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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生醉心文學 北上逐夢桃李
握內地放寬政策 將報考教師資格

「不管在內地還是香港，我希

望都要活成自己喜歡的樣子。這

是一個很好的時代，多些勇敢和

自信，相信一切都會水到渠

成。」在福建師範大學（簡稱

「福建師大」）海外教育學院漢

語言文學專業2016級吳志輝看

來，「在這個世界上，每個人都

有一塊由他自己耕種的土地。」

這塊「由自己耕種的土地」便是

深深扎根在他心裡的「教育

夢」。他很感恩在內地的學習生

涯，希望將來自己站在香港三尺

講台上能不忘初心，做一位有靈

魂的老師。 ■香港文匯報記者

蘇榕蓉 福州報道

回憶起在香港紡織學會美國
商會胡漢輝中學的高中時代，
吳志輝至今記憶猶新。「2012
香港教育改革後，我們可以選

自己喜歡的選修課，當時我主修中國歷史，
『90 後』很少讀中文和歷史，但我特別喜
歡，那段日子給了我力量與快樂。」

吳志輝笑着說，他高考報的是香港教育大
學的歷史系，可惜英語沒過關，和父母溝通後
轉戰到內地高校，最終選擇福建師大，「在歷
史和漢語言文學教育專業中仔細斟酌，最後選
擇後者。」

剛進福建師大時，吳志輝覺得不適應，這
個被他笑稱「有點孤單的專業」，沒有港澳台
學姐學長，「內心剛開始覺得空落落的，也是

首次知道港澳台生除上課和內地生在一起外，
其他如住宿、課外活動等都是獨立的。」

吳志輝覺得自己要以最快的速度融入內地
高校的生活中，於是主動向學院申請和內地生
一起住宿。「和內地同專業的同學一起同吃同
住，應該會讓我更容易融入當地的生活。」

「沒來福州唸書前，我在香港不需要手洗
衣服，也沒有和陌生人一起住過。和內地同學
一起住6人間，也是自己一個逐步適應的過
程，比如環境有點擠、有的同學習慣熬夜晚睡
打遊戲等等；其間協調中，我學會溝通包容，
也積累了兄弟情誼的惺惺相惜。」吳志輝認真
總結說：「當初見面有些不安，彼此探索，也
許有點茫然迷惑。朝夕相處才發現這世界中，
沒有人比你們更懂我。」

「剛到福州時，經同學介
紹，我認識了『支付寶』的神
奇。」吳志輝稱，還有「餓了
麼」、「美團」等諸多 App 軟

件，各種折扣、紅包疊加，可能一頓飯花不到
20元人民幣，讓他覺得在內地學習生活「省
錢不少」。「同學們一開始都會給我中肯的點
餐建議，後來我們混熟了，宿舍同學會一起外
出聚餐找好吃的餐廳，比如學校附近一間開了
十五年的東北菜館，就是我們經常出校『打牙
祭』的地方。」

吳志輝也聽過港生不適應內地生活的故

事，他覺得港生是否積極主動融入其中，也是
關鍵。有的港生生活局限在港澳台生圈子中，
不了解內地，使用的社交網絡也與內地同學不
同，比如內地同學大多使用微信，港生則習慣
使用WhatsApp。「努力地融入校園，與同齡
人彼此了解，認識內地，展示香港，才是我們
這一代在內地讀書的港青盡力要去做的。」

吳志輝笑着說：「因為漢語言文學專業班
一個班兩百多號人，男生才十幾個，一旦與體
力活沾邊的，男生都展示紳士風度，比如每個
學期搬運、發放書本時，男生就全部承包了。
雖然辛苦，但是挺快樂。」

港青融入校園 盡力展示香江

主動同吃同住 培養兄弟情誼

■■吳志輝吳志輝（（右一右一））主動申請與內地同學同吃同主動申請與內地同學同吃同
住住。。圖為他和同學外出聚餐圖為他和同學外出聚餐。。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作為港生代表作為港生代表，，
吳志輝出席香港特吳志輝出席香港特
區政府駐福建聯絡區政府駐福建聯絡
處活動處活動。。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大一入學開始，吳志輝除了學中文專
業科目外，同時還要學心理教育和

教育學基礎等師範類課程。
「因為我讀的是師範類專業，在大
三、大四時需進行試講、教學實習等，
再過一個月我便到小學實習了，很是期
待，希望把自己所學的用上場。」吳志
輝說：「學院也很照顧我，因為我的普
通話不是很好，一、二年級涉及拼音教
學，所以讓我教中高年級的孩子。」

內地生用功 鞭策己勤奮
內地同學的用功程度讓吳志輝倍感壓
力，當然，他也沒有落下腳步。「當你
看到他們勤奮，你也自動會去勤奮，關
鍵看個人。」吳志輝說。
他很喜歡香港教育家萬吉的一句話，
「從教育哲學的觀點，教育的作用本身
就是讓一個個體從『自在』昇華為『自
為』，而『自為』必須以自主為前提。」
吳志輝經常建議香港的學弟學妹們多
去圖書館，「港澳台生比內地生低分數招
考進大學，更需努力。圖書館是好地方，
社會發展日新月異，我們靜下心來多讀
書，絕對有好處。」
「記得大一那年的寫作課，很多內地

同學考70多分，我們港澳台生有些考了
80多分，甚至90多分，分數雖然不能證
明什麼，但是從側面說明了我們也實實
在在地用功，沒有急功近利地偷懶。」
吳志輝笑言，「在香港時，老師曾說香
港是文化沙漠，在香港書很貴，大家也

都很忙沒時間看書。」
赴內地讀書後，他發現內地的書比較

便宜，這三年也買了非常多的書。「我
有個舍友外號叫『博士』，他特別愛看
書，也很喜歡買書，還會把自己家的書
搬到宿舍，知識非常淵博，這點我要向
他學習。」

文字裡觸摸從未有過世界
一說起喜歡的專業科目——現當代文
學，吳志輝的興奮之情就溢於言表，滔
滔不絕。「綠春盛夏，悲秋忍冬；風花
雪月，山川湖海；吹滅讀書燈，一身都
是月。」吳志輝覺得可以在那些文字裡
觸摸到從來沒有過的世界。
「魯迅、冰心、沈從文都是我很喜

歡的作家，我的老師也非常好，除了
教授課本知識外，還分享論文讓我們
學習。」吳志輝說：「試論魯迅與張
愛玲小說創作思路與表現方法的異
同，淺談現當代文學中的女性價值，
現當代文學中對『真』、『善』、
『美』的追求等等題材，老師和同學

們一起探討和學習，這種滿足是難以
用言語表達的。」
吳志輝非常喜歡董卿在《中國詩詞大

會》一期中的開場白「恰同學少年，風
華正茂，書生意氣，揮斥方遒。」
「詩詞擁有不朽的力量，一次我回香
港在電視上看到這個節目開始入迷，腹
有詩書氣自華，感慨中華詩詞的魅力無
窮。」
「研究生想跨專業學自己最感興趣的

中國歷史，決定日後報粵中山大學的中
國歷史專業。」吳志輝說：「一切很奇
妙，還是會回到原點。因為年輕，所以
存有無限的可能吧！港澳台生報內地大
學研究生沒有人數限制的規定，既然有
這種優勢，就努力去嘗試一下，身邊的
內地同學也一直在鼓勵我。」
「中文和歷史都是文史學大範圍，我

對它們的熱愛永遠不會磨滅，永遠會勇
於去嘗試。」 吳志輝說：「今年學校
通知我們可以用台胞證、回鄉證報考
內地的教師資格證，下半年我也會去
試試。」

■■吳志輝和福建吳志輝和福建
省國學名師陳祥省國學名師陳祥
耀教授合影留耀教授合影留
念念。。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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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大 單 赴 運 沙 特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趙
臣 合 肥 報

道）安凱客車公司在其位於合肥包河經濟開發區的廠區，日
前舉行600輛安凱客車出口沙特發車儀式。今年年初，安凱
公司與沙特哈菲爾運輸公司簽署總價6,743 萬美元的客車銷
售訂單，成為內地客車企業出口今年的第一大單。據介紹，
此次安凱公司出口沙特的是安凱12米全承載客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馮雷 河南報道）在日前
第十三屆「中國（河
南）投資貿易洽談會」
上，特步中國副總裁吳
聯銀出席「中國商丘睢
縣『中原鞋都』國際鞋
業高峰論壇」透露，他
們將加強與河南，與
「中原鞋都」睢縣的交
流合作，打造一個更有
競爭力的產業互聯網平台。

市場產業合作齊頭並舉
吳聯銀說，合作分成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市場合作，另一方面是產業
合作。在市場方面合作，睢縣是一個很好的地方，風光優美，有融合的
環境，旅遊資源非常豐富，也是個運動之城，所以希望在跑步生態圈的
建設方面，有更好的合作。

深度合作
特步佈局「中原鞋都」

■吳聯銀冀與睢縣合作，打造一個更有競爭
力的產業互聯網平台。 馮雷攝

22境外投資項目落地蓉城

成都市市長羅強參加簽約儀式
並致辭，商務部國際貿易經

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白明現場解
讀《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
法》。
是次集中簽約項目22個，總金
額33.9億美元。其中，先進製造
業項目9個，協議金額17.74億美
元，主要涉及電子信息、航天航
空、汽車製造、裝備製造等產
業；現代服務業項目13個，協議
金額16.16億美元，主要涉及現代

金融、現代物流、總部經濟、文
化創意、養老服務等產業。
「香港正創集團新零售智能製

造產業園項目」、「香港普基發
展公司全國總部項目」、「香港
漢橋機器廠互聯網數據中心全國
營運總部」3個港資項目現場簽
約。

正創2億美元建產業園
香港正創集團CEO左煒博介

紹，是次公司與成都青白江簽約

投資2億美元建設新零售智能製
造產業園（一期），將從事3C電
子類產品、母嬰用品、美妝類產
品、醫療輔料等新零售智能製造
行業的進出口加工。

港企新經濟項目成亮點
香港漢橋機器廠是一家生產智

能電錶為主業的高端製造企業，
以前一直在深圳、惠州等地發
展。
是次，該公司與成都市錦江區

簽署合作協議，將投資4億元至5
億元人民幣，建設互聯網數據中
心西區總部，輻射雲南、貴州等
西部地區。
香港普基控股（成都）有限公

司則將投入10億元，在成都錦江
區建設新能源汽車服務配套基
地。
上述三個項目涉及新零售、新

能源和互聯網大數據，有別於以
房地產、服務業為主的港商投資
內地模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兵 成都

報道）成都市日前舉行2019年度外

資項目集中簽約儀式，包括新西蘭

駐成都總領事館、美國駐成都總領

事館、德國中小企業聯合會、英國

商會、法國工商會，以及法鐵AREP

設計集團、美國齊力製冷公司、香

港正創集團等領事機構、涉外商協

會和知名外資企業參加儀式。

■成都是次成都是次集中簽約項目集中簽約項目2222個個，，涉及投資總金額涉及投資總金額3333..99億美元億美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李兵李兵 攝攝

■■成都市市長羅強成都市市長羅強
參加簽約儀式並致參加簽約儀式並致
辭辭。。 李兵李兵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江
宏）香港文匯報記者從山東省工
信廳獲悉，今年該省將海洋工程
裝備納入高端裝備規劃，擬重點
打造青島、煙台、威海三個海洋
工程裝備產業集群，並依託三市
打造國際領先的海洋工程裝備基

地。

培育9家新國家級技術中心
據記者了解，山東將不斷推進
高端裝備製造業技術創新，今年
擬新培育國家級企業技術中心9
家，其中高端裝備企業5家，累

計達到 50 家，佔全省總數的
30%；首批培育的14家省級製造
業創新中心試點中，高端裝備佔6
家。
與此同時，山東將推動海洋工

程裝備加快發展。
根據去年研究制定的《關於山

東省船舶工業深化結構調整加快
轉型升級的實施意見》，今年將
海洋工程裝備納入全省高端裝備
規劃，確定重點打造青島、煙
台、威海三個海洋工程裝備產業
集群，依託三個市打造國際領先
的海洋工程裝備基地。

魯擬建國際海洋工程裝備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