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雖然短短的幾天行程接近尾聲，希望同學們可以將這次在上海的
所見所聞所感帶回香港，帶給自己的親人和朋友，讓更多的香港朋友了
解上海，從而喜歡上海，考慮選擇到上海來學習工作或生活旅遊。」 7月
15日下午，2017未來之星 「從香港出發─上海創新創業之旅」 在復旦
大學舉行結業典禮，上海市人民政府港澳事務辦公室副主任周亞軍寄語
港生，冀滬港青年攜手努力延續友誼，加深兩座城市之間的情誼。

大公報記者田雯上海報道

自七月九日抵滬以來，來自香港大學
、香港科技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等16所高
校的40餘名港生，在上海進行了為期八天
的參訪交流。港生在中國浦東幹部學院聆
聽了國情課，參觀上海地標性建築東方明
珠塔，乘船夜賞黃浦江、走訪新天地和上
海國際時尚中心、漫步南京路，並到訪中
國商飛集團、張江高科園區、上海超算中
心，拜訪上海市政協，參觀中共一大會址
、世博會博物館和上海大世界，遊覽豫園
和朱家角古鎮，還與上海創業青年深度座
談，了解上海創業環境和支持政策等。

歐陽曉晴籲分享給同齡人
在結業禮上，上海市港澳辦副主任周

亞軍、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副董事長兼
總經理、未來之星同學會主席歐陽曉晴分
別致辭。復旦大學外事處副處長唐文卿、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華東新聞中心主任
兼總編輯、未來之星同學會副主席、上海
團團長楊明奇參加典禮。

周亞軍向冒着上海酷暑高溫認真積極
參與交流活動的港生表示感謝。他說滬港
合作交流源遠流長潛力巨大，上海的發展
得到香港的大力支持，香港的很多理念、
經驗令上海獲益匪淺。

歐陽曉晴表示，參加此次交流的港生
出生於回歸前後，伴隨着香港特別行政區
一同成長，見證了香港與祖國共同發展所
取得的輝煌成就。 「這次你們擔當了民心
相通大使，國家未來的發展也需要你們的
聰明才智，此次上海之旅就是對國家發展
的貼身感受、對國情的深入認知。希望你

們回港後，把此行的收穫和見聞分享給更
多同齡人。」

學子：行程上了寶貴一課
香港理工大學學生姚延達提出，之前

會覺得文化保育可能拖城市發展的後腿，
「這次的行程算是上了寶貴的一課，其實

城市發展與文化建築可以共存，甚至舊建
築點綴了現代建築，可以說是相得益彰，
就像跨越了上海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穿
越了一條上海的時光隧道。」

就讀於香港樹仁大學工商管理系的學
生鄭祖康在與上海大學生相處的八天中，
「每天都有說不完的話、聊不完的天」，

感覺到他們的友善， 「雖然我們來自不
同地方、不同大學，但畢竟我們都是年
輕人，一拍即合，他們會很用心地照顧我
們。」

【大公報訊】記者趙凱瑩報道：職業
無分貴賤，也無分男女，通渠工作日曬雨
淋，環境骯髒，但無阻朱運秋（秋姐）服
務市民的心。秋姐去年通過渠務署的通渠
工考試， 「升呢」為全港首位女通渠工，
氣力雖較男性 「輸蝕」，但勝在 「唔怕蝕
底」，獲上司稱讚 「肯學肯做」。

58歲的秋姐曾任飛機清潔員，在渠務
署香港及離島渠務部直屬員工隊工作18年
，由二級工人做起，負責搬運護欄、清洗
通渠用具等。去年部門出現退休潮，在同
事和上司鼓勵下，她參加通渠工考試，家
人起初反對，擔心通渠工作太辛苦，但她
認為通渠可服務全港市民，十分難得。憑
藉18年實地工作經驗優勢，在25人爭奪九
個空缺的形勢下，她 「打低」一眾男對手
，成為本港首位女通渠工。

今年二月，秋姐首次成功自行通渠，
當日雖非惡劣天氣，但獨力扭開渠蓋，清
理渠內垃圾，證明能力不輸男性。通渠除
了花氣力，還要面對惡劣的工作環境， 「
一開蓋，老鼠、曱甴咩都飛晒出嚟！」若
遇上大雨水浸，通渠難度倍增。

秋姐說，最難忘上月中的紅雨，大潭
道嚴重水浸，一度要封路。她與同事接報
後趕抵現場，在暴雨下緊急通渠，其間要
清理積水，垃圾隨水在馬路飄浮，情況混
亂；當完成通渠後，路面重開，甫通車，
便有司機向他們豎起 「手指公」嘉許，她
頓時覺得 「再辛苦都值得」。

一句多謝 一支水 大滿足
炎熱天氣下，途人遞上的一支水，一

句多謝，都令秋姐感到莫大的滿足感。遇
到有些人不禮貌對待， 「例如見你通緊渠
，就急急腳走快啲。惟有忍囉，都唔會唔
開心。」

作為全港唯一女通渠工，秋姐從無小
看自己，自知氣力 「輸蝕」，便將勤補拙
，多向上司發問，而且 「唔怕蝕底」，她
笑言 「同事平時講笑話當我係男人」，工
餘時同事間會結伴踩單車、跑步和行山，
鍛煉身體，又結伴參加馬拉松賽事，強化
團體精神。她說雖然工作辛苦，但可以克
服，不認為女性身份影響工作，她鼓勵更
多女性投身渠務業，服務市民。

【大公報訊】記者湯淩琰報道：贈人
玫瑰，手有餘香。聖公會聖基道兒童院16
位院童，今年四月遠赴柬埔寨開展服務之
旅，用自己的力量幫助當地的孩子。有院
童表示，服務的同時亦被孩子們淳樸的笑
容所感動，深受感觸，亦有兒童稱，從柬
埔寨的孩子身上，學會了「無私與珍惜」。

「沒想到孩子笑容感染我」
今年14歲的阿嵐，七年前入住兒童之

家。小時候非常頑劣，不遵守紀律，亦喜
歡消費，曾將返學需要的車費都揮霍掉，
學校甚至一度想勒令他退學。幸好院舍的
家長及社工施行嚴厲管教及愛心包容，令
他有所改變。

柬埔寨服務之旅，讓阿嵐對金錢有了
更多的理解。 「柬埔寨的貧窮，超乎想像
。」他稱，儘管人們辛苦工作，每月只得

約800元（港幣）的收入，缺電、缺水使生
活更加艱難。

「他們雖然貧窮，卻非常無私。」阿
嵐稱，自己印象最深刻的是學校的學生，
「我們派禮物給孩子們，雖然眼神透露出

他們的渴望，卻無人爭搶，反而互相禮讓
。」他直言，孩子們無私奉獻的精神，值
得自己學習。

14歲的阿鋒亦稱，當地的孩子們非常
珍惜現有的一切，臉上永遠掛着滿足的微
笑， 「原以為自己將快樂帶給孩子們，沒
想到孩子們的笑容感染着我。」未來阿鋒
希望可以去到更多的地方，服務更多的人。

聖公會聖基道兒童院總幹事陳王麗芬
說，看到兒童院的孩子們寫的反饋報告，
自己非常感動，直言所有的努力與辛苦都
是值得的，「孩子們在活動中學會珍惜，學
會感恩，學會奉獻，就是活動的意義所在。」

院童柬國探訪 學會無私與珍惜

【大公報訊】旺角雅麗斯英文幼稚園
上周六舉行畢業禮後，突然集體解僱八名
教職員，包括已任職17年的校長、六名老
師及一名文員。

對此，教育局發言人表示，收到該校
個別老師的查詢，已即時提示校方，學校
作為教職員的僱主，須按照《僱傭條例》

及僱傭合約的規定處理教職員終止合約的
事宜，教育局會繼續與學校了解事件，在
有需要時提供意見。

另外，教育工作人員總工會及工聯會
立法會議員日前到校外抗議，批評校方不
近人情及不合理，呼籲受影響教職員向兩
會求助。

90後三子創電競椅品牌擬進軍海外
【大公報訊】記者謝進亨報道：瘋魔

全球的電競熱潮近年蔓延香港，帶動周邊
產業蓬勃發展。由三個本地90後去年創立
的電競產品品牌 「Zenox」，早前首設門
市後生意滿堂紅，營業額高達30萬元。旅
發局下月初將舉行本港首個 「電競音樂節
」，三子認為，電競業獲政府推動發展值
得鼓舞，長遠希望政府完善電競業規劃，
吸引年輕人投身。

曾嚮往成為全職電競選手的司徒軒明
、王浚楠及侯澤勤三人，約兩年前大學畢
業後一度專注打機，惟一年拚搏過後，認
清自己技術未到家難圓夢。三人靈機一動
，去年四月創立自家品牌，網上銷售電競
椅。直至今年四月進行擴張，以月租約三
萬元，在太子始創中心開設首家門市店舖。

相比開業初時網上月賣約60張電競椅

，門市目前月賣約150張椅子。若以每張售
價約2000元推算，每月營業額則高達30萬
元。三子認為，Zenox除了售價具有優勢
，較歐美品牌便宜約20%外，成功關鍵在

於品牌重視本地顧客意見，門市讓顧客接
觸及體驗產品。

本港首個大型電競活動將於下月初在
紅磡體育館舉辦，屆時Zenox將會擺檔展
出新產品，例如因應本港潮濕天氣而改用
透氣皮革的新款電競椅，以及具升降功能
的電競組合枱。

冀當局加強推廣
展望將來，三子計劃明年在港島區開

設第二家店舖，並為進軍美加、台灣等海
外市場鋪路。惟他們指出，本地過往已誕
生多名世界級電競選手，但不少人仍認定
「打機無前途」，故建議當局應加強推廣

電競業，例如舉辦大型學界比賽等，培訓
電競人才，並牽頭打破電競業的刻板印象
，才有助電競業穩定發展。

未來之星上海創新創業之旅結業

周亞軍寄語青年延續滬港情

港首位女通渠工 勝在唔怕蝕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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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香港大學校長馬斐森（
圖）近日為耀中社區學院（YCCC）2017
年度畢業禮主禮，並頒發大學基礎教育文
憑及第二屆幼兒教育高級文憑畢業生學銜
。他鼓勵畢業生學以致用，不斷學習，把
每一天看作新的學習機會。

YCCC校長沈雪明表示，多位同學獲
港大取錄，銜接幼兒發展理學士學位課程
三年級，亦有不少同學獲國際及本地幼稚
園聘任。她透露，YCCC正申請升格為頒
授學位的院校，將提供幼兒教育學士學位
課程。

【大公報訊】記者田雯上海報道： 「
同學們，你們在上海這幾天，感覺怎麼樣
？」在結業典禮前，周亞軍早早地來到會
場，坐在了港生李倍仰、崔文菲、楊珮琪
和麥樂敏的身邊，笑着詢問起他們幾日來
在上海交流參訪的感受。

「我覺得黃浦江的夜景好美，還有朱
家角是我最喜歡的景點，有很多豐富的文
化遺產，到處都充滿了濃郁的民俗風情，
很有詩的風情。」麥樂敏回味起八天的行
程，開心地與周亞軍分享自己的感受。

聽到了很多嶄新研發項目
楊珮琪則告訴周亞軍，自己印象最深

刻的是與上海創業青年的座談， 「我們聽
到了很多嶄新研發的項目，我明白到有時
候一個成功的項目，未必一定是從零製造

，反而以微創作，就這現存的項目轉變一
些元素，更能帶來很大回響，這是我們可
以學習的地方。」

在是次旅程中，周亞軍陪着同學們參

觀上海1933老廠坊等地，不忘提醒大家注
意防暑防曬。不少港生希望添加周亞軍為
微信好友，他亦親切地拿出手機與大家互
掃二維碼，並開心地與同學們合影交流。

教局跟進雅麗斯突炒教職員

馬斐森勉學生學以致用不斷學習

學員：到處充滿濃郁民族風

▲由三個本地90後去年創立的電競產品
品牌 「Zenox」 ，早前首設門市後生意
滿堂紅，營業額高達30萬元

▲朱運秋稱，擔任通渠工可服務全港市
民，是難得的工作，偶爾獲市民稱讚，
感到莫大滿足感 大公報記者趙凱瑩攝

▲朱運秋（右二）與渠務署同事結伴參
與2013年渣打馬拉松 渠務署提供

▲港生在復旦大學參觀，上演 「空中飛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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