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冠肺炎持續，今年大學收

生、交流實習，以及畢業生求職

都受影響。香港恒生大學校長何

順文昨日表示，受文憑試考生數

目下跌及疫情影響，預計新學年

總收生 2,000 人比去年跌約一

成，該校來港外地交流生亦將下

跌75%。他坦言今年畢業生就業

情況並不樂觀，提醒學生要努力

裝備自己，校方也會積極利用新

成立的大灣區融創中心，為港生

尋找北上發展的出路。

■香港文匯報記者余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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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光，照亮我們前行的路
深圳聯絡部 魏婷婷

「其實每一個人都不想上戰場打仗，但如果真
的有這場戰爭，你不去，有誰會去？」這是香港
退休護士陳姑娘主動請纓重返抗疫前線時說的
話。視頻裡的陳姑娘個子不高，戴着口罩，和我
在香港醫院裡見過的姑娘們一樣，很和善，也很
溫柔。當這番話從她口中說出來的時候，我真的
感到有些震撼，像是目睹一位老兵重新披掛上
陣，周身包裹着無所畏懼的英氣。

庚子年的這個春節注定是不平凡的。當數以億
計的中國人奔波在與家人團聚的路上時，一種傳
染性極強的新型冠狀病毒也悄無聲息地隨着人潮
擴散開來。疫情發生後，1月7日至22日，習近平
總書記先後多次對疫情防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和
明確要求，正月初一又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
會會議，對疫情防控特別是患者治療工作進行再
研究、再部署、再動員，並決定成立中央應對疫
情工作領導小組。一場疫情防控的總體戰全面打

響。在闔家團圓的萬家燈火背後，我們看到了各
條戰線、各個地方的緊急動員，看到了馳援武漢
的最美「逆行者」。據大數據統計分析，從1月
23日上午10點到1月29日的24點，共有12.38萬
人次的「逆行者」從湖北省以外的其他地方進入
到武漢市。其中，網絡關注度排名前五位的職業
分別是醫護人員、防疫專家、物流司機、解放軍
和建築工人，他們在武漢抗擊疫情的各條戰線上
持續奮鬥着。

這也是一場眾志成城的人民戰爭。我們看到了
大年初三的下午，一位農民開着農用三輪車，在
寒風中騎了40公里，趕到北京和上海醫療隊所在
的武漢某酒店，放下24箱蔬菜，開心地說：「聽
說醫療隊住在這裡，我送些新鮮的菜來。不要
錢。這是最新鮮的！我只有這麼多了。」我們也
看到了河南洛陽一家傢具廠在大年初五接到一筆
20萬元的醫療櫃訂單，得知是武漢火神山醫院要
用的，立即接單並回覆：「不用買，我們免費捐
贈！」消息轉發到當地傢具協會的群後，14家企
業連夜加班，一夜之間就湊齊了訂單。我們還看
到老人、清潔工人、小朋友找不到捐款的地方，

直奔派出所放下自己的積蓄就走，一位曾在口罩
廠打工的90後湖南小夥，聽說口罩緊缺直接就把
廠裡給自己抵工資的價值兩萬元的口罩捐了出
來：「一分錢也不要，我不能發『國難財』。」
更多的國人則是犧牲了自己的行動自由，以宅在
家的方式參與了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

在香港，醫護人員多年來一直堅守專業精神，
敬業樂業，服務水準也是世界一流，廣受好評。
2003年面對沙士病毒的無情，香港所有醫護團結
一心，奮戰在前線，有人甚至獻出了自己寶貴的
生命，成為港人心中永遠銘記的英雄。當新的疫
情再次蔓延，雖然不時有雜音出現，但我們看到
了大部分醫護堅守崗位，有人取消休假趕赴「沙
場」，有私家醫院的醫護報名「參戰」，更有不
少像陳姑娘一樣的老將「重出江湖」。參加過沙
士一役的陳姑娘說：「病人來到醫院，其實他們
將自己的安危生命付託給了我們，我們沒可能有
任何的理由去離棄他們。」

突然想起朋友在大年初一凌晨發來的一條微
信：「我爸新年第一件事，是去接我妹下夜
班。」朋友的妹妹也是一名護士，年三十上午還

在家，下午就出勤到大年初一零點才下班。腦海
裡浮現出父女倆在黑夜中前行的背影……國家有
難，每一個人彷彿都化身成了沒有披風的普通英
雄，就像一道道微光，匯聚在一起，驅散着前進
路上的黑暗，帶給自己也帶給他人比金子還要寶
貴的希望。這一年，讓我們做好自己，努力成為
一道微光吧。

■各地馳援武漢。 中新社圖片

恒大遇「疫境」收生交流跌
畢業生搵工添難度 校方善用灣區融創中心助覓出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姬文風）新冠肺炎疫
情持續，全港中小學生突然迎來近3個月停
課。這段時間除了透過網上學習「停課不停
學」外，學生們多了與家人相處時間，也多
了空間獨處和思考。
為此點新聞以「疫情下的溫情」為主題發
起中小學短視頻比賽，鼓勵中小學生用鏡頭
進行創作和記錄疫情期間的特殊記憶。
比賽截稿時間為6月1日，主辦方將以短片
的網上閱讀量數據進行排名，最高可獲2,000
元獎金。
是次中小學短視頻比賽由點新聞主辦，教
聯會為合作機構。比賽分為中學組及小學組
兩個組別。參賽者可以個人或團體（最多不
超過3名代表）為單位參賽，參賽者所屬學
校地點須位於香港；參賽作品題材不限，須
為橫畫幅，時長限於1分鐘到5分鐘，須為參
賽者原創作品；如有對白，須提交含有繁體
中文字幕的視頻成片。
比賽截稿時間為6月1日，由點新聞從各組
參賽作品中分別篩選出10部優秀作品。
截稿後，每組每日發佈一部影片至點新聞

各新媒體平台，平台包括YouTube、face-
book、微博、bilibili、抖音、點新聞網等。截
至6月30日中午12點，以上入圍作品按照點
新聞YouTube、點新聞facebook、點新聞微
博的閱讀量數據之和進行排名，按排名高低
決定所獲獎項。

最高可獲2000元獎金
排名結果於6月30日下午7點正式公佈。

獎項包括一等獎、二等獎、三等獎和優秀
獎。一等獎獲獎作品須為數據排名首位且達5
萬閱讀量，否則空缺。
獲獎者將獲得由主辦單位頒發的證書及港

幣500元至2,000元不等的獎金。

恒大昨日舉行視像會議，向傳媒簡
介該校最新情況及發展。何順文

指出，因今年文憑試考生較去年減少
3,000人，加上受疫情影響一再取消收生
資訊日，該校至今報讀人數較去年同期
下跌10%，預計最終總收生人數亦會跌
一成至約2,000人，內地招生亦料減10
人至20人。

為此，該校計劃於4月中下旬至6月
補辦招生資訊活動，邀請中學教師及中
六生參與，並配合放榜延後約一星期，
預先公佈相關報名及入學程序細節。

240學生身處內地無中招
在疫情影響下，各大學都暫停面授課

堂，恒大亦以Microsoft Teams作實時線
上授課，預計維持到4月。何順文表
示，屆時或會因疫情消退安排復課、補
課、延遲考試等，又指該校目前有約
240名學生身處內地，包括約7人報稱於
湖北，但未有學生染病的報告。

外地交流生勁跌75%
疫情同樣阻礙恒大的交流活動，何順

文表示，該校每學期約40名海外交流生

來港，但今年會大減四分三至約10個，
而出外交流名額同樣會減少。實習方面
影響相對較小，恒大指每年一般可提供
1,800個至2,000個實習空缺，估計今年
減約50個。
在畢業生求職方面，何順文表示，過

往該校九成學生可於畢業後4個月內找
到全職工作，惟本年受疫情影響，企業
發展及市場人才需求放緩，加上或有學
生會因為市道不明朗而選擇升學進修，
今年畢業生就業勢受影響，提醒學生努
力裝備自己，面對求職市場激烈競爭。
為協助學生於粵港澳大灣區尋找發展

機會，恒大於今年1月成立大灣區融創
中心。何順文介紹，該中心聯繫大灣區
內不同據點，為學生提供不同實習機
會，涉及範疇包括金融科技、區塊鏈管

理、文化創意產業等，另外亦會與內地
創業孵化中心合作，為學生提供臨時辦
公室，並為學生開辦培訓班了解當地文
化、創業資訊等。

■香港恒生大學預計新學年總收生2,000人比去年跌約一
成。 資料圖片

■何順文指受疫情影響一再取消收生資
訊日，該校至今報讀人數較去年同期下
跌10%。 恒大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
京）海康生命科技有限公司
前日宣佈一項自主研發的新
冠病毒快速檢測技術，整個
檢測流程可在4小時至5小時
內完成，據在實驗室測試，
靈敏度要比現有的檢測技術
提升10倍。
該公司主席于常海表示，
新技術主要是在疑似患者的
口腔中取樣，也可以通過尿
液、糞便中提取核酸樣本，
送到實驗室進行快速檢測，
每個測試成本大約50港元，
可以進行大範圍檢疫。如普

遍採用的話，可有效緩解目
前疫情防控中普遍存在的檢
測不準確、假陰性率高、病
人長時間等候等難題。
另外，香港生物科技協會

前日聯合黃乾亨基金及李氏
大藥廠控股有限公司，透過
不同管道，分批派發共兩萬
個口罩給有需要人士；基因
港（香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亦捐贈合共價值15萬元的
艾沐茵（NMN 9000）補充
劑，給已確診新冠肺炎或已
康復的受感染者，通過增強
免疫力來對抗疫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
文憑試（DSE）筆試將於本月27日
開考，教育局局長楊潤雄表示，政
府為考生準備的50萬個口罩已經就
緒，寄語各考生安心努力備試，各
中學今日（5日）起可分批到考評
局領取准考證及口罩，稍後按考試
日數分發予考生。另考評局又向部
分學校試場發信，指將在本月20日
前提供一套紅外線體溫檢查系統，
文憑試後學校亦可繼續保留有關設
備。
楊潤雄昨在fb上載備妥的准考

證及口罩圖片，強調會全力支持
今年的DSE考生。而各校在分派

准考證時，可按考生考試日數派
發相應數量的口罩；自修生則可
在收到局方郵寄的准考證後，憑
證於3月16日起向考評局領取相
應數量的口罩。
將軍澳香島中學校長鄧飛表示，

今年整體安排跟過往分別不大，
「只係拎多樣嘢（口罩）咁解」。
學校一般而言在取得准考證及口罩
後，將會通知學生在一定時間內前
來學校領取，「如今局方確保到口
罩提供，當然會放心一點」。至於
探熱設備亦是學界另一關注事項，
「一來現在賣得很貴，亦有機會被
退訂，尤其考生很多時候同一時間

前來考場，只有一支未必足夠，單
靠學校去買並不容易」。
因應有關情況，鄧飛透露考評局

前日（3日）已向部分有需要學校
發信，將提供一套紅外線體溫檢查
系統，當中包括一台熱影像儀、三
腳架以及一台手提電腦，供學校考
場在入口處設置及使用，並可於試
後繼續保留。
信中並提到，上述設備將在本月
10日至20日之間交付，有關供應
商將會跟學校聯繫。為確保設備在
考試當日如常運作，局方要求學校
應指派技術人員事前測試及檢查系
統，並在每個考試日做好操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新冠肺炎疫
情嚴峻，弱勢社群尤其欠缺防疫相關物資，
情況急需關注。教聯會教師義工網絡組織中
小學教師，近日先後兩次進行社區送暖行
動，向清潔工人及少數族裔家庭派發口罩及
自製酒精搓手液等物資，希望藉以發放正能
量，推動社會齊心抗疫。
教聯會教師義工網絡上星期前往位於大角

咀的四個垃圾站，向清潔工人派發口罩及自
製酒精搓手液，為他們打氣加油；而前天則
在社福機構的牽引下，前往葵芳的少數族裔
家庭，逐戶派發防疫物資及送上祝福，並教
授社工製作酒精搓手液，支援少數族裔。

新招快測病毒 靈敏度升10倍

■教局備
50萬口罩
送DSE考
生。

楊潤雄
fb截圖

教聯會義工防疫品贈社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鑑於新冠肺
炎疫情嚴峻，口罩等防護物資短缺。仁愛堂
副主席鄭慧賢早前透過旗下的Beauty Secret
一站式醫學美容中心與仁愛堂合作，成功訂
購兩萬個印尼口罩，10箱除菌噴霧及3M透
明防護眼罩，並在公司的社交媒體專頁預設
派發口罩活動，派送到露宿者及老人家手
上。
鄭慧賢透露，早前向印尼廠商訂購口罩

過程十分波折，貨物經海關扣查，曾要派人
到當地洽談，由訂貨到口罩成功到港歷時3
個星期。雖然口罩得來不易，但她不忍心見
到長者通宵排隊買口罩，將物資親自送給老
人家、學校、露宿者以及弱勢社群。同時她
亦計劃運送1萬個口罩、3M透明防護眼罩
及除菌噴霧等物資予湖北省武漢市及其他省
份的醫護人員，冀透過捐贈為當地人民打氣
加油。

仁愛堂捐兩萬口罩

■海康生命科技有限公司前日宣佈一項自主研發的新冠病毒快
速檢測技術。

■教聯會組織教師義工，向清潔工人及少數
族裔社群派發防疫物資。 教聯會供圖

教局備50萬口罩 勉考生安心備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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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新聞「疫情下的溫情」短視頻比賽。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