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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新創見兄弟姐妹

彈指間，來港工作已近10年。回首過往，最令我
難忘的，不是碧海青山，不是都市繁華，而是我的那
些「香港青年新創見」的兄弟姐妹們。他們都叫我
「郭姐」，帶給我很多歡笑和感動，如清泉滋潤心
田。

因緣際會國情班因緣際會國情班
和他們的相識源於我部組織的內地國情研習班。研

習班讓我見證了他們許多人的轉變。自小在國外讀
書、沒怎麽寫過漢字的Jeff，研習班結束時花了一個
晚上，咬斷三支鉛筆，歪歪扭扭寫出4,000多字的學
習心得。Paul曾對國家有不少誤解，學完之後有了很
大轉變，繼而報讀了進階班。他說國情學習改變了他
的世界，並一發不可收拾地成了紅劇迷，《井岡山》
《延安頌》《長征》等劇無一落下，他現在最大的願
望是和扮演毛澤東、周恩來的演員合影。學員們在研
習班結下深厚情誼，於是成立了同學會—香港青年新
創見，讓這份情誼延續和昇華。

甘於奉獻孚衆望甘於奉獻孚衆望
會長Norman工作很忙，但會裡大小活動都身先士

卒，深孚衆望，被會員們戲稱為「專職會長」。最讓
我感動的是他不圖名利，踏實做事。有一年，我和新

創見的會員赴酒泉衛星發射中心參觀。回港後
沒幾天，Norman電話找我：

「 郭

姐，我想再去一次酒泉，帶一些中學生了解國家領先
的航天科技，你幫我聯繫一下吧。」去酒泉一路坐
車，很辛苦。可Norman不嫌累，兩個月後他帶100
名中學生又去了酒泉。回港後他高興地描述學生們看
到火箭發射架的興奮和自豪，卻完全不提返程時因大
雨滯留在嘉峪關機場時的艱困，聽者無不感動。

堅持不懈中軸線堅持不懈中軸線
為了讓沒機會去內地的香港青年了解國情，Alan和

一幫會員夥伴在香港辦起了國情班，並起名「中軸線
教室」，因為北京的中軸線給他們留下了難忘的印
象。尋找場地、招收學員、邀請老師，他們犧牲了一
個個周末，3年間一連舉辦了14期。上過課的學員都
說課程令他們加深了對國家的認識，開闊了眼界。口
耳相傳，慕名而來的人也越來越多。這一切離不開許
多幕後英雄的付出。Joe曾早上6點開車去深圳接老
師，Jessie、Alex Hu、Ivan、Michael和Ken不善言
辭，默默為學員記考勤、訂午餐，Patrick一連做了12
期 義 工 ， Alex Lei 和 Max 從 澳 門 趕 回 值 班 ，
Benjamin、Yen帶病當值，Joyce和Carol像管理自己
的公司一樣一絲不苟地管理班務，Ray一期不落地製
作報名表，Issace Yuan在每次結業式前總將學員的證
書準時送到教室。沒有百餘位義工的奉獻，就沒有
「中軸線」的堅持。

推廣文化當使者推廣文化當使者
國情學習令新創見會員志願成為推廣中華文化的使

者。他們踴躍參加國家文化部的培訓，興奮地捧起
「中華文化推廣大使」的證書，擔起大使的責任。為
推廣中醫藥文化，他們邀請內地名醫進社區舉辦講

座，Jefferey自己當司機接送專家，Louis出錢出力邀
請百多位親友參加論壇，幾十名朝氣蓬勃的會員在現
場忙前忙後。他們的精神風貌打動了內地的嘉賓，逢
人便說香港青年很陽光。Jancie業餘時間前往景德鎮
學習茶藝，歷時一年半考取了茶藝師資格，組建新創
見茶社，教會員體驗茶文化。William和Monnie為辦
好中醫養生文化推廣活動，專門跑去深圳向教授求
教。

一言難盡還有你一言難盡還有你
沒有足夠篇幅一一講出新創見兄弟姐妹們的故事，

只好羅列了：小Marco熱衷公共政策研究、最崇拜顧
維鈞，想當外交官，大Marco保管的會章、會呔和會
巾似乎總也領不完，Wilson好像隨時能從身上變出新
創見的橫幅，Alan Kwan和Victor深夜為會裡寫文
章，Thomas為推廣國情教育慷慨解囊，Alex Ng和
Amy專程飛往成都代表新創見探望孤兒學童，Joe
Mui和Issac Chan為籌備「新創見盃」籃球賽四處奔
忙， Phoebus和 Fiona自告奮勇製作會刊和海報，
Vincent時常組織會員帶糕餅去老人院探訪老人，
Asa、Ricky和Michael Lau酷暑天為清理海灘活動踩
點，Linda包場請大家看《紅海行動》，Kenjin和Fai
做義務司庫和法律顧問，KMF、Tommy、Even、
Ellie、Coodeli為組織別開生面的聯誼會費勁氣力，
還有Syril、Eric、Albert、Ming、Melody、Simon、
Kaki……。對了，還有Des，他的普通話可不普通。
一次聚餐時他問我：「郭姐，你要護照嗎？」
「啊？」我困惑之極，直到他把胡椒放在我面前，不
由忍俊不禁。聽說新創見剛成立了普通話推廣委員

會，Des被拉進了學員群。
畢生難忘國情緣畢生難忘國情緣

短短3年多，新創見已有300多位兄弟姐妹，或許
Boris發自肺腑的感悟是他們內心的共鳴：「以前，當
不能像我的外國朋友那樣對自己國家有深厚的情感又
找不到原因時，內心曾很失落。研習班後終於發現，
是因為我對國家不了解、找不到自己的根。一旦找
到，我也會毫不猶豫地愛自己的國家。沒有國家的人
好比沒有靈魂的人。」如同水啓發了海倫·凱勒，喚
醒了她對世界的認知，國情研習也讓他們領悟到愛國
的感受，彌補了內心的缺失。而我則像是一個擺渡
人，帶他們駛進始終向他們張開雙臂的祖國的懷抱。

認識你們，真好！

台務部 郭芬

■「新創見」在港辦起國情班。
「中軸線教室」fb相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實習記者 楊曉

瑩）樓價高企，租金高

昂，不少港人都想抽到

居屋圓上車夢。新一期

居屋共4,871個單位於

5月起接受申請，於昨

日晚上7點截止。房屋

署表示，截至昨日下午

5時， 樂富的香港房屋

委員會客務中心累計收

到約10萬份居屋及白居

二申請表，網上收到的

居屋申請則約 19.6 萬

份，即合共約收到30萬

份申請表，超額約 59

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夢縈）網絡安
全公司FireEye昨日發佈最新《Mandi-
ant M-Trend 2019》研究報告，顯示亞
太企業去年偵測網絡攻擊繼續落後於其
他地區同業，其中金融、物流與專業商
業服務都是受攻擊的高危行業，而香港
作為亞洲金融及物流中心，易成為駭客
目標。
報告指出，去年亞太企業內部團隊在
網絡入侵開始至偵測到的所花時間中位
數為262天，即8個多月的時間，而美
洲、歐洲及中東和非洲地區企業偵測到
入侵者的速度明顯較快，分別為46天和
61天。
亞太企業偵測速度相對較慢，駭客有

較多時間達到目的且可能不被發現。
FireEye 公司環球首席技術官 Grady

Summers介紹，目前在亞太區內承受最
嚴重攻擊的行業，依次序分別為金融
（34%）、交通物流（13%）與專業商
業服務（13%），香港作為亞洲金融及
物流中心，亦是極易受攻擊。
Grady表示，企業並不能完全避免被

入侵，重點是盡早揪出攻擊者，移除在
運算平台內的惡意軟件，曾有企業被入
侵長達 9 年，駭客卻遲遲未有發動攻
擊。很多竊取信息的惡意程序會通過電
郵傳遞釣魚鏈接，他建議企業加強郵件
過濾，增強電腦本身的防火功能，即使
僱員不慎點擊鏈接亦不至於聯網產生嚴

重後果。
他並指，許多駭客組織行動有目標

性，會持續攻擊特定企業，企業發現受
害並解除危機後，不代表後續安全，需
要持續監測。駭客還會將雲端系統視為
攻擊目標，包括雲端數據服務營運商、
電訊和其他服務供應商等。
Grady還透露了公司近期發現的3個駭

客團隊，其中APT37和APT38 團隊懷
疑均來自朝鮮，多以銀行或金融公司為
攻擊目標，企圖竊取資金。
而另一代號為APT39的伊朗駭客團隊

則經常向中東地區的電信、旅遊和高科
技企業發動攻擊，目的是獲得這幾類公
司的知識產權。

亞太企「慢測」網攻 港金融易受攻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

州報道）經粵港雙方商定，蓮塘
（香園圍）口岸粵港商務車指標
申領工作昨日起正式啟動。廣東
省公安廳交管局指出，對已獲取
皇崗、文錦渡、深圳灣、沙頭角
口岸香港入出內地商務車指標的
投資類企業，依然可以申請，但
需有條件地按增量進行申請。政
協委員、人大代表、高端人才及
捐贈人（團體）若已申請上述口
岸指標，則不可以繼續在蓮塘
（香園圍）口岸申請。值得注意
的是，已獲取且只獲取了港珠澳
大橋口岸各類粵港商務車指標
的，不影響申請香園圍口岸。
廣東省公安廳交管局還指出，在

廣東省投資的國外、澳門或台灣商
戶同樣可以申辦蓮塘口岸粵港商務
車指標，但須使用在香港登記的車
輛申辦。對於各類群體車牌有效
期，廣東省公安廳交管局指出，投
資類指標有效期為1年，到期後符
合條件的，可以延期1年人才類指
標。人才類指標有效期為5年，有
效期滿後，持有人仍具備相關資格
條件的，延期5年。
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的資格類指

標同樣為5年，有效期滿後，持有
人仍具備相關資格條件的，延期5
年。捐贈類指標，則長期有效。
如需進一步了解相關情況，可登

陸網址 http://gdga.gd.gov.cn/jgj/
index.html進行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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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大型文化
活動「根與魂——青未了．山東非物質
文化遺產展演」現於香港中央圖書館舉
行，介紹37個山東省非物質文化遺產項
目。透過相片、視像節目和各種傳統手
工藝展品，配合傳承人的現場示範和演
出，讓觀眾感受齊魯文化的獨有魅力。
活動開幕典禮昨日舉行，民政事務局

副局長陳積志在開幕典禮致辭時表示，
山東是中國古文化的重要發源地，蘊含

濃郁的文化氣息。是次展演活動除了讓
觀眾欣賞齊魯文化外，更讓觀眾了解國
家悠久的歷史和文化傳統。
他續說，香港特區政府一直致力保護

和推廣本地的非遺，至今已有10項非遺
項目被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
錄。特區政府亦已撥款3億元，推出「非
遺資助計劃」，讓團體和傳承人申請。
重點展品包括濰坊風箏「鳳凰」、以

東明糧畫技藝製作的「碩果纍纍」、濟

南微雕「金陵十二釵玉章」、展示廣饒
齊筆製作技藝的「精品景泰藍狼毫套
筆」、費縣手繡「老虎圍嘴」、以即墨
花邊傳統手工技藝製作的「即墨花邊
《百花爭艷》」和聶家莊泥塑「抱魚
娃」。
為配合活動主題，主辦單位亦邀請了山

東傳承人就呂劇、山東琴書、五音戲、萊
西木偶戲、螳螂拳、柳子戲、山東快書和
山東民歌，進行現場示範和演出。

中圖辦展演 感受齊魯文化魅力

不少市民趁昨日截止申請作最後衝刺，一早前
往樂富的客務中心提交申請表，以及預覽屋

苑及單位間隔模型與其他詳細資料。有中學生適
逢考試周提早放學，受父母委託前來交表。
大部分受訪市民均表示申請居屋都是與家人自

住，一同分擔首期，亦有「廿四孝」父母樂意為
子女盡一分綿力繳付首期，其中林先生就表示
「幫得幾多得幾多」。少數人為單身申請，但都
沒有目標屋苑，只希望抽到名額可以揀樓。

有人憂網絡不穩 親身交表
房委會今次加入網上申請選項，但大部分受訪

者表示因擔心申請者太多會導致網絡及系統不穩
定，而且想到現場預覽各屋苑模型後選擇心儀單
位，故前來交表。有部分較年長的申請者則表示
不知道可透過網上申請。
透過網上申請的余先生表示，網上申請的手續

並不繁複，只需15分鐘已完成，比起排隊遞交核
對資料及填表更省時，而且能避免資料不齊全需
要補交的情況。
今期居屋推出6個屋苑待售，包括何文田冠德
苑、將軍澳雍明苑、馬鞍山錦暉苑、長沙灣凱德
苑、火炭旭禾苑和荃灣尚文苑，合共4,871個單
位，以市價五九折發售，約156萬至529萬元，預

計8月攪珠，11月揀樓。
另外，市區重建局位於紅磡馬頭圍道的港人首

置上車盤「煥然懿居」，昨日起開始揀樓，全日
有80組申請者獲邀揀樓，上午有40組，其中36組
出席。在早上揀樓時段結束時，共有34個單位已
被揀選。
取得「頭籌」的林氏夫婦表示，現時一家四口

居於公屋，今次斥資近655萬元，購入一個高層
507呎的兩房單位。以往曾抽過3至4次房委會居
屋，但一直未有中籤，「抽極都抽唔到」。對於
今次抽中首置盤並成功揀樓，她坦言以「平常
心」對待。

「煥然懿居」揀樓 買家：抓緊機會
另一名買家Nick表示，買樓後有壓力，日後要
努力賺更多錢養家。他說，現時一家三口租住西
營盤一個單位，今次購得高層的兩房單位，售價
逾600萬元。他形容今次抽中首置盤很幸運，加上
以市值六二折出售，較為便宜，遇到好機會就抓
緊置業。
「煥然懿居」共提供450個單位，面積介乎261

平方呎至507平方呎，售價由約314萬元至661萬
元不等，申請期間收到逾2萬份申請表，超額逾45
倍，預料在2020年中入伙。

■FireEye公司發佈網絡安全相關報告，指亞太
區相對落後，香港樞紐位置高危。

香港文匯報記者趙夢縈 攝

■中央圖書館辦「山東非物質文化遺產展
演」。 中通社

▲新一批居屋昨截止申請，市民遞交
申請表。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楊曉瑩 攝

▶市民預覽屋苑模型。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楊曉瑩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