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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青年是

香港的

未來之

星，也是國家未來的新星。為表彰優秀的年

輕學生，香港文匯報慈善基金與未來之星同

學會今年首次合作，舉辦「未來之星．文匯

獎學金」評獎活動，向24名曾參與未來之星

交流活動、於各方面表現傑出的大學及中學

學子頒發獎學金。對獲獎學生來說，不但可

藉着親身交流，見證與體驗祖國最新發展狀

況，更身負與朋輩分享認識祖國經驗的責

任。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副董事長、未來

之星同學會主席姜亞兵在日前舉行的獎學金

頒獎禮上，寄語同學們要在學習中增長本

領、錘煉品格，未來以真才實學服務香港，

以創新創造貢獻國家。

24星星獲頒文匯獎學金
推動港生識國情 姜亞兵寄語以創新創造貢獻國家

兩地唇齒相依 灣區潛能巨大
很感謝未來之星給予機會，讓我參加為期一個月的上海實習團。與

一般交流學習不同，實習團焦點專注在工作，我需要調整成職場人士
的心態，從中見識到內地職場文化，也對內地實際生活狀況有更深刻
了解，比如加深對移動支付的認識。上海和香港一樣，地鐵四通八
達，只需要手機就可以到處去；實習期間我沒時間煮食，要依靠外賣
App解決，這些都讓我體會到科技融入生活的便利。

吳艷羚吳艷羚：：體會內地科技便利體會內地科技便利

我讀教育專業，夢想是成為中學
老師教書育人，今次獲獎學金是
對個人能力的推動和肯定，鼓
勵我繼續增值自己。老師教
授學生時不應只單單講解書
本上的知識，亦應該傳授豐
富的課外知識；所以我打算
利用獎學金報讀書法及地質課
程，希冀在往後教學生涯中，
引導學生學習多樣性的知識，並

成為他們照亮人生路途的人生導師。
過去參加多次未來之星交流團，帶

領我初識到內地風貌，例如到吉林時，當地零下30度的溫度
與凌晨兩三點代表團暖心的迎接形成鮮明對比，讓我感受到血
濃於水的同胞情；而在北京，解放軍儀仗隊給我留下了深刻印
象，讓我為自己是一個中國人感到驕傲。

徐曉琪徐曉琪：：為中國人感到驕傲為中國人感到驕傲

感激未來之星給予交流與實習的
機會，令我受益匪淺，在北京交
流時我認識了民族的苦難史，
又深刻體會到國家高科技最
新發展；而在杭州實習時，
亦能前往平時去不到的企業
或大集團內部參觀。
我剛剛大學畢業投身社

會，打算利用今次獎學金添置
工作相關的設備，希望未來能給

香港和祖國帶來更大的貢獻。

劉雙文劉雙文：：冀為祖國帶來貢獻冀為祖國帶來貢獻

得獎學生分享感想

我從未想過能拿獎，今
次獲選非常開心。我
大學修讀人類與組
織發展專業，對
於能和更多的人
傾談交流了解更
多不同的事物幫
助更多人特別感
興趣，希望能利
用獎金進修一些不
同的課程，例如專業
咖啡師課程等。

陳煜琛陳煜琛：：利用獎金進修課程利用獎金進修課程

陸卓楠陸卓楠：：順利舉行十分興奮順利舉行十分興奮

因為疫情關係，今
年未來之星獎學金
頒獎禮延遲了幾
次，遴選時間亦
被迫拉長，至今
終於順利舉行，
覺得十分興奮。
我仍是法律系在
讀學生，會利用獎
學金添置文儀用品及
教科書，增進學業。

圖：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虹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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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之星．文匯獎學金」得獎名單

資料來源：香港文匯報慈善基金、未來之星同學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今次2019—20年度「未來之星．文匯獎學金」由
香港文匯報慈善基金及未來之星同學會聯合舉

辦，首次將甄選範圍擴展到近年積極參與未來之星活
動的優秀學生，並期望藉此推動更多港生認識國情，
增強對國家的認同和熱愛，成為服務國家、建設香港
的未來之星。
經過層層選拔，主辦方於上星期六（10月31日）
舉行了獎學金頒獎禮，向24名來自8所大學和4所中
學的學生頒發「未來之星大獎」、「傑出全能獎」、
「卓越表現獎」、「優異表現獎」等獎項，他們可分
別獲得1,000元至5,000元獎學金。
頒獎禮由姜亞兵，中聯辦青年工作部副部長張志
華，香港文匯報總編輯、未來之星同學會副主席吳
明，香港文匯報副總編輯王國辰，中聯辦青年工作部
處長王鳳鈺，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青少年交流中心
主任、未來之星同學會專職副主席李華敏等擔任主禮
嘉賓，並有多所學校校長老師代表出席。
姜亞兵於典禮致辭指，自2005年成立以來，未來

之星同學會舉辦的兩地交流實習活動已吸引6,000餘
名香港學生參加。是次獎學金旨在鼓勵品學兼優、表
現卓越的未來之星同學會成員，積極面對困難、奮力
拚搏向上，努力實現人生夢想。

姜亞兵：疫情不能阻斷識國情
姜亞兵說，今年疫情雖然阻斷了赴祖國內地的交

流，「但不能阻斷我們對祖國取得巨大成就的了
解」，而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全國人民萬眾一心，
短短時間就遏制了疫情蔓延，目前內地疫情可控，經
濟得以恢復發展，預計中國可能是今年世界上唯一經
濟實現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彰顯了「中國精神、中
國力量、中國擔當」，成果令人欣喜，也讓每個中華
兒女感到無比自豪。香港的疫情仍有反覆，但有強大
的祖國做後盾，一齊努力，就一定能夠戰勝疫情，恢
復繁榮。
他表示，各獲獎同學都是國家和香港的未來之

星，當前，同學們最重要是要學習中增長本領、錘煉
品格；到未來便可以真才實學服務香港，以創新創造
貢獻國家，砥礪奮進，不負青春韶華，不負時代重
託，共創美好的明天。

方信文：是對同學努力的認同
獲邀在典禮致辭的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校長方信

文表示，現今科技發達，學生能更輕易接觸多方面的

豐富資訊，惟實
際上體驗式學習
仍是無法取代，
學生透過五感：
聽覺、嗅覺、味
覺 、 觸 覺 、 視
覺，全方位體驗，
既累積學習經驗，
又接觸當地的風土
人情，這些都是未
來之星交流活動的
珍貴價值所在。他
並感謝主辦方頒發
是次獎學金，認為是對同學們努力的認同，可幫助同
學成長。
得獎大學生代表吳艷羚在典禮分享指，未來之星交

流團安排學生前往平時難以進入的官方機構，幫助大
家有開闊眼界的機會，得以認識祖國發展的方方面
面，亦讓他們肩負了與朋輩以至香港大眾分享認識祖
國經驗的責任。
中學組代表連啟晉表示，學問篤實，未來之星活

動讓同學們親身認識國家發展，無論互聯網再發達都
取代不了自己的經驗和眼界，又寄語中學生應多參加
類似的考察活動，豐富人生經歷，以海納百川的心
態，走出書本的條條框框。

■24名來自8所大學和4所中學的學生獲頒「未來之星大獎」、「傑出全能
獎」、「卓越表現獎」、「優異表現獎」等獎項。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姜亞兵寄語同學們要在學習中
增長本領、錘煉品格。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虹宇）粵港澳大灣
區是當前發展焦點，亦是推動香港與內地優勢
互補的新基地，以及經濟、科研、人才庫的綜
合體。香港文匯報記者就此與多名不同學科背
景的得獎未來之星傾談，他們都認為，兩地唇
齒相依，灣區對香港青年一代是巨大的機遇，
為大家的未來開拓了龐大的空間。
剛剛大學畢業、現從事零售業的陳煜琛認
為，香港零售業與灣區息息相關。由於灣區
人口多市場大，對擴展客戶群只有好處沒有
壞處，加上其公司從事與婚嫁相關業務，內
地客戶對金器首飾的購買力，更會帶來極強
發展潛力。
他續說，自己透過未來之星去過不同的城
市實習，對往灣區就業發展已經「聽唔少，
睇唔少」，「絕對有興趣想去試試，真正地
去體驗一下，覺得是好難得的經驗。」
在大學就讀工商管理的劉雙文亦對未來到灣
區發展深感興趣，特別是灣區物價較香港相對
低，年輕人的壓力相對小。
她表示，大灣區涉及國家的宏觀規劃，又願
意將資源投放助其發展，更提供優惠便利政策
給香港的學生，香港青年人應該抓好機會去嘗
試，認為「有機會就有無限的可能」。
她認為，香港並非一日變成國際都市，是
一步一步發展起來，現階段灣區確實有較大
的發展潛能。

港律所前海運作 做法非常超前
就讀法律的陸卓楠，現正處於考取法學專

業證書（PCLL）的關鍵時期，同時已向律師
樓投遞簡歷安排實習。
他說，近日面試的幾所港資律師樓均有和

內地的律師事務所聯營，而其中一間令其印
象深刻的，是位於深圳前海開發區內設立、
按香港法律運作的事務所。
他認為這個做法非常超前，「始終香港的

法律原只能在香港本地執行，但現在可以在
內地前海經濟特區內運作，可以支援內地商
人到香港做投資，亦可以幫助香港商人進入
內地做生意，是一個法律上巨大的突破。」
這亦體現了內地和香港法制上緊密的合作及
融合。
讀教育專業的徐曉琪則表示，由於疫情關

係，不少同學大學畢業後仍未能搵到工作，
令她反思，明白香港始終只是一個彈丸之
地，經濟等多方面發展似乎已經進入一個半
飽和的瓶頸狀態，「大灣區正正是一個機
遇，是給香港具備國際視野的年輕人的重要
機遇。」
她認為，近幾年灣區多個內地城市發展都

很快，與香港的差異漸漸縮小，兩地更有條
件融合。身為準教師的她，希望有機會深入
灣區體驗認識，將所見所聞帶回香港讓下一
代的中學生亦有所得着。
中文系碩士畢業的吳艷羚也對深圳、大灣

區的發展充滿期待，指自己今後會繼續寬闊
眼界，留意前往灣區工作的機會。
她表示，香港有一流的專業服務，現在越

來越多港人前往大灣區做生意，加上內地和
香港關係唇齒相依，兩地的聯繫包括法律、
醫療各項服務都會越來越緊密、趨向一體
化。不過她亦提到，現時港人往返內地仍有
一些不便之處，期望在交通等方面可以進一
步改善。

■■「「未來之星未來之星」」都認為都認為，，灣區對香港青年一代是巨大的機遇灣區對香港青年一代是巨大的機遇，，為大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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