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為一名在香港
出生、生活在深
圳、自幼奔波於深
港的學生，我經歷

了小學到高中的跨境教育。對我來說，能
擁有見證「一國兩制」和經濟開放的童年
經歷，是很榮幸的，讓我對國家的認同和
整個國家環境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科技推動便利 見證祖國崛起
小時候，每天早上我都要坐公共汽車到
羅湖關口，過完關再乘車到學校，其實深
圳和香港之間只隔了一個深圳河，一個關
口，一條羅湖橋。以前的香港在我眼裏是
如此的光彩奪目：經濟上，香港是「亞洲
四小龍」之一；文化上，影視明星揚名國

際，武俠小說譽滿天下，樂壇巨擘們更是
如日中天。那時的深圳，只是剛剛起步的
城市，沒有地鐵，我很多香港同學甚至從
未去過深圳。
直到我上了中學，祖國開始顯露出巨大

潛力。電商、在線支付、外賣等互聯網新
興事物漸漸出現。生活在深圳，我深知科
技變革為日常生活帶來了極大的便利。在
香港出門時，我總要帶上現金，雖然有八
達通這種交通卡，但遠不及支付寶、微信
方便。隨着科技的進步，兩地的經濟差距
逐漸縮小，內地在香港人心中「落後破
舊」的標籤也被撕下，我的同學逐漸對內
地美食提起興趣，認識了許多內地飲食品
牌，到現在我也很難忘記他們第一次使用
網上支付的驚喜，對內地飲食的讚歎，對

網購的期待。
中學剛畢業時，我參加了大灣區的實習

計劃，地點是南沙。這讓我們體驗到內地的
工作，還讓我們參觀各種名勝和不同企業。
據我觀察，南沙的港澳畢業生現在的生活頗
為愜意，有的人有了自己的房子，收入穩
定，家庭也很幸福。如今粵港澳往來方便，
一小時生活圈的概念也逐漸形成，我想，只
要香港人相信國家，相信香港和大灣區的未
來，願意回內地體驗生活，很快就能理解祖
國的美好，增進共識。

難忘深圳升學 奶奶鼓勵北上
自那時起，我有了回內地讀書的念頭，

父母也無條件地支持我，因為這條路我哥
哥曾經走過，他在香港讀完高中，再回內

地升學，現在是深圳福田一家影視公司的
管理層。他跟我說：「在深圳的工作機會
並不比香港少，甚至還有更大的市場發
展。」這給了我很多信心。
被深大錄取的那天，我給奶奶看了錄取

通知書。奶奶是香港的原住民，非常愛
國，她覺得現在內地很強大，教育水平和
各行業都在提高，機會四處湧現，鼓勵我
去深大讀書，此時我更加肯定了去內地學
習的想法。這個決定沒有選錯。記得2019
年國慶，一家人一起觀看閱兵式，看到了
威武的軍隊，強力的裝備，更看到了國家
的強大，爸爸當時激動得熱淚盈眶。如今
國家能迅速發展，值得引以為傲。
我和我周圍的人們都深信，粵港澳大灣

區是我們這一代人的機遇所在，也是未來
我們為香港發展而共同努力的方向。現在
大灣區的交通圈已經初步成型，地區內的
產業已形成合作關係網，但今天所缺少的
不是這些基礎設施，而是一種團結和信
任。我覺得對香港來說，更重要的是要善
於架起各種橋樑，多交流，多合作。
在修例風波平息、國家迅速出台各項

整頓香港的法規之後，我更加堅信，國
家是關注香港的。這無疑是讓香港人熱
愛祖國、提振民族自信的全新時間節
點。我希望港人能更好地了解祖國，更
好地理解歷史，要明白很多事情並不能
片面理解。我相信放下了偏見，思考了
根本問題，認清香港和祖國血脈相連的
事實之後，香港和內地會攜手迎來更好
的明天。此時此刻，疫情仍然是阻隔兩
地的一道牆，但我相信大家可以跨過苦
難，衷心希望在通關的那一刻，羅湖橋
上人來人往。

深港間的成長記（節錄）
【編者按】今年是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周年，中聯辦深圳聯絡部、深圳大學、深圳市青聯、深圳市學聯共同組織了「國家記憶：港澳
青年學生看百年港澳發展與國家變遷」徵文比賽，主辦方共選取了40多篇作品入圍，並將於稍後舉行頒獎典禮。香港文匯報特別節錄
選登當中多篇優秀作品，向讀者展示港青筆下的兩地故事，為香港青年的國家記憶保留珍貴記錄。

●作者（左三）在廣州與實習公司的同事
合影。 作者供圖

明年文憑試復辦中英文口試
各科筆試較疫情前延後三周 暫定4月下旬開考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姬文風

疫情漸緩，全港學校已恢復半日面授課堂，不過長期停課改授網課始

終對學生學習進度構成影響，特別是即將面對公開試的一群更對此感憂

慮。因應2022年中學文憑試，考評局昨日向全港中學發通告，詳細列明

考試時間表，其中各科筆試將於明年復活節假期後的4月下旬開始，較疫

情前延後約三星期；考評局亦會盡量安排考生原校應考四個核心科；暫

停兩年的中文及英文科口試亦會復辦，放榜則暫定在7月20日。有中學

校長歡迎相關安排，認為局方已考慮疫情衝擊，可讓學校及考生及早多

作準備，而口試本是課程要求一部分，重新納入規劃亦是合理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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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文憑試暫定安排
●筆試於復活節假期後進行，4月

22日開考視覺藝術科

●中英數及通識四個核心科於4

月25日至5月3日進行，其中

4月28日（及公眾假期）不設

考試

●核心科續推原校及地區試場安

排，大多數學校考生可原校應考

●中文及英文科口試恢復，分別

將於3月中至下旬，及3月下旬

至4月中旬進行

●7月20日放榜

資料來源：考評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疫情持
續困擾香港近一年半，近日全港學校剛
恢復全校半天面授，惟學生校園生活仍
受不少影響。有見近日疫情漸穩，為讓
一眾小六生能於升中畢業前有較完整的
總結，佛教林炳炎紀念學校與佛教黃焯
菴小學決定於本月底舉行一場別開生面
的「夢飛翔」空中畢業禮，讓兩校130
多名小六生一同踏上真實飛機，於畢業
之際在本港上空「展翅高飛」。

上機前速檢 做好防疫
是次「夢飛翔」空中畢業禮將於6月

29日舉行，林炳炎紀念學校及黃焯菴
小學分別預計有101名及36名小六畢
業生參與。活動當日將於上午10時在
香港國際機場起飛，至11時30分降
落，兩校會安排學生10人一組，由機
場保安及職員帶領過關，通過海關及
入境處後再往登機門上機，空中服務
員也會如常作安全示範；航班抵港降
落後，學生與其他旅客則會分開通
道，前往抵港大堂。而在飛機上則會
進行頒發畢業證書、畢業生代表致
辭、畢業生合唱、畢業分享、回憶校
園點滴等儀式及活動。

為保障學生健康，「夢飛翔」畢業
禮將採取一系列防疫措施，包括量度
體溫及消毒，而參與師生上機前必須
接受快速檢測，校外人士包括旅行社
人員亦需打疫苗或檢測才可登機。此
外，飛機上所有師生必須全程佩戴口
罩；機上亦不會派發食物，每名學生
會獲分發印有編號的樽裝水。
林炳炎紀念學校校長李玉枝及黃焯

菴小學校長許定國表示，在21世紀的
教育中，全人發展並不能只局限於課
室內和書本上，而應多讓學生走出課
室，體驗不同學習經歷，讓他們建立

自信，追尋夢想，他們說：「校長、
教師或是孩子皆可有夢，不論起點在
哪 ， 只 要 有 夢 想 ， 一 樣 可 以
『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虹宇、高鈺）
電梯及建築工程給人艱苦且體力要求較
高的印象，少有女生擔任。不過職訓局
（VTC）畢業生陳子珊與李芷珺，卻充
分發揮做事靈巧、具耐性和細心的特

質，活用女性善於溝通及表達的特點，
在相關領域展示所長。她們又透過職訓
局的學徒計劃「邊學邊做」裝備專業知
識，其中子珊更曾以學徒身份參與西九
戲曲中心建設，獲得寶貴經驗，現已分
別獲聘為電梯公司技工學徒及建築公司
助理管工。二人同獲選為本年度VTC
「傑出學徒獎勵計劃」得獎者，對前景
充滿信心。

克服畏高 70米吊棚開工
陳子珊於2017年加入VTC「Earn &

Learn 職學計劃」成為學員，在擔任協興
建築公司營造技術員學徒期間修畢VTC
的建造管理學高級文憑課程。喜愛接觸新
事物的她，因日常需要到不同建築地盤負

責地盤管理及執行職業安全相關工作，見
識到不同類型的工程項目，覺得獲益良
多。子珊自小畏高，但工作的熱誠推動
她成功克服心理障礙，擔任學徒時參與
西九戲曲中心的工程，於70米高的吊棚
上工作也能應付自如，她對能夠參與大型
建設項目引以為傲。以出色表現完成計劃
及課程的她，獲公司晉升為助理管工，她
計劃日後報讀建造工程相關的學士課程，
期望在事業上更上層樓。
VTC青年學院畢業生李芷珺現為通力

電梯（香港）的電梯電器技工學徒，她因
為對機電行業感興趣，又有感升降機及電
梯工程行業晉升階梯清晰，遂參加了學徒
計劃，同時修讀VTC課程，希望好好裝
備自己。芷珺認為，學徒計劃提供實務工

作機會，又能與課堂知識相輔相成，讓
她於工作和學習更得心應手。她表示，
女性於體力上或不及男生，但細心和具
耐性的特質，亦能在工程工作上充分發
揮，例如師傅會安排她協助覆驗工作，
助團隊完成維修項目，即使只是幾毫米
的升降機門移位，她亦可觀察到並及時
修正，有助減低升降機短時間內再度故
障的機會。芷珺說，電梯行業對技術人
員需求很大，她正打算持續進修相關專業
知識，考取更高資歷，爭取,更佳前景。
VTC「傑出學徒獎勵計劃」上周五

舉行頒獎禮，表揚包括子珊、芷珺在
內16名來自不同範疇的學徒，鼓勵他
們以專業知識與技術服務業界和社
會，發揮所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國家安全教
育是香港社會焦點，除了學校課程之外，家
長對於下一代認識國家安全亦扮演重要角
色。教育局昨日發表《家長你要知－加強家
校合作 促進子女認識國家安全》小冊子，
鼓勵家長從「參與者」、「支持者」及「學
習者」三方面入手，支持國安教育的推行，
幫助學校建設安全有序的學習環境，培育孩
子成為愛護家國、守法守規的良好公民。
小冊子指出，家長於子女成長學習上非

常重要，是學校的重要夥伴，兩方應加強合
校促進孩子認識國家安全。具體角色方面，
家長可成為「參與者」，了解子女在校學習
國家安全的情況，並透過參與家長教育活
動，與學校攜手培育子女正確的價值觀，提
升其國家安全意識。此外家長亦可作為「支
持者」，支援子女參與各類憲法、基本法及
國家安全的學習活動，包括講座、徵文賽、
本地參觀及內地交流活動等，讓他們通過生
活化及具趣味的活動，明白保障國家安全重
要性，並提升國民身份認同感。而家長亦可
擔當「學習者」，以身作則藉不同途徑提升
個人對國家安全的認識，從而幫助子女以理
性正面的態度認識國家安全及有關法律，提
升他們的國安及守法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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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𨋢 細心勝鬚眉 VTC女生膺傑出學徒

兩小學「飛」常畢業禮 逾百童「展翅」領證書

●左起：陳子珊、李芷珺。 VTC圖片

●佛教林炳炎紀念學校與佛教黃焯菴小
學昨日宣布，將於今月底舉行「夢飛翔」
空中畢業禮。 受訪者供圖

●國安教育小冊子

●明年文憑試將於復活節假期後的4月下旬開始，較疫情前延後約三星期。圖為去年的文憑試考
場。 資料圖片

考評局通告指，編訂明年文憑試考試時
間表時，已考慮了持續停課情況、學

校假期安排、過去考試科目組合數據等資
料，決定在復活節假期後的4月22日才開
始筆試，5月21日完成，而中英數通識四
個核心科則會於4月25日至5月3日進行，
而由於核心科考生人數眾多，各學校需要
暫停上課／面授課堂以騰出課室作試場之
用，估計各學校需要停課5天。

校長：日期「預鬆」是好事
去年及今年因疫情停辦的中英文科口
試，預計明年會恢復，中文科口試安排在3

月中至下旬，英文科口試則安排在3月下
旬至4月中旬進行。考評局又表示，原校
及地區試場安排，明年將會再次於核心科
目推行。由於防疫措施下考試座位距離須
拉闊，估計核心科筆試試場不足的情況將
持續，該局懇請學校騰出座位，容納其他
沒有設立原校試場的學校考生及本區自修
生。
對於明年文憑試筆試開考期參照今年及

去年的「疫下安排」，即約4月下旬舉
行，而非恢復至疫情前的3月底，創知中
學校長黃晶榕表示認同，「畢竟考生在過
去一年的學習進度，多少受到疫情影響，

學習時間也許較疫情前少了約三分之一，
因此『預鬆』點考試日期讓學生多作準
備，也是好事。」

原校應考宜持續推廣
他說，中英文科口試原為課程要求一部

分，既然疫情有穩定跡象，恢復也是合情
合理，「當然無人知道屆時（明年3月）
疫情如何，但至少現在把它重新納入規
劃，也是合理。」至於核心科續推原校及
地區試場安排，黃晶榕認為不論有無疫
情，那都是值得持續推廣的良好安排，

「在公共衞生角度，學生只需到原校應
考，有助減少人流走動帶來的傳播風險；
在考生角度，在熟悉的場所應考，信心肯
定會多一點」，加上以往一些學校未必願
意外借場地，「但假如是原校應考，學校
照顧自己學生就來得更合情合理。」

作者：賴俊名

本疊內容：教育 副刊 娛樂新聞 體育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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