣區合作

由青協主辦的「高鐵青年號」首團
近日出發，以「創科體驗行」為

主題，逾500名中學生、大專生及在
職青年近日造訪廣州、佛山，進行兩
天的科技及嶺南文化之旅。其中大會
安排了在大灣區創業的年輕人李國銘
及葉俊偉分享自身的創業故事。
李國銘憶及，當年在澳洲留學時，
他就和葉俊偉拍住上，與外國球隊較
量，雖然輸掉球賽，卻建立了十足默
契。同樣修讀酒店管理的二人，先後
在澳洲、香港的相關行業工作。

佛山成本低 消費水平較高
中三已確立開餐廳夢想的俊偉，一
直為實現夢想鋪排，國銘則在工作對
內地廣闊的市場有了深入認識。他們
一直保持聯絡，四年前決定北上開餐
廳。他們「從零開始」，起初為兼顧
在香港的本職工作，只能夜晚趕到內
地不同城市考察市場。有次俊偉的表
弟邀他們去佛山玩，令他們發現了這
塊人工租金平、消費水平較高的寶
地，並決定將當時還未建成的佛山嶺
南新天地第二期當成創業的第一站。
兩個外來人要獲得當地人的信任並
成功租店成了難題。俊偉當時上交了
不止三四份提案，並屢受質疑，最終
靠餐廳、髮型沙龍、露天酒吧一體的
創意思維，成功入夥。起初投入的
200萬元成本，僅用三個月已回本。

生意穩定後，近兩年二人再擴大生意
版圖至廣州、深圳，公司目前壯大到
約百人。

團員料內地創科發展將領先
兩人表示，一位同歲的香港朋友在

香港一直難以找到上流機會，故力邀
對方往佛山一同「打天下」，成為公
司第三名合夥人。他們均看好大灣區
的發展，希望繼續在這裡發展。李國
銘坦言，「當初北上創業，家人並不
看好，估計我一兩年就會回港。反而
激勵我更要有所成就，我希望用自己
的創業故事鼓勵更多香港青年，讓他
們亦能在大灣區抓住實現夢想的機
遇。」
除了聆聽創業者分享外，「高鐵青

年號」交流團一眾成員，還參觀了大
灣區內的無人商店、智能家居產品、
人面識別技術公司等，令他們大開眼
界。其中仁濟醫院第二中學的莫同學
被科技家居產品震撼，她相信內地的
創科發展未來會在世界領先。香港大
學的溫同學則認為內地人面識別技術
發展迅速，但要注意使用範圍，從而
保障個人隱私。
今次交流團乘搭高鐵往返香港和大

灣區城市，首次乘坐高鐵的寶血會上
智英文書院張同學覺得高鐵方便又快
捷，亦是經濟的選擇，下次回內地會
再次乘坐。

僅用四年已在粵港澳大灣區多個城市創辦多家餐飲的兩個

香港八十後男孩，當初辭去香港的高薪工作、離開安逸的小

康之家，奔赴從未生活工作過的佛山，從開通銀行卡開始，

一點點築起餐廳夢。成功後，他們不僅邀請在港找不到目標

的朋友一起在大灣區創業，近日兩人更積極將創業故事分享

給一班赴灣區交流的青少年，鼓勵他們未來可以在大灣區

「抓住實現夢想的機遇」。 ■香港文匯報記者 柴婧

■團員搭高鐵合照留念。 香港文匯報記者柴婧 攝

■青協主辦的「高鐵青年號」首團逾500成員造訪廣州、佛山。 香港文匯報記者柴婧 攝

■李國銘（左）和葉俊偉。
香港文匯報記者柴婧 攝

■岑浩強去年7月成為理大醫療及社會
科學院院長。

香港文匯報記者詹漢基 攝

■「欣賞－
我 們 的 香
港」將於本
月 21 日 至
24日於香港
中央圖書館
展出。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劉國權攝

■馮廣照決定在大灣區
繼續創業，擴展業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柴婧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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