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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見大灣區系列之二

提供創展平台 創造互動空間

灣區企業當伯樂
助力港生早着先機

■朱鼎健博士
朱鼎健博士（
（右二
右二）
）與朱鼎耀先
生（左一
左一）
）親自到「 觀瀾湖藝工
場」參觀學生作品
參觀學生作品，
，並給予意見
並給予意見。
。

時代總是與年輕人相輔相成，青年創造時代，也被時代考驗着。狄更
斯在《雙城記》裡寫道：「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時代

■位於觀瀾湖
的手藝工場。
的手藝工場
。

無法選擇，但無論怎樣，總會有一批年輕人，他們乘着時代的順風，
只管努力奮鬥，然後成為時代的主流。當然，這中間少不了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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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伯樂。深圳觀瀾湖集團今年為香港的學生策劃了一個為期

「「
當當

而助力，往往來自伯樂。觀瀾湖集團的主席朱鼎健博士便是一
三星期的實習計劃，有中學的學生來酒店實習，協助做
夏令營，全面地讓香港學生認識大灣區發展；也有香
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THEi)學生來手工藝體驗館「觀
瀾湖藝工場」親身感受創業滋味。助香港學生早日
採、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茜、實習記者 王芊
40 周
朱鼎健博士表示：「去年是中國改革開放
年，我很幸運能見證和參與到國家改革開放最迅

速的廿多年。我寄語香港學生應主動助力國家全面開
放，更加積極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更加積極主動
參與國家治理實踐，更加積極主動促進國際人文交
流。做好這四項國家所需、香港所長之事，同時間
去發揮好香港作為『超級聯繫人』的這個身份。」
■觀瀾湖為 THEi 的同學提供展示攤位
的同學提供展示攤位，
，鍾
穎思（左）與官俊良同學展示自己的作品
穎思（
與官俊良同學展示自己的作品。
。

材料、還有教導我們的老師，深圳的市場
和香港不同，可以探索更多的東西。自己
以後有打算來深圳繼續發展手工藝。」
修讀產品設計的陳諾恒同學對手工製
作有另一番體驗，他說：「手藝工場裡
的老師都很樂意教導我們和解答問題，
在學習陶瓷拉坯方面，老師會先示範一
次，再從旁觀察，並在適當的時候提供
協助。平日在香港甚少接觸陶瓷這方面
的工藝，很高興是次實習能在觀瀾湖手
藝工場裡有學習的機會，除了知道更多
關於手作產品的技巧，也對市場和產品
之間的關係有更深入的了解，有助未來
在產品設計方面的發展。」
用玻璃瓶製作的小碟子是盧俊軒同學設
計的，上面繪畫着香港的特色交通工具圖
案：小巴、紅綠的士……再配上其名稱及
粵語拼音字樣，增加了香港特色的味道。
這個碟子採用廢舊的玻璃酒樽製作而成，經
過消毒和清潔，再處理將其壓扁，最後在上面
用顏料繪畫出特有的圖案，精美環保又有實際
用途。

願，這是比較出乎意料之
外的。」
「我們的初心是希望這
些香港的學生可以見識多
一些。現在很多同學常常
覺得一部電話就是一個世
界了，我覺得他們需要有
人去『推』一下，我們就
去做這個『推手』。香港很小，我們希望他
們能拓闊自己的視野，也能留意到內地的發
展。」他補充道。

手藝工場由頭學起，學習到的比其他
實習和學校功課來得多，她還用金銅
製作出紫荊花首飾，包括耳環、吊墜
及胸針。一說到香港，大多數人都會
聯想到洋紫荊，洋紫荊作為香港的象
徵，她的設計適合任何人士佩戴。
「是次實習使我獲益匪淺，能汲取
設計作品、製作手工藝技巧、展示佈
置和宣傳策劃的寶貴經驗。作為一個
工程學生，可謂對設計一竅不通，對
我來說既是新奇又是陌生，因此能創
作這些作品要感謝各方支持、工場老
師的悉心指導和同學們包容及幫
助。」樊凱晴說道。

■手藝工場
內設有皮革
工廠。
工廠
。

■手藝工場中陳列着各
式環保概念手工藝品。
式環保概念手工藝品
。

香港中學生任生活老師
照顧內地小朋友訓練學習
實習計劃首度加入中學生，16 位來自博愛醫
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中學的中學生在「閃
耀未來精英夏令營」與「童軍夏令營」擔任生
活老師的工作，在六日五夜的營期內，照顧比
他們至少年輕幾歲、主要是來自內地的小朋
友，陪伴他們進行高爾夫、STEM 學習、急
救、野外訓練、手工藝等等的學習活動。實習
生同樣住在營地內，親身感受到在內地學生的
日常生活方式。
梁省德中學校長楊文德博士表示：「大灣區
能提供的機會很多，香港同學得到觀瀾湖這樣
規模龐大的機構支持，能率先到離港不到一小
時車程的深圳觀瀾湖度假區了解別人的生活風
貌，又初步了解整個區域的發展，絕對有所裨
益。這次的實習計劃能成為一個良好的範例，
希望將來會有更多香港的中學能舉辦類似的活
動，擴闊學生的眼界。」
實習生分享感受時都表示，透過這次實習，
了解到照顧不同文化背景成長小朋友時遇到的
困難，更藉此初步確立自己的職業路向。實習
生都曾在觀瀾湖藝工場參與一星期的手工創作
課程，再進行創作自己的作品，又是另一個角
度體驗深圳的生活。楊文德說：「有的同學在
參加實習後，發掘了自己有照顧小朋友的意

修讀環境
工程及管理的
官俊良同學參與
整個產品設計創
作、製作，今次的實習
對於他的生涯規劃有更多
啟發，「這次的觀瀾湖藝工
場的實習之旅，我認為印象
最深刻的是在一個地方竟然集
合這麼多的不同手藝工場，我個
人本身對手藝亦有濃厚興趣，如
有機會，在這次實習之後也會以個
人身份回來體驗。」
同讀環境工程的同學樊凱晴，她在

■ 手藝工場
提供各種製
作工具，
作工具
，還
有專業老師
指導。
指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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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穎思現為
THEi 產品設計二年
級的學生，她設計了一
個帶有香港特色的皮革書
籤，書籤參考了識字卡的模
樣，用圖文並茂的方式介紹一
些音譯詞。她說：「粵語中有些
專有的詞語是根據英文而來，這
個概念想給人們介紹香港特有的文
字和語言。」她採用皮雕的技巧，把
圖案和文字雕刻在皮革上，書籤是閱
讀書本時使用的小工具，上面精緻雕刻
的文字和圖案，她希望人們能夠更加深
入了解香港的語言特色，「從開頭的概
念去想怎麼做，再和深圳的老師溝通，理
念上的改變，技巧上注意的地方都可以接
觸到，我覺得在香港很少有機會去嘗試做
完整個作品的機會。」
手工藝市場在香港而言，空間和資源是
目前最大的問題，與香港相比，深圳的手
工藝的市場會更大，面臨的機遇與挑戰也
會更多。鍾穎思表示：「無論是空間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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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大灣區，把握發展機會。

朱鼎健
歡迎學生到觀瀾湖體
驗內地發展的空間和機
會：「我們的手藝工場、體育行業，提供青少年創意的空間。當
青少年有空間、有綠化環境，有軟、硬件的配合，一定可以全面發
揮創意。未來觀瀾湖會繼續擴充和發展新的項目，希望有更多年輕
人去學習、分享。一有溝通，不同思想一起互動，我相信一加一不
等於二，而是十三億。」
今次實習計劃其中一項是集合六位分別來自產品設計、環境工
程管理與廣告學系的學生，他們前往位於深圳觀瀾湖度假村、華
南地區面積最大的手工藝體驗館「觀瀾湖藝工場」親身感受創業
滋味。六位同學的手工藝設計產品都以名為「整啲嘢-Do D
Thing」的香港特色為主題，再採用廢棄的玻璃、皮革、
金銅為材料，共同創立別具香港特色的手作品牌。今次
是首次由手藝工場支援，由意念到製成成品都由學生
完成，手藝工場的專業老師為學生提供指導及交
流，學生在學習期間真實吸收工作經驗與創業過
程。設計成品將在觀瀾湖藝工場與香港 THEi
校舍展出，接受人客品評，可以推動香港於
大灣區的交流與互動。
同學們紛紛表示，這也是他們第一次
接觸到廢棄的玻璃，以及金銅、陶瓷
這些獨特的材料，而專業導師的教
導更令他們獲益匪淺，對未來的生涯規
劃有更多啟發，也願意作為「超級聯繫
人」推動大灣區發展。

修讀廣告系的陳菀欣
同學表示，觀瀾湖提供
很大的自由度和實際體驗
予學生，「觀瀾湖的實習計
劃讓我可以嘗試策劃一個展
覽的前期主題概念和後期宣傳
計劃，導師會提供很多素材讓我
們學習、分析和參與。我在此次
的實習中除了學習推廣，亦學習到
商業上的待人接物技巧，希望能運
用在未來職業生涯上，更能獨當一
面。」
還有同學告訴記者：「我的興趣就
是手工藝，在藝工場可以嘗試製作不
同的手工，這裡的老師也很樂意地教導
我們。」在深圳觀瀾湖藝工場學習，不
僅可以帶給香港學生新的體驗去感受深
圳手工藝學習的不同，作品在此展覽，
來參觀者也可以通過他們的手工藝作品
而更加了解香港的特色文化。

朱鼎健籲港青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 參加夏令營的小朋友與梁省德中學的同學們
（中）。

鍛煉耐心 珍惜生活
有小朋友告訴記者，參加這個夏令營很開
心，鍛煉了自己的毅力和堅持力，比如打高
爾夫， 叢林穿越令他非常難忘。夏令營有來
自香港的中學生和內地小朋友們，所以他們
在這個夏令營認識到來自全國各地的朋友，
感覺好開心！夏令營中除了小朋友和中學生 ■楊文德校長
楊文德校長（
（右二
右二）
）收到活動紀念旗
收到活動紀念旗。
。
們一起相處之外，還一起照顧了在深圳的孤
兒，有來自香港的同學表示，當看見這些失去 和小朋友的相處很開心，可以照顧小朋友也鍛
父母的孩子時，自己很同情他們，也會更加懂 煉了自己的耐心。」陳萃樺也說：「有的小朋
得去珍惜現在的美好生活，以及幫助更多有需 友不乖乖睡覺，我們就在房間裡和他們聊天，
要的人。其中嚴子皓同學告訴記者：「這幾天 第一次體會到自己父母教養我們的辛苦。」

朱鼎健博士的父親是第一批到
內地發展的香港企業家，大學甫
畢業，朱鼎健便隨着父親一同北
上發展，經歷了內地最快速發展
的幾十年。機遇與努力相遇，令
他開拓了事業版圖，隨後便有了
一些院校與機構的邀請，使他和
年輕人交流的機會多了起來。
「我希望能通過充分運用自己的
身份優勢，為香港年輕人到內地
發展搭建平台。」他說。
■朱鼎健博士希望
朱鼎健博士希望，
，香港學生可以
朱鼎健所在的深圳市龍華新區 更加積極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更加積極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
非常支持企業開放條件給香港的
年輕人，他們的工作重點之一就
已經在深圳城中極具名氣。」
是支持年輕人創業，盡可能提供便
朱鼎健認為，香港背靠祖國，同
利條件，「比如，我們觀瀾湖裡的 時又面向國際，有很大的優勢，是
Urban Croxx 是幾個香港年輕人一 大灣區的門面，「香港同胞應該珍
起創辦的，他們由於香港高昂的租 惜國家快速發展的大好時機，充分
金，整日忙於銷售賣卡，而且沒有 運用自己得天獨厚的條件，尤其是
辦法真正實現自己心目中的健身工 年輕人，有兩文三語的優勢，運用
作室的想法。機緣巧合之下，他們 自己有利條件，更加積極地融入國
了解到在深圳的觀瀾湖有場地也有 家發展大局，在和國家同進退、共
條件可以實現他們的想法，所以在 發展中發光發熱，尋求自身發展的
四年前毅然北上開辦健身室，現在 天和地。」他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