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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戴安全帽，手拿铁锹，伴
随着现场司仪的口令声，香港特
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等多位
嘉宾从地上铲起黄土 （寓意着

“动土”），启动了香港首座青年
宿舍项目——大埔青年宿舍项
目。

据香港《文汇报》报道，该
项目属于香港青年宿舍计划的一
部 分 ， 2011 年 由 特 区 政 府 提
出。据了解，大埔青年宿舍项目
有望在 2018—2019 年竣工，最
高租金不超过周边其他同类住宅
的 60%，帮助香港青年在收入
低、房租高的情形下实现“安居
梦”。

婚前居住租期最长5年

邻近大埔墟港铁站，附近坐落着大埔熟食中
心、图书馆、体育馆等设施，这便是大埔青年宿舍
项目的所在地。据了解，这栋总面积为 3460 平
方米的青年宿舍配套齐全，共提供 76 间单身公
寓，每间约16.3平方米，并规划有洗衣房、绿化园
区、休憩区、青年中心、共享空间等功能区。

由于青年宿舍房源较少，负责宿舍营运的香
港青年协会为此设定了相对严格的标准，对申请
者进行筛选。根据规定，能够申请入住的青年必
须是香港永久居民，有固定职业（包含自谋职业
者），年龄在 18至 30岁之间。在收入上，申请者
不得超过同一年龄段 75%人群的收入水平：以
2016年水平为例，申请者必须满足月收入低于2
万元（港币，下同），总资产净值不超过35万元的
条件才可申请。

香港青年协会副总干事冯丹媚表示，入住的
青年首次签约的租期为两年，最多可续租至 5
年。她期望入住的青年不但能在宿舍解决住房
需求，更希望年轻人在居住期间扩大社交圈子、
寻找发展机遇。同时她也提到，入住的青年一旦
满30岁便需按规定搬离宿舍。若申请者在租住
期间结婚，协会将尽量为他们安排双人间，假如

房间没有空缺，入住者也必须搬离。
此外，为了让更多人享受“居住正义”，特区

政府要求入住青年宿舍的年轻人不再同时申请
轮候公屋，避免有人享受“双重福利”，但他们的
家人在公屋申请方面不受影响。

助力职场新人积累储蓄

“我们家空间比较狭小，平时 4 姐妹共用一
个22平方米的卧室，半夜回家都不敢开灯，怕打
扰她们的作息。”21 岁的陈丽婷表示，因为和家
人的起居时间不同，因而很希望能有属于自己的
私人空间。但如果直接在外租房，月薪仅1万元
的她感觉有些难以负担。不过，大埔青年宿舍的
动工让她看到了希望。

无独有偶，25岁的嘉怡认为，平时在家与姐
妹共享卧室，想安静地看书都只能去图书馆。而
青年宿舍一人一间，每间都有独立洗手间和小厨
房，能让她在承担得起费用的情况下好好享受生
活，余下的钱可以作研修、旅行之用。

冯丹媚表示，该宿舍租金会参考周边住宅的
租金，额度不超过同类品质住宅租金的 60%；如

果按当前租金水平来计算，青年
宿舍租金应该在 2500 元至 5000
元之间，并根据市场价位的变化
作调整。“青年宿舍计划的推出，
目的在于让年轻人享受低于市场
的租金，从而节余更多薪水，尽快
完成人生第一笔储蓄。”

不过，也有观点认为，该宿舍
规定的 5 年期限还是过短，入住
的年轻人无法在限期内有较多储
蓄。经民联大埔区区议员罗晓枫
说，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人月
薪一般在 1.3 万元至 1.4 万元左
右，即便青年宿舍租金低，他们也
难以在五年内完成购房首付的储
蓄，因此若想存钱，与家人同住更
可行。

增加供给实现居住正义

“特区政府非常重视香港不同年龄组别、不
同阶层人士的住房需要。”在工程动工典礼上，
梁振英表示，香港青年宿舍计划的推出，目的
在于让香港年轻人享受优惠租金、在 5 年期限
内尽可能多地积累储蓄。同时，他也呼吁更多
非政府组织能够提供土地，由政府出资兴建青
年宿舍。

除了大埔青年宿舍项目，其他的还有保良局
位于元朗的项目、东华三院位于上环的项目等4
处，一共可提供 2800 间宿舍。其中元朗项目的
工程规模最大，预计可提供1680间宿舍。

据了解，解决房屋问题是本届特区政府四个
重点施政范畴之一，“加快、加大供应是解决各种
房屋问题的治本办法”的表述写入了梁振英2017
年的施政报告。梁振英表示，未来3至4年，香港
潜在的房屋供应量将达 9.6 万套，较 5 年前本届
特区政府上任时高出 48%，创下 13年来的新高。

“相信无论是本届政府，或者正在成立当中的新
一届政府，都需要大家的支持，使我们既可以满
足青年人的居住需要，也可以满足老年人的居住
需要，以及其他年龄组别人士的需要。”

回应青年需求 建构社交平台

香港首座青年宿舍动工
本报记者 柴逸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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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外媒消息，近年来台湾人才外流严重，
绝大部分涌进大陆，且主要为科技及经贸管理
等方面的专才。对这一局面，绿营不思自省,却
反咬大陆，称大陆“磁吸”台湾人才的目的是
想获得台湾的技术。

对于绿营的胡言乱语，各界完全不必理
会。因为这是他们思考问题、推卸责任的一贯
套路。其实，台湾人才是否愿流向大陆，主要
还是遵循人才流动的基本规律。有学者经过长
期研究得出结论：人才流动主要基于经济、生
存、发展三大基本动力。通俗讲，经济动力就
是，雇用方提供的薪酬越高，人才便越感受到
自身价值，自然越愿前往；生存动力就是，人
都希望有一个适合自己的环境，一旦发现现有
工作环境不适宜自己时，即使待遇再好也会毫
不犹豫地离开；发展动力就是，即使现有报酬
很高，工作环境也非常好，但如果长期在此环
境中没有发展的希望或发展速度过慢，他们也
会寻求一个更有希望的环境。

台湾人才愿意流向大陆，就是上述规律综合
作用的必然结果。从经济动力讲，两岸大学生的
起薪之比早已发生颠覆性变化。据台“立委”赖
士葆提供的数据，岛内大学毕业生的起薪一般为
700 美元，而大陆一线城市大学生部分起薪早已
在 1000美元以上。从生存环境讲，长期以来，岛
内深陷蓝绿争斗，政局不稳，社会撕裂。每到选
举，几乎每人都面临被迫选边的压力。一有政党
轮替就会政策大拐弯，连带影响很多人的工作。
当前最典型的实例是，蔡英文一上台便已实质否
定马英九的两岸政策，转而力推所谓“新南向”，
不仅让长期专注两岸的企业与人才深受其害，其
他相关企业与人才也受到波及。从发展机会讲，
由于岛内有些机构长期受深绿挟持，不敢把握当
今世界的最大机遇（大陆市场），反而夜郎自大、
闭关自守，甚至自甘堕落，普通民众也满足、沉迷
于“小确幸”。机会没有了，人才还留下干什么？

更可悲的是，到现在为止，绿营不仅继续
自我麻痹，而且继续催眠普通百姓。在绿营嘴
里，大陆什么都比台湾落后且相差数十年，大
陆希望统一是为了分台湾的钱；台湾什么都
好，是“小而美”。殊不知，在他们坐井观天
时，台湾早已从过去的“小而美”变成现在的

“小而乱”，经济边缘化，产业空洞化。而大陆
则正处于全方位赶超世界一流的路上。大陆的
机会越来越多，吸引包括港澳台在内的各地精
英也就顺理成章。

当然，台湾人才愿意前往大陆，除经济、生
存、发展等基本动因外，还有外国人才可望不可即的优势，即大陆出台
了系列优惠关照台湾同胞的政策，台湾人才到大陆能亲身感受到“两
岸一家亲”。所以，绿营若仍不愿正视现实，只会继续害台，但岛内民
众终会觉醒。

（作者是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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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海上丝绸之路重要城
市福建省晋江市举行以“走海丝
路 游幸福城”为主题的系列活
动，通过旅游推介、对接、采风
等形式，向来自海峡两岸的旅行
社和游客介绍这座历史文化名城
的旅游资源，打造“海丝”旅游
品牌。

图为游客 （左） 在福建晋江
五店市传统街区体验掌中木偶。

新华社记者 宋为伟摄

打造海丝品牌打造海丝品牌
吸引两岸宾客吸引两岸宾客

近日，以“光临”为主题的第六届“两岸高
校师生交流周”活动在福建厦门登场，来自台湾
清华大学等高校的60多名台湾学生与厦门高校学
生一起，通过闽台大学生48小时短片大赛、两岸
毕业设计作品同台联展等活动，交流学术，扩大
合作，收获友谊。此次活动由厦门理工学院数字
创意与传播学院主办。

“在这次活动中，两岸师生既可以吸取对方作
品的创造精神，也能学到彼此如何办展的经验，
我觉得很有收获。”谈及感受，来自台湾的曾威霖
同学这样表示。

据悉，自2011年4月以来，“两岸高校师生交
流周”已成功举办 6届，先后有 3000多位师生参
与，并在两岸积累了较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2017毕业设计作品联展”是本届“交流周”
的重头戏，汇集了厦门理工学院数字创意与传播
学院2017届400多名毕业生的65个毕业设计作品
以及台湾世新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台湾铭传大学
设计学院与传播学院的精选优秀作品。

此外，深受两岸高校学子欢迎的“闽台大学
生48小时短片大赛”今年继续举行，以“你所不
知道的集美大社”为主题，由两岸高校学子自由

组队，在48小时内完成影视拍摄并剪辑出3—5分
钟的视频短片，通过青春视角展示侨乡集美独有
的风情与故事。

通过短短 5 天的相处交流，两岸学生增进了
彼此的了解，收获了深厚友谊。

台湾铭传大学大三学生杨琪均是第一次来到
厦门交流访学，她说这次的经历非常特别，对她
很有帮助。“这次到大陆来，我可以进一步了解两
岸学生的专业能力与创意想法，视野会更开阔。”

厦门理工学院大一学生林毓宏表示，她与台
湾同学共同创作的短片 《梦回大社》 获得了这次
短片大赛的一等奖，通过这次合作，她从台湾同
学身上学到了不少东西。“他们非常严谨，一些我
们没有注意到的细节，他们都能处理得非常好。
另外，他们会经常到外面看一看，用自己的方式
去体验世界，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厦门理工学院数字创意与传播学院院长郭肖
华表示，厦门理工学院数字创意与传播学院是福建
省首批实施闽台高校“分段对接”联合培养人才项
目的学校之一。通过学生赴台分段学习、聘任专职
台籍教师、台湾学界业界导师赴厦门教学讲座、讲
课和项目合作开发等方式，着力打造数字时代文化

创意产业高端人才。台湾铭传大学大陆教育交流
处处长詹仕鉴认为，本次交流活动，能让不同环境
中的两岸学生彼此激发创意灵感，希望以后能够继
续加强合作，定期举办两岸交流活动。

“两岸高校师生交流周”登场

闽台师生比拼技艺创意
徐 林 徐丽麟

本报香港5月23日电（记者陈然）“敦煌韵致——饶宗颐教授之敦煌学术
艺术展”今天在香港文化博物馆开幕。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0周年系列
庆祝活动之一，本次展览旨在通过国学大师饶宗颐从敦煌经卷、壁画和出土
文物启发而创作的艺术作品，让观众了解敦煌学及敦煌文化。

展览共展出115组饶宗颐的敦煌学著作以及创作灵感源自敦煌典籍和文物
的艺术作品，包括书画 《大慈念一切、慧光照十方》《茅龙书敦煌绝句》《散
花飞天》《佛手献花》及《敦煌写生卷》等。

饶宗颐教授、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区联络
办公室副主任杨健及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局长刘江华等共同出席开幕典礼。
展览由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和香港大学联合主办，展期至9月18日。

据新华社澳门电（记者胡瑶） 澳门特区政府保安司22日发布2017年第一
季罪案统计及执法数据。数据显示，澳门今年首季治安环境保持稳定良好，
严重暴力犯罪保持零案发率或低案发率，抢劫、勒索等侵犯居民财产安全的
犯罪活动显著减少。

澳门特区政府保安司司长黄少泽当日在简报会上通报说，第一季度警方
共开立刑事项目调查案件3502宗，较去年同期上升5.1%，主要是“将假货币
转手”案件升幅较大以及治安警察局加强对“违令罪”的检控工作。

澳门首季治安环境良好

“敦煌韵致”饶宗颐书画展在港开幕

图为活动中一名女同学头戴学生自制的 VR
设备体验虚拟现实场景。 徐 林摄

据新华社台北电 （记者章利新 查文晔） 为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鼓励和扶持海峡两岸优秀青年共同创业，“2017上海海峡两岸青年创业
大赛”23日在台北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创业大赛正式启动，一等奖项目将获
得总计70万元人民币的奖金和配套补贴。

本届两岸青年创业大赛的主题为“创意成就梦想，创业改变未来”。大赛
报名截止时间为 6月 30日，初定于 7月 7日-13日进行初赛，7月 19日-30日
复赛，8月12日-13日举办决赛暨颁奖。8月14日起开始创业实战真人秀。

大赛以创新创业为核心理念，实体运营、公众参与为赛事亮点，融合生
命健康、文化创意、物联网、“互联网＋”等产业元素，集聚两岸各行业创意
精英，携手共创美好生活。大赛以弘扬创新创业文化为前提，借助媒体传播
平台，提升赛事品牌价值，搭建创新商业模式孵化器。

上海两岸青创赛台北启动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 （右四） 等嘉宾为大埔青年宿舍暨青年
空间动土。 彭子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