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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大灣區共同家園青年公
益基金將 「創明天獎學金」 頒發給
一位叫顏志鵬的港大醫科生。與很
多接受採訪的獲獎者簡單地高調表
態 「必將獻身大灣區建設」 不同的
是，他不但坦誠分享自己並不順利
的求學歷程、最初融入香港時的艱
辛，而且，在問及如何使用 「這筆
獎金」 時，他直言， 「一部分與家
人分享，一部分作為進修之用，希
望學到更多人工智能方面的知
識。」 從顏志鵬的身上，我看到了
香港青年群體的希望。

顏志鵬十二歲時由內地來港，
卻因自身水平與本地學生有差異，
令他初時未能夠入讀本地小學，需
要花費一番功夫追回當中的差距。
但是，他沒有放棄追趕，更沒有因
為「差異」和「差距」而對小環境和大
環境怨天尤人，而是一心一意地展
現出自己的發展潛質，最終
不但被官立小學破格錄取，
更在短短一年後成功考取英
皇書院。這讓我想到，近年
來，內地來港讀書的青年群
體越來越龐大，很多人隨父
母來港後，面臨着融入困難
的問題。我們應該引導他們
樹立融入香港、熱愛香港的
意願，從而在他們成長之路
上播撒日後建設香港、報效
祖國的家國大愛之種子。

這需要家庭和學校共同
努力，正如顏志鵬所言：如

果不是當年官立小學的校長看重他
身上的潛質，破格錄取他入學，或
許今天的人生就會被改寫；如果沒
有當年遇到老師們幾年如一日的正
向引導、耐心教誨、不斷肯定，或
許就不會有顏志鵬今天擁抱大灣
區、發展自我的能力。

顏志鵬在接受採訪時，回憶起
一路成長 「伯樂們」 影響自己、幫
助自己的點點滴滴，他將感恩的理
念，融入自己的青春和生命歷程，
所以，他能夠樹立回報社會、建設
香港進而報效祖國的堅定信念。我
相信，顏志鵬的發展與進步一定不
會是一帆風順，也一定會遇到各種
各樣的困難，但是他能夠堅定不移
地克服困難、努力為建設香港付出
青春汗水，離不開「伯樂們」教會他
的懂得愛、發現愛、用愛去回報的
理念給了攻堅克難的勇氣和力量。

雖然貴為港大醫學院的高材
生，但顏志鵬卻十分注重深入社
區，通過積極參加各類實踐活動、
全面了解民生，對城市管治進行深
入思考。無疑，這是新時代香港青
年領袖不可或缺的基本素養之一。
在大學導師的帶領下，他與一班同
學、舊生，在抗疫期間擔任義工，
並組成 「民間抗疫小組」 ，探訪露
宿者及派發抗疫物資及做好醫療教
育宣傳的工作。

深入社區的積極實踐，也讓他
更加懂得 「反哺」 的道理：他告訴
媒體，任職裝修行業的父親在疫情
下工作量大減，但家人對他的支援
依然無所欠缺，因此對家人表示萬
分感激，亦指部分獎學金會與家人
分享。

我認為，正是 「伯樂們」 一路
幫助他在讀書之外做一個有真情實

感的人，並深入社區參加實
踐，而不是 「死讀書」 ，才
成就了今天的顏志鵬。可見
教育工作對香港青年的引導
和培養多麼重要。

有多少懂愛的伯樂，就
有多少優秀的青年。期待我
們的社會，特別是教育領
域，有足夠多懂愛的伯樂，
引領、培養、潛移默化地影
響青年的成長，讓他們在家
國大愛中找到人生的理想和
定位，為建設香港做出新的
貢獻。

香港再出發共同發起人、香港菁英會社會民生研究會主任、
網絡紅人工作者協會創會主席 高松傑

▲顏志鵬（左）小時候求學不順，但在老師、父
母支持下，才成為今日的港大高材生，可見教育
工作對青年的重要性。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
辦公室主任楊潔篪、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日前
在美國阿拉斯加與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國家安全
事務助理沙利文舉行自拜登上任後首次中美高層
戰略對話。出乎意料之外雙方在發表開場白及傳
媒的拍照環節時就已出現爭論，充滿火藥味。

其間楊潔篪 「你們沒有資格在中國的面前
說，你們從實力的地位出發同中國談話」 的發言
令全國人民振奮。筆者見有網民在微博發圖配
文，稱 「中國人不吃這一套，美國沒有資格居高
臨下同中國說話。STOP INTERFERING IN CHINA'S
INTERNAL AFFAIR」 ，亦有網民瘋傳一張將今次會
議與晚清政府於1901年簽訂《辛丑條約》的對

比圖，在網上引起強烈共鳴。大量網民表示：
「兩個甲子了，世界還是那個世界，中國卻不是
那個中國了。」 另外 「中國人不吃這一套」 這一
句說話更被印製作成T-Shirt在網商上熱賣。

是次較技不論是領導人物、翻譯、禮節，我
們也完勝！但筆者相信，中美角力不會因為高層
戰略對話後而結束，相反正正是一個開始，只不
過這天的確是十分令人振奮的一天。筆者身為中
國人感到無比光榮和自豪，我們中國終於抬起頭
了。

120年前，當時滿清政府與英、美等十一國
外交代表，簽訂了被認為是中國近代史上喪權最
嚴重的不平等條約《辛丑條約》。120年後的今

天，我們一句 「中國人不吃這一套」 以及你們
「沒有資格居高臨下同中國說話」 ，簡潔地向全

世界說明： 「時代變了，中國早已不是120年前
那個中國了」 ，中國人民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
了，是不好辦的！

筆者永遠不會忘記我們中國被西方看不起、
欺壓的歷史。1840年鴉片戰爭後，由於西方列
強入侵和封建王朝腐朽，近代中國變得積貧積
弱，民族內憂外患交織、人民生靈塗炭。直至
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才真正找到了國家和
民族的出路，它帶領中華民族改革開放，能夠在
內憂外患之後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中國人民能
夠在水深火熱之後過上小康生活，中國能夠在滿
目瘡痍之後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從站起來、富起
來到強起來以至今天能夠不怕任何西方列強的歷
史。

今年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中
國成為第二大經濟體並將在不久之後超越美國，
在各個領域均站在世界之前列位置，中國近億人
口脫貧創造了 「彪炳史冊的人間奇跡」 ，面對西
方各國我們展現底氣無畏無懼，我們中國人民終
於站起來了。筆者實在感恩有幸是一個中國人，

感謝感恩中國共產黨和歷任的領導人，你們帶領
我們告知全世界中國是怎樣的， 「中國已不是以
前的中國了」 ，中國人已今非昔比了！

「十四五」 規劃綱要再次明確支持香
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2017年香港
兩院24位院士聯名去信國家主席習近平，
分析香港可以發展創新科技的獨特優勢，
意見獲得高度重視。其後中央有關部門部
署相關工作，大力促進香港同內地科技合
作，支持香港成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希
望香港科技界為建設科技強國、為實現中
華民族偉大復興貢獻力量。

如今，國家政策大力支持，香港科技
創新的新一輪發展機遇就在眼前，但香港
到底有哪些優勢可以追逐科技夢？

一、發揮國際化科研中心基礎
香港有16所國家重點實驗室及6所國

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還有數碼港匯集了
約1600家公司，科學園匯集了900多家科
技公司；從配套設施來看，港深創新及
科技園能負責落馬洲河套地區港深創新
及科技園的建設、營運、維修和管理，
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能提供金融科技、
智慧製造、新一代通訊網路、健康科技
和智慧城市的應用研究，港科院及青年
港科院可以就科研和科技政策向政府提
供意見。此外，香港還善用與海外合作
的優勢，麻省理工學院已在港開設首個
海外創新中心，瑞典卡洛琳醫學院已設
立加強再生醫學研究的中心，國家中科
院也在香港設立幹細胞及再生醫學研究中
心等。

二、匯聚國際級人才
香港多間大學的科研能力在世界排名

前列，培養了眾多高素質的科技人才，特
區政府推出的 「科技人才入境計劃」 ，擬
引入生物科技、網路安全、人工智慧、機
械人技術、資料分析、金融科技等專業人
才，又吸引了一大批來自內地、海外的高
等人才，增強了香港的科研能力，這些科
技人才培養、儲備和引進都是建立建成國
際科技創新中心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環。

三、把握灣區合作新機遇
粵港澳大灣區規劃也是香港科研發展

的新動力之一，香港有人才優勢，但運營
成本較高，必須充分發揮 「一國兩制」 的
獨特優勢，讓香港各界，包括政府、商
界、學術界、科研機構以及初創企業，與
大灣區內的兄弟城市進行緊密交流與合
作，增進多元化的資源和平台共用等。

此外，內地的科研發展經驗也執得借
鑒，特別應該主動積極與大灣區及內地的
科技創新產業鏈進行互補，相信內地和大
灣區相對廣闊的空間能為香港科技創業提
供蓬勃發展的互補共生環境。

在香港規劃了很多科技孵化項目，有
多項專項資金支援，加上全球資源也不斷
地為香港注入新活力，特區政府、學術
界、研發界、企業界和金融界都具有較全
面的國際視野和格局，都為香港建立建成
科創中心提供了良好的條件。

香港選舉制度將得以完善。全
國人大通過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
的決定，以貫徹落實 「愛國者治
港」 原則，防止反中亂港分子藉各
種選舉以擾亂議會，甚至奪取特區
管治權。中央政府是根據憲法設立
香港特別行政區、制定基本法，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作為全國最高權力
機關，中央有權有責修改基本法附
件及完善香港選舉制度，也是合憲
合法合情合理。

此次全國人大完善香港選舉制
度有兩大要點，其一是強化選舉委
員會職能。現時選舉委員會大部分
由功能組別選民選出，另外有些是
其界別職位自動成為或互選產生，
如選委四大界別之一政界中的立法
會議員、全國人大政協自動成為選
委，全港區議員就互選出117名選

委。
由於區議會在基本法中的地位

並非政權性組織而是諮詢組織，故
不應參與選特首產生政權功能，區
議員選委應否保留亦有商榷餘地。
決定亦規定增設港區人大代表和政
協委員、全國性團體香港成員的代
表界別，委員人數亦由1200名增加
到1500名，進一步擴闊其代表性。

選委會職能除選舉特首外，另
一被賦予新職能是選出較大比例的
立法會議員，每屆立法會議席亦增
至九十席。有分析指，選委會互選
的立法會議員使未來立法會組成更
突顯愛國者治港，同時社會中層利
益將更能在議會發聲。

另外，對參選各級選舉的候選
人資格將成立資格審查委員會作審
查，以判斷候選人是否愛國者，符

合入閘條件。資格審查委員會作為
專門專職的部門，期望可以加入社
會各界人士來調查核實候選人背
景，有否與外部勢力聯繫、勾結，
甚至收取資助、涉嫌危害國家安
全，這比現時由民政事務專員兼任
選舉主任，負責審查候選人資格更
為全面和穩妥。

「一國兩制」下的民主制度應與
香港實際情況結合，富香港特色，
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更不能使香
港選舉成顛覆特區乃至國家政權的
工具。這也是中央為落實愛國者治
港、穩定香港社會局面的舉措。

待日後局勢穩定， 「港獨」 以
及 「攬炒」 分子在香港政壇徹底消
失後，筆者相信反對派的參政空間
也會越來越闊，而忠誠愛國的要求
也是放諸四海皆準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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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少懂愛的伯樂 就有多少優秀的青年
就是敢言副主席 許小哲

把握創科優勢 擁抱十四五機遇

香港菁英會理事 莫健榮

選舉制度適時變革

香港菁英會理事、香港青年事務發展基金會理事長 陳文偉

協助青年人到大灣區打拚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公布
已有兩年，但香港不少人，特別是青年
人，對大灣區仍欠缺基本的概念。在國家
和全球經濟發展快速改變下，粵港澳大灣
區加上 「一帶一路」 倡議，都是國家以及
世界性的重要發展，香港青年應當掌握、
融入國家在未來的發展，實在刻不容緩。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2017年在政府工
作報告中明確提出，要推動內地與港澳深
化合作，研究制定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
展規劃，同年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與粵
港澳三地政府共同簽署《框架協議》訂下
合作目標和原則。中央及廣東省之後推出
近40多項優惠港人的政策，從客觀上看，
無論在居住、創業就業及各生活福利等方
面作參考，大灣區確實是適合香港青年未
來發展的一大選項，然而青年人的實際反
應又如何呢？

政府統計處在2019年上半年進行一
份名為 「在粵港澳大灣區生活的意向」 調
查，然而報告的結果卻反映一些值得深思
的問題。調查結果顯示，超過九成受訪者
聽過大灣區，但只有約四成人有興趣到內
地大灣區工作生活。

廣東省內主要城市大多完成產業升級
轉型，而人工智能、大數據、生物醫藥、
綠色金融成為新經濟的龍頭產業，發展水
平的提高對有志到大灣區生活、創業就業
的香港人理應更具吸引力。但儘管過去四
年兩地政府推出多項優惠政策吸引香港人
到大灣區發展，為何成績不似預期？

首先，自回歸後在香港沒有設立國民
教育科，青年人對國家各方面都沒有系統
性的認識，加上有媒體長年累月用以偏概
全、煽動抹黑的手法 「妖魔化」 國家，部
分青年人從小在主觀上對國家產生抗拒；
其次，優秀人才在香港發展個人事業已具
備得天獨厚的條件，無論在香港或到外國
工作生活都有較大的發展機會，部分人將
到內地發展當成次等，甚至三等選擇。

再者，雖然說政府鼓勵青年到大灣區
創業，但作為剛畢業的香港青年，既沒有
工作經驗，也沒有人際脈絡，人生路不
熟，更沒有資金支持，毅然要到內地與數
以億計的青年人一起競爭，實在難以踏出
第一步，故政府應該思考在政策上如何提
供更多、更適切的協助。

中國人不吃這一套！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在中美高

層戰略對話中，鏗鏘有力向美方說出： 「中國人不吃這一套，美國沒有資格
居高臨下同中國說話。」 大大地振奮每一個中國人的內心，楊潔篪彷彿為全
國人民吐出了一口積壓逾百年的烏氣，同時讓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中國人已
今非昔比了！

▲ 「中國人不吃這一套」 成為網上潮語，更有
人以漫畫方式還原會談的情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