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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生輾轉返穗開學 為明年畢業作準備

花一學期學費
返校上課踏實

■港生傅欣媚隔離
後如期返校。
後如期返校
。圖為
傅欣媚在學校。
傅欣媚在學校
。
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

傅欣媚從港返校流程
因隔離產生的額外返校花銷約5,500元港幣

若璋 廣州報道）「終於回
校了。」昨日，廣州一所港

時間

環節內容

所需出示證件、
必需費用
文件內容

8月21日

在港核酸檢測

核酸測試材料包 985元港幣

8月22日
下午2時

購買從香港到珠
海的直通巴士

8月22日
下午3時

入大橋珠海口 出示核酸檢測
憑證 、回鄉證
岸過關

8月22日
下午3時30分

在大橋入境內
地口岸進行免 回鄉證
費鼻喉檢測

赴隔離酒店接
駁巴士免費

返校註冊，準備開啟大四學
校復課費時費力費錢財。傅

8月23日至
9月5日

檢測免費，酒
酒店辦理入住 店 230 元 人 民
隔離 14 天，其
需出示檢測憑 幣/晚（不包餐
間檢測2次
食），外賣日
證 、回鄉證
均50元人民幣

9月5日
下午

需用手機掃
珠海停留玩耍 碼，手機填寫
一天，入住市 表格信息，隨
區其他酒店
後生成藍色邊
框健康二維碼

9月6日

搭高鐵從珠海至
廣州南站，滴滴
打車到學校

9月6日
下午3時

返校

58元人民幣

澳學生集中的高校迎來第二
十二批次返校學生。就讀該
校 2017 級文學院漢語言文
學專業的港生傅欣媚，在珠
海結束 14 天隔離後，如期
年的新生活。疫情之下，返
欣媚透露，隔離住酒店的花
銷快趕上一學期的學費，不
過，「花錢的那一刻心疼，
花完的時候卻也踏實不少。
這意味着，學習生活可以逐
漸步入正軌了。」

高鐵票（二等
座）70 元人民
幣

專門組織的港澳台僑學生在海南的五
天志願活動。回到香港家中的那一
天，武漢因疫情開始封城。未料想，
再回廣東返校上課，路程漫漫、花銷
重重。
傅欣媚說，因為疫情原因，媽媽滯
留內地，家裏爺爺奶奶年歲較大，所
以自己承擔了不少家務活動。上半年
在家上課，或多或少受到一些影響。
為了如期返校，傅欣媚一邊關注特區
政府實時發布的疫情防控、通關等信
息，另一邊也及時和學校師兄師姐、
同學保持在線聯繫，隨時交流「返校
攻略」。

檢測出結果 24小時內抵珠海
「我正式的返校準備從 8 月中旬就
開始了。」傅欣媚透露，自己 8 月 20
日把核酸測試包送到指定點。隨即在
第二天下午6時收到檢測結果。
「收到信息的時候，剛好準備吃晚
餐。」傅欣媚透露，看到信息的第一
時間，下意識就立馬去搶車票。
「檢測憑證只有 24 小時有效，我算

了算時間，再看了一下巴士的剩餘車
票數量就開始緊張了。」傅欣媚說，
原本買了下午4時到珠海的車票，但擔
心「24 小時」的時限，自己和同行的
校友一起在 8 月 22 號直接去蹲守下午 2
時的車次。
「好幸運，坐上了兩點（下午 2
時）的巴士去珠海。」傅欣媚綜合同
學們前期返校隔離經驗，對比發現在
珠海隔離的酒店費用相對深圳會便宜
不少。
「能省一點是一點，所以我首選珠
海酒店隔離。」傅欣媚介紹說，自己
着急如期返校主要是為了在大四期間
考取相關的資格證書。為了明年的畢
業季作準備。
從香港坐直通巴士到珠海過關，傅
欣媚讚歎，全程快捷順暢。
「全程就在港珠澳大橋香港關口和
珠海關口通關時出示了自費的檢測憑
證。」

過關再檢兩次 直達隔離酒店
到了珠海關口過關期間，傅欣媚還
進行了兩次免費的鼻喉檢測。隨後就
如常過關，被隨機分配到一輛大巴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德花 福建報
道）4日晚近10時，港生胡淑盈從廣州
乘坐動車抵達福州福建中醫藥大學校
區，開啟了她大三的新學年課程。胡淑
盈說，為了回學校上課，她8月6號就
從香港出關到深圳隔離14天，然後和家
人住了一段時間。4日晚一進校門，胡
淑盈就收到學校給每一位到校學生準備
的「防疫包」，裏面裝着口罩、體溫
計，還有一個學校精心配置的防疫中藥
香囊，覺得非常暖心。
該校的公共區域還擺放有電焙籠，

進行中藥煙熏。香囊選用藿香、佩蘭
等製成。福建中醫藥大學李燦東校長
還配製了防疫中藥液，熬好後，熱騰
騰地擺在食堂門口，師生們都可以
喝，可提高免疫力。

境外生可選擇網課
據福建中醫藥大學國際交流合作處鄭
老師介紹，對於在境外的國際學生，學
校讓他們自主決定是到校上課，還是選
擇在網上上課。為保障學生受教育的權
利，對線上上課的學生，每堂課與在校

生同步，同時還有學生幫忙抄錄課堂筆
記的輔導等，確保線上授課與線下一樣
效果。對於線上考試，採取一人一測措
施，學校也準備了兩台儀器，一台用於
監視、一台用於考試。
今年就讀福建中醫藥大學中醫專業三
年級的胡淑盈說：「這學期除了『金匱
要略』、『診斷學』外，還有很多實訓
課，比如皮膚美容護理技能、針灸技能
培訓和臨床技能培訓，這些都要實操訓
練，我覺得必須到學校上效果才好。」
胡淑盈介紹，一進校門，就有專人

灘塗上的綠色稻田
人們常常用金黃色來形容豐收，而長在灘
塗上的稻田、綠油油的收割場景卻並不多

見。香港文匯報記者近日抵達台山海宴鎮南
豐村的時候，眼前正在收割的就是一片綠色
的田野。南豐村是廣東省首個在鹽鹼地上完
成墾造水田項目並種植海水稻的鄉村，只見
半人多高的稻子長着細長的綠葉，金黃的稻
穗隱於其中，飽滿的穀粒將枝頭壓彎，穗子
頂上有一小撮寸把長的芒刺，看上去有點麥
子的樣子。田邊的水裏不時有小蝦躍出，更
顯得生機勃勃，讓人很難想像，就在幾年之
前，這裏還是一塊丟荒田。
這裏前身為華僑農場，因靠近大海，土地
鹽度過高，此前曾有港商看中這連片田地，
前來投資建農場、種植蔬菜，也以失敗告
終，直到 2019 年海宴鎮通過打造農業產業
園，吸引「海水稻發現者」陳日勝團隊來此
建立科研育種基地。「海水稻」，代表着一
個耐鹽鹼的品種。與一般的水稻相比，「海

投資逾 500 億
白雲機場將啟三期擴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
報道）根據近日獲批的廣州白雲國際
機場三期擴建工程可行性研究報告，
國慶前夕，白雲機場將啟動以機場工
程、空管工程和供油工程為主的三期
擴建工程，總投資達 544.2 億元人民
幣，項目創下三項之「最」，即中國
民航史上最大規模改擴建工程、內地
跑道最多的機場（5 條）和最大面積

「（本月）7號，我們專業已經正式
上課。我和好幾個同學都只能在家繼續
上網課。」劉同學透露，目前和另外三
四位同學都在觀望港版健康碼早日出
台，這樣能免去隔離的花銷和時間。
「當然也期待能盡快回到線下課
堂。」劉同學期盼香港疫情早日得
到控制，粵港兩地能早日正常通關
便利往來。

機場航站樓（154.4萬平方米）。
擴建工程主要有三大項目，包括
機場工程、空管工程和供油工程。
機場工程是擴建工程最重要內容，
涵蓋興建兩個新跑道和 T3 航站樓。
新建跑道包括長 3,600 米、寬 45 米的
西二跑道和長 3,400 米、寬 45 米的東
二跑道。兩大跑道建成後，白雲機
場的跑道總數達到 5 條。

水稻」的稻稈較高，在稻田下非常適合養殖 10 萬噸的糧倉，屆時，將為粵港澳大灣區
蝦蟹，種養結合的生態循環利用模式使稻田 的糧食供應提供更充足更優質的保障。陳
出產的大米及水產均為綠色食品，預計每畝 日勝說，在 5G 普及之後，園區將通過北
斗定位進行耕地操作，使用無人機播種
可為農民帶來1,800元人民幣的增收。
「今年產量不錯，除去種子以外，還有 等，希望通過科技手段種植，吸引年輕人
1,600 噸成品大米將於下月上市，這也是粵 加入到農業生產當中。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寶儀 台山報道
產『海水稻』首次進入百姓餐桌。」陳日
勝自豪地說。
當前，中國正把保障糧食安
全放在突出位置，研究推廣
「海水稻」對保障國家糧食安
全具有重要意義。廣東是海洋
大省，有近 300 萬畝灘塗鹽鹼
地，種植「海水稻」的空間和
潛力很大。陳日勝計劃用 3 年
■大型收割機正在田間勞作
大型收割機正在田間勞作。
。
時間將台山的產業園打造成為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寶儀 攝
一個智慧農業園區，建起一座

擴建主要項目
機場工程：新建 42.2 萬平方米的 T3 航站樓、14.4 萬平方米的 T2 航站樓東四和西四指廊、
193個機位的機坪等
空管工程：新建 1 座塔台及 2,640 平方米的裙樓，改造現有塔台；新建廣州新區域管制中
心；建設各類空管業務用房 56,660 平方米，人防及地下停車場 17,438 平方米，配套建設航
管、通信、導航、監視、氣象等設施設備
供油工程：新建第二航空加油站，25.2 公里的機坪加油管線，9,000 平方米的航油綜合
業務用房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

■胡淑盈手
握學校發放
的中藥香
囊。
受訪者供圖
對學生行李進行消毒，同時棄掉自戴
的口罩，換成學校發放的口罩。學校
實行封閉式管理，學生若要外出需向
老師寫申請，寫明去往何處及返校時
間，學校蓋章同意之後才可外出；回
校後，在兩小時內提交外出情況報告
給學校備案。 「防疫措施非常嚴
格，我也覺得很安全。」

教育部挺灣區港澳子弟校十二年學制

粵產
「海水稻」下月上百姓餐桌
南海之濱，與台山上下川
島隔海相望的連片淺海灘塗
上，稻田整齊劃一，生機盎
然，一株株看似蘆葦卻又結
着穗子的植物在收割機的轟
鳴聲中倒下，一顆顆金黃的谷粒隨之誕
生。它們都是產自廣東省首個在鹽鹼地上
完成墾造水田項目的「海水稻」大米，與
魚蝦蟹共生的綠色食品，下月將有 1,600
噸上市，這也是廣東產「海水稻」大米首
次走上百姓餐桌。若未來進一步推廣種
植，它們將為粵港澳大灣區的糧食供應提
供更充足更優質的保障。

盼港出健康碼 免隔離更便利

港生：防疫香囊暖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

$

往酒店。
傅欣媚回憶說，一般都是 30 人一批
次的大巴直接去隔離酒店，和自己同
車的也有不少學生。其中還有一位女
同學因為住酒店隔離的預算費用帶得
不夠，在辦入住前致電香港家中的親
人臨時轉錢。
「我們外招生一學期的學費是 6,000
多（元人民幣，下同），這次隔離酒
店餐飲花銷都差不多 5,000，相當於一
學期的學費。」和傅欣媚一樣感慨這
筆支出有點心疼的還有不少港生。
同一學校的 2018 級土木工程專業的
劉同學就因為隔離住酒店花銷大而且
隔離時間太長，還留守香港家中。

福建中醫藥大學開學

出示學校入學
批次信息碼以
及掃粵康碼

■傅欣媚說自己首選珠海進行酒店隔離。圖為橫琴口岸。資料圖片

傅欣媚感慨，年初新冠疫情開始爆
發的時候，自己剛剛結束了學校

香港文匯報訊 據澎湃
新聞報道，昨日，教育部
官網公布了《關於政協十
三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
議 第 1176 號 （ 教 育 類 089
號）提案答覆的函》（下
稱《答覆》），經協商國
家移民管理局，對政協委
員提出的《關於在粵港澳
大灣區推動建設香港子弟
學校的提案》予以答覆。
《答覆》稱，下一步，
教育部將努力把在港澳子
弟學校工作的港澳教師更
好納入內地教師培訓體
系，支持香港子弟學校探
索與香港學校、出版社等
合編教材，為香港子弟學
校發展優化政策環境。
教育部還將繼續鼓勵符
合辦學條件的團體到粵港
澳大灣區舉辦港澳子弟學
校（班），支持港澳子弟
學校（班）提供十二年制
的教學安排，為港澳學生
在內地完成義務教育、高
中教育提供更多就讀機
會。」
此外，在「加快推動教
師資格認定工作」方面，
《答覆》明確：教育部下
一步將繼續推動各地依規
落實好相關工作，並加強
政策宣傳，為更多有意在
內地發展的港澳教師提供
便利與機會，支持香港子
弟學校加強師資建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