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充分運用粵港澳重大合作平
台，吸引更多港澳青少年來內地學

習、就業、生活，促進粵港澳青少年廣泛交
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增強對祖國的向
心力。」——習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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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提琴家姚珏：從教育着手
著名小提琴家、香港弦樂
團藝術總監姚珏認為，粵
港澳大灣區的建設對香港
藝術家來說，是一個大好
機遇，因為大灣區是香港
延伸的家園。「對我們藝術
家來講，就是有一個更廣泛的舞
台和平台，促進粵港澳青少年之間的廣泛交
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香港的青年藝術家

們應該更多地融入這一大好局勢，增強對祖國的向
心力，共同建設這個美好的家園。」
青年是祖國的未來，必須從教育抓起。姚珏說：

「我們在內地巡演時，大灣區很多城市的觀眾都跟
我們表示，這些有國際視野的教育項目是在大灣區
很多城市非常缺乏的，希望我們能夠更多地向他們
提供這些教育項目。另外，今年我也在全國政協提
出提案，建議由國家牽頭，粵港澳三地合作組織大
灣區青年藝術節，增進三地的融合。」

導演劉成漢：針對性做宣傳
導演劉成漢很贊同這一點，
他認為兩地政府一直以來欠
一個針對香港青年和他們的
父母有效的方式作出宣傳：
「香港很多市民不是對內地
在經濟科技進步的一面完全
不了解，就是拒絕去了解，如
果這個問題不解決，香港的青年始終
不會有對國家向心力，這個問題絕不可以
輕視。」
作為一名電影工作者，劉成漢認為傳媒對於民心的
影響十分重要，他建議內地與香港政府必須聘請真
正有經驗有創意的傳媒廣告宣傳機構，全面研究以
各種無孔不入的渠道和媒介向香港市民，尤其是青
少年長期宣傳教育。「特別找在大灣區及內地各省
市成功發展及創業的香港年輕人來現身說法，信息
要有針對性！只是找些老人家在年輕人根本不看的
媒介上來長篇大論教訓年輕人，是毫無效果的！」
當然，他也認為這並非單一的宣傳問題，「要香
港市民年輕人對祖國歸心，大灣區尤其是深圳首先
要全力把地方施政搞到最好、最安全作為示範。」

雕刻家酉星：
交流中學習
雕刻家酉星（張醒熊）表示，十分
認同習主席在大會中關於促進粵港澳青少年的
交流的講話：「我舉手支持！十分應該！現在只
發展香港已是局限，為長遠當然要發展大灣
區。」酉星坦言大灣區藝術家的水平相當高，鼓
勵青少年交流可以從中吸取經驗和互相學習。他
又以大灣區的佛山為例，指佛山是陶藝之鄉，因
此經常帶領學生到佛山交流，「學生的反應相當
熱烈，親身到內地感受和了解藝術發展也可以啟
發青少年。」惟他卻指香港很少學校和機構舉行
以藝術文化作交流的內地考察團，「香港青少年
對內地大灣區城市的藝術文化了解並不深入，若
政府好好運用大灣區合作平台，促進青少年交
流，多舉行交流和考察可助香港青少年了解內地
大灣區城市的藝術文化發展，交流也是一個學習
的過程。」

書畫家熊海：互相交流溝通
書畫家熊海表示大灣區城市相互合作和溝通是

大勢所趨：「書畫家交流可互相分享經驗，能夠
吸引到港澳青少年到大灣區就學、就業，可以令
他們更了解大灣區的文化藝術。」他又指，香港
青少年不太了解大灣區的發展與進步，若由政府
充當中間人角色，帶頭幫助香港青少年到內地了
解，相信這會令更多青少年更願意到內地大灣區
城市發展。

資深傳媒人路芙：發展機會更多
路芙認為在此指引下，可以多些香港年輕人對祖

國產生熱情：「我們是香港人亦都是中國人，事實
上我們的中國發展日益蓬勃，我們應該要團結一齊
去搵多些機會，所以我相信其實無論年輕人、成熟
的人都應認同自己是中國人這一點。中國地方大機
會多，大灣區的發展機會也一定多，能夠有機會去
大灣區發展自己所長，就可以令到我們將自己的能
力發揮得更長遠。我一向都等待去大灣區發展的機
會，若政策方便，到深圳發展絕對非常有利，我做
直銷帶貨客戶群會更加大，所以我會珍惜這樣的機
會。」

藝術總監陳敢權：
大灣區更大舞台

香港話劇團藝術總監陳
敢權表示，深港融合積
極深化大灣區建設能為
本港藝團及藝術工作
者提供了更大的舞台與
機遇。「大灣區城市劇
院眾多，又因粵語通行，觀
眾接受無障礙，且城市之間交通亦方便，
所以只要作品吸引人，許多戲迷往往『跨
城賞劇』，市場潛力巨大。如果宣傳得
好，觀眾都會湧過去，有些還會看兩
次。」陳敢權又形容大灣區表演場地硬件
一流，「很grand，劇場已經完美」，唯

一需要加強的則是方便觀眾來往劇院的交通配
套。他指出，經過多年的交流與巡演，香港話
劇團在廣州等大城市已經打開知名度，演出通
常滿座，但在佛山、珠海及東莞等城市則需要
更多推廣。他又形容，巡演時當地觀眾的反應
往往十分踴躍，問的問題也深入，令他留下深
刻印象。
香港話劇團近年來與內地的交流不斷深化，除

了將演出帶到內地各城市巡演，也開始與內地的
演出單位一起合作創作，在北京、上海巡演一票
難求。今年香港話劇團本來正和內地演出機構合
作排演普通話版《最後的晚餐》，未來也有可能
安排到大灣區演出。

導演朱漢威：用好絕佳「軟件」
根源製作室的導演朱漢威在5年前已北上發展其

設計動畫事業，他認為發展大灣區合作平台是絕佳
的「軟件配合」：「現在因疫情經濟轉差，我做影
視工作的，經濟差大大減少客戶和我們合作的機
會，無論政府給予幾多資助也難以補救失去了的生
意額。」他希望政府在促進大灣區人民交流的同
時，可以以政府為首，多作中間人舉行交流展覽，
「互相交流的同時也可令大灣區城市相互合作，也
可振興經濟。當然，就公司長遠發展而言，促進香
港和大灣區城市交流是必然的過程，但因香港和內
地的文化不同，政府如何去幫助我們則顯得更為重
要。」他希望政府可多作宣傳。

製作人丘亞葵：彌補港市場不足
薪娛國際綜藝製作公司董事總

經理丘亞葵表示，自己密切留
意近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深圳
特區的一番講話，覺得推進大
灣區建設無疑是一件好事。
「追根溯源，其實歷史上深圳與
香港本身並不是分開的，而是同屬一個
行政區域，稱為『寶安』。而現在將其再
度合為一個區域，當然是有利於各行各業發展
的。」
對於深港兩地未來的文化發展，丘亞葵亦坦

言：「文化建設方面可能一開始會比較艱難，因
為始終存在一些文化差異，需要許多努力，比如
深圳居民大部分並非廣東人，兩地文化的合作發
展，是需要慢慢磨合、融合的。香港畢竟很小，
表演形式也有限，融入大灣區發展也許可以彌補
這一不足。」
他對於演出製作行業在大灣區框架下的發展亦

很有信心，認為隨着人們生活水平提高，越來越
注重文化、藝術方面的精神追求提高也是必然。
「融合帶來開放，如果以後大灣區舉辦文化活動
可以自己把關，甚至文化活動也可以自己審批，
各方面都放寬點，就會更加好，對於我們製作
人、創作人，都是有利的發展。」

茶博士葉惠民：取長補短互得益
葉惠民認為深港合作建設大灣區這一國策絕對

是一件好事。「大灣區發展與融合，彼此取長補
短、共同進步、互相得益。我身為香港茶文化工
作者當然歡迎這個政策，因為可以令我們有更大
的發展空間，彼此交流，帶來進步。但香港和內
地仍有文化差異，希望中央及地方政府能給予我
們多一些香港人習慣的生活政策，讓我們更容易
融入與適應。」
他提及自己在香港也有實驗茶園，但奈何香港寸金
尺土，要長遠發展有難度。然而，粵港澳大灣區地大
物博丶人力資源充足，處處充滿機遇，只要把握自身
優勢，便能找機會。「憑藉粵港澳大灣區這個機遇，
令我在香港因為土地少及人手不足，而不能發展的
實驗茶園可以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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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家吳松：擁抱共贏
吳松覺得發展大灣區是對香港
年輕一代藝術人才培養非常重
要的提法。他自己身邊不少
青年藝術家在深圳求學，近
年提倡的「人文灣區建設」讓
不少廣東藝術機構都紛紛為粵
港澳大灣區的年輕藝術家提供交流展
示的平台，「例如有些計劃是每年選兩三位年輕

藝術家，在大灣區內舉行巡展，為他們的創作提供必
要的經費支持。」他相信只要循序漸進，香港青年人
才將為粵港澳大灣區的藝術生態發揮重要影響。
「尤其深圳是中國藝術市場的前沿陣地，一定可以
在習主席的提倡下在未來再為青年人提供更多的發展
機會。」深圳成為香港青年人參與藝術產業的重要實
踐地，「能讓他們更早參與中國美術發展進程，參與
中國市場，幫助他們在目標清晰的條件下形成自己的
創作體系。」
吳松指出習主席在講話中強調新發展格局是「開放
的國內國際雙循環」，他體會到這是中國開放大門越
開越大決心的宣告，而深圳作為開放的前沿特區，定
會在藝術文化領域繼續探索與世界溝通對話的新道
路，在文化產業、藝術產業的進一步改革開放發展方
面將會有更好的舉措。就以往多次參加深港兩地合作

展覽的經驗來看，吳松最深刻的體會就是大灣區藝術
圈在文化資源整合、宣傳力度上的強勁優勢。「好像
去年舉辦的港澳台及海外華人邀請展，就是多個政府
和非政府部門聯手合作的藝術項目，在宣傳、嘉賓邀
請等方面合作配合，打造出全民辦展的規模，真是很
驚人，這種效率和力度在香港是很難做到的。」
「當時展覽的模式也是滲透進很多創新展示手段，

去加強互動引導，比如展廳採用了AR、VR等數字化
技術，打造『互動+藝術』的觀展體驗，這就大大提
高了展覽的傳播力。」他相信深圳在進一步深化開
放、大力推動科創的指引下，藝術的展示也會帶出更
大的市場傳播效果，香港的藝術家在大灣區的活動效
果會更加被放大。

倡本地畫廊走進灣區
深圳必定堅持全方位對外開放，不斷提高「引進

來」的吸引力和「走出去」的競爭力。吳松分析這將
讓香港與內地藝術市場相互促進有更好的前景，「深
圳這些年與國際接軌，已經成為香港藝術家參與市場
的重要選擇，比如「深圳國際藝博會」就有亞洲收藏
俱樂部 (ACC) 為後盾，聯手更多商業合作夥伴，為
參展的人找到有實力優質的藏家，「這對於難以走進
巴塞爾等藝博會的香港藝術家是很有吸引力的，以後
灣區的法治不斷完善，相信能吸引更加多的國際藏家
和策展人，規模會更大。」吳松又認為香港藝術市場

如本地畫廊，應更多思考在未來如何利用國家給予的
有利條件。

畫家黃迪華：實地了解
九龍西潮人聯會的婦女部主任畫家

黃迪華認為，「祖國風景優美、天
然資源遍布，在習近平主席的帶領
下人民生活大多達到小康水平，
祖國日趨強盛。不論在軍事、經
濟、科技、醫療、教育、城市的規劃
等領域都迅速發展。香港青少年應加強和
內地的交流，作為一個身在香港的中國人，親近祖國
更能開拓視野，親臨其境內地廣闊的天地，領悟祖國
悠久的文化底蘊，包括歷史和地理知識，使年輕的生
命見廣識博，樹立中國身份認同性和自豪感！」

書畫家傅健慈：思想破冰
法學教授、書畫家傅健慈坦言深
圳發展步伐飛快，他認為人們必須
支持大灣區建設，並豐富「一國
兩制」的實行。他希望兩地的人
能夠進行思想破冰，堅持在各方
面的創新。尤其對於香港的年輕人
來說，應該在這個時候把握機遇，促進
人才交流，互補不足。他同時鼓勵香港人應

該融入國家發展以及灣區的大格局，達至兩地雙贏的
局面。經過這一年的逆境，他期望香港企業能夠重新
出發，在內地拓展業務，尤其在創新科技方面，相信
香港可以繼續加強和推動。
傅健慈特別提到前海青年夢工場，他希望香港政府

能夠盡快考慮通關，落實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讓更
多香港人能夠在當地考慮職業、接受教育、打工謀
生，這不但有利於港人，港人也可以將香港作為國際
金融中心的優勢，融入國家發展大格局當中。

書畫家林開發：打開新出路
對於本次國家領導人習近平來到深圳，

書畫家林開發認為其中一個原因是為
香港再次打開新的出路。他贊成港人
應該利用自己的優勢，與深圳並
肩，多舉辦科技和學術交流，一同研
發和創新。香港有很多極限需要與深
圳攜手衝破，因為一個國家的發展不能
只局限或者聚焦於一個城市，而應該是一起進步，
做到兩地共融和互補的關係。林開發覺得，西方國
家早已視香港為一個政治籌碼，並用不同方式抵制
和打壓香港，所以港人必須把握自己在仍然有優勢
和價值的時候，尋找突破，建立新思維，以應對將
來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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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灣區共繪雙贏藍圖
藝文界冀港突破局限

習近平主席前日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慶祝大會上，提出推進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豐富「一國兩制」事業，不僅點明此為「新時代賦予深圳的

歷史使命」，同時亦指出大灣區建設是國家重大發展戰略，而深圳則是大灣

區建設的重要「引擎」，習主席提到要推動三地經濟運行的規則銜接，加快

人流物流，鼓勵港青北上發展，為港澳與內地融合發展再繪一卷互促前

行的宏偉藍圖。深港「合作共惠」，香港不少文藝界人士認同香港自

身藝文發展存在局限，指出不僅創業者「人要走過去」，青年一

代也要盡早在內地改革開放的大潮中尋找發展先機，要擺脫

自身困局，就要趕快搭上大灣區戰略發展的這班「順

風車」。 文：香港文匯報副刊組

攝：香港文匯報圖片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國家重大發
展戰略，深圳是大灣區建設的重要引

擎。要抓住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重大歷史機遇，推
動三地經濟運行的規則銜接、機制對接，加快粵港
澳大灣區城際鐵路建設，促進人員、貨物等各類要
素高效便捷流動，提升市場一體化水
平。」——習近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