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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青年学生除敢创 （新） 之外，
敢闯也很重要，要多到香港以外去看看，
外边的机遇很多。”在6月5日举行的港澳
台大学生网信企业实习计划 2018 （香港
区） 启动礼上，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对
300多名即将去内地科技网络企业实习的
香港大学生殷殷寄语。

近几年，北上内地实习成为香港青年
越来越热门的选择。内地快速的发展、广
阔的市场、巨大的机遇，让香港青年获益
良多，迅速成长。不少人回港后向“90
后”“00后”学弟学妹表示，留港工作已
经不是唯一选择，要实现梦想，就一定要
去内地闯一闯。

80%年轻人愿赴内地

香港青联学生交流网络“共创系列”
2018暑期实习计划5月底在港启动，入围
实习团的250名香港大学生摩拳擦掌，对
到北京、上海、哈尔滨和大连的企业和政
府机构实习跃跃欲试。曾于 2015 年参加
实习计划的“前辈”谢苡琳在启动礼上勉
励这些新生代努力开拓视野：“在座的同
学们已经赢在起跑线上，因为你们知道如
何去把握时代的机遇，开创自己的人生之
路。”

谢苡琳正是得益于 2015 年到中铁建
公司实习过，参与其在非洲投资的“一带
一路”项目，才在求职面试时顺利通过，
被中国银行 （香港） 录取为管理培训生。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学生莫泽铭是
2018年北京实习团的团长，他对学姐的话
深深认同：“香港大学生不应将目光局限
在香港，希望能有更多赴内地实习的机
会。”

像这样愿意赴内地工作及实习的香港
年轻人，绝不在少数。根据香港青联学生
交流网络发布的“2018年香港大学生内地
就业意向”调查结果，超过80%受访者愿
意在内地工作及发展，因为内地机会多。

而参加实习有助其提升自身竞争力。
香港城市大学市场营销学系二年级学

生刘嘉琳曾错失一次去内地实习的机会，
今年终于如愿跻身入“未来之星 2018 暑
假实习团”中。“这次一定要好好把握，
让自己的简历更靓，将来好适应在内地发
展。”她说。

圆梦个人亦贡献香港

同样参加“未来之星 2018 暑假实习
团”的香港浸会大学人力资源管理学三年
级学生郑子豪，即将到杭州蚂蚁金服实
习。他表示，自己常在内地、香港、国外
使用支付宝，希望通过这次实习，了解其
背后运作的方法，毕业后能带着从内地学
来的科技发展资讯，贡献香港创新科技。

香港特区政府对这些北上内地交流实

习的香港青年寄予厚望。去年7月，在促
成 3 批香港青年学生分别前往甘肃敦煌、
四川卧龙和北京故宫博物院交流实习后，
香港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形容“他们是文化
艺术的新星，相信日后可以为香港的创意
文化产业发展，带来更多创新理念。”

今年暑假，这项由香港民政事务局推
出的暑期实习计划又新增了一个目的地：
中国科学院，为计算机科学、机械设计等
多个专业的香港大学生提供在国家级科研
机构工作的机会。“相信通过去内地交流
实习，香港青年必定能感受到当中带来的
便利与机遇，在拓展自身事业的同时贡献
国家和香港。”张建宗说。

在刚刚结束的第八届香港大学生“外
交之友”夏令营上，来自香港多所大学的
50名学生过足了一把“外交官瘾”。营员
们走进外交部，与发言人耿爽和青年外交

官零距离接触，了解外交部运作机制和日
常工作，参观钓鱼台国宾馆，举行模拟记
者会，鲜活感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内涵
与实践。“很多年轻人因此能在更高层
次、更广领域思考谋划未来，在报效国
家、建设香港的过程中实现美好人生梦
想。”夏令营团长、驻港公署副特派员宋
如安表示。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在港澳台大学生网信企业实习计划启
动现场，香港学生与梁振英互动。有学生问
去内地实习能学到什么？梁振英说，“百闻
不如一见”，自己每隔一段时间回内地，就
发现内地已有新的进步。不仅是高铁和公
路等“硬件”的迅速发展，而且城市管理的

“软件”也在不断升级。学生问回内地要做
什么准备，梁振英回应：“除了敢创，还要敢
闯，路是自己走出来的。别怕失败，有了一
次失败，今后成功的机会高很多。”

港人素来就勇于开拓，如今，年轻人
最需要的就是“狮子山精神”。国家给香
港年轻人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粤港澳大
湾区就为香港青年提供新机会、新跑道、
新选择，而他们要做的，只是尽早融入国
家发展大局。

“香港和内地同胞的接触100%会越来
越多，可以预见未来港人工作生活将和内
地息息相关。”去年参加“香港大学生内
地实习计划”的香港大学三年级学生陈凯
荣认为，到内地实习是了解国家发展的好
机会，而大湾区更将是香港未来“很重
要、很重要的一个发展机遇”。

今年，“香港大学生内地实习计划”
再度出发，近千名香港大学生分赴内地 8
座城市实习。香港树仁大学学生吴玥表
示，在香港工作已不是现在香港青年人唯
一出路。她鼓励即将出发的同学要珍惜这
次机会，把握当下，努力拼搏，闯出自己
的一片天。

香港青年北上实习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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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河南省西华县宋府园林家庭农场供
港蔬菜生产基地种植的芥蓝、菜心、上海青等
蔬菜品种陆续进入采摘高峰，工作人员忙着采
摘丰收的蔬菜，供应香港和澳门市场。

该基地占地 1400 亩，每亩年产量达上万
斤，为周边的180余名村民提供了就业岗位，帮
扶贫困家庭达200余户。

郭俊锋摄 （人民视觉）

港澳学子在上海同济大学举办的创新创业研习营上，听取导师的
建议与指导。 新华社记者 杜潇逸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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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2016年农历新年香港旺角
的那场暴乱至今让人心有余悸。事发
当晚，数百人非法冲上街头，用棍棒和
板砖向正常执法的警察“开战”，他们
烧车、打人、破损公物，瞬间让祥和的
街区陷入骚乱、喜庆的春节蒙上阴影。
那一夜他们用暴力给香港烙上的伤
疤，现在还在刺痛着人们的神经。

两年来，香港一直在为这场暴乱
“埋单”。检控、定罪，判刑、囚禁，拘捕、
追逃，社会支付了高昂的纠错成本，年
轻人付出了高昂的人生代价。虽然那
些曾经遮面逞凶的闹事者们的嚣张气
焰已被熄灭，“勇武抗争”的口号早就
怯于再提，而法律也正用其强有力的
手段拨乱反正，但看着这些锒铛入狱
的年轻脸庞，人们还是在感叹其咎由
自取之余，生出了一些惋惜嗟叹。

6月 11日高等法院对事件主谋梁
天琦的判决，又一次上演了这样的社
会和法治教育，让人们反思并警醒。
梁 天 琦 ， 一 个 内 地 出 生 的 “ 本 土
派”，一个和平环境里突变的“勇武
者”，一个本来有着大好前途却选择
了“港独”歧路的青年，玩政治、搞

暴动、打警察，一路狂奔终跌大跤。
人们不禁要问，年轻的生命何以结出
恶果，在他将要堕落的时候又是谁推
了他一把？

答案已经在梁天琦入狱后浮现了
出来。反对派某知名大律师说，法院
判决没有考虑其政治动机和理念，不
合人情和常理。这时候，一个资深法
律工作者把法律本身丢到了一边。国
外前港英政府某官员说，法官判决依
据的《公安条例》“含糊不清”，我在
任时就想修改。这时候，一个曾经揽
权独裁的政客还在自相矛盾中煽风点
火。香港某极右媒体继续长篇累牍为
梁天琦“张目”，诬蔑香港法律为

“恶法”。这时候，那个唯恐天下不乱
的报章还在推崇暴乱分子为“英雄”。

不懈误导、利用别人家的孩子冲
在“前线”，不停怂恿、鼓动万里之外的
他国青年制造事端，不分是非黑白、善
恶曲直一味地宣扬其洗脑主张、歌颂
暴力，多少年轻人就这样被他们推到
了悬崖之下，再被他们践踏着收割着
自己的政治筹码。口称不要“政治化”
又张嘴必提政治，打着“要民主”的幌

子又破坏循序渐进的民主化进程，找
来西方反华势力“监察”“一国两制”实
践又撕毁、焚烧基本法，这些擅长“自
己请客，别人埋单”的“政治人士”，对
香港的未来是怎么“做贡献”的，对年
轻人的成长是怎么“教育”和“帮助”
的？不言自明。

“梁天琦们”，该醒醒了。香港高
等法院法官在判决时说，法律下只有
守法与违法之分，暴力行为背离文明
社会理性讨论的原则，目无法纪者必
须得到惩处。旺角暴乱以来，已有28
人被定以暴动、袭警、刑事毁坏等
罪，或许还将有人跌落铁窗之内。教
训不可谓不深刻。代价沉重，年轻的
人们当痛定思痛，莫再执迷不悟、重
蹈覆辙，莫在歧途和正途间逡巡徘
徊，让别有用心的势力继续当枪使，
落到头破血流、前途丧失的结局。

从旺角暴乱一案的审判中，人们
还得到了一个重要的启示。保持香港
的繁荣稳定，是社会最大的公约数；
破坏香港的繁荣稳定，即触及了整个
社会的底线。5 月 9 日，欧盟发文表
示，回归后的香港在“一国两制”所赋

予的自由下，已变成一个繁荣的国际
交汇处，今后将一样遵守法治、遵循

“一国两制”的保护。外国组织尚珍视
香港今日之局面，我们自己的同胞又
怎能不珍惜自己美丽富饶的家园。

香港需要建设者而不是破坏者，
需要奋斗者而不是撕裂者，需要正能
量而不是负能量，需要同舟共济而不
是背道而驰。从政治争拗中跳出来，
丢掉虚妄的幻想，投入到奔涌的新时
代浪潮中，向远而行、向光而生，年
轻人必将有光明的未来，香港必将有
更美好的明天。

“往者已不及，尚可以为来者之
戒。”旺角暴乱的阴霾终将驱散，反思
后的人们会把握住香港现正向好的形
势，为她增光添彩，为她加油鼓劲，用
建设者和奋斗者的姿态为她祈福，让
她更稳定、更繁荣。

“梁天琦们”该醒醒了
张庆波

香 江

漫 笔

新华社福州6月12日电（记者李慧颖） 记
者日前从福建省自贸办获悉，围绕提升政府治
理水平、深化两岸经济合作，福建自贸区推出
了 21个方面的具体举措，包括创新闽台产业合
作机制、加强闽台金融合作等。

商务部和福建省政府研究制定的 《进一步
深化中国 （福建） 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
案》 近日出台。根据方案，福建自贸区将从多
个方面推进两岸融合发展：在创新闽台产业合
作机制方面，自贸区将促进双方在集成电路、
精密机械等先进制造业以及冷链物流、健康养
老等现代服务业上的优势互补、深度融合；在
创新通关合作模式方面，将通过口岸降本增
效、扩大台湾商品“源头管理、快速验放”种
类等措施，打造便捷的对台商品进出口通道。

同时，福建自贸区还将加强闽台金融合
作，提升金融服务两岸经贸往来便利程度。自
贸区还将继续落实台企台胞同等待遇，包括解
决卡式台胞证购买火车票不能刷卡进站、台胞
台企征信两岸不能互认等问题，打造创新创业
新平台，拓展交流交往新渠道。此外，自贸区
还将探索实施“一区两标”，研究两岸在规划和
工程建设方面的差异和等效标准，借鉴台湾地
区的规划及工程管理体制，为两岸融合发展探
索经验。

“打造两岸经济合作示范区是福建自贸试验
区的重要任务。”福建省商务厅副厅长钟木达表
示，未来将发挥福建沿海近台优势，继续探索
两岸融合发展的新模式。

福建自贸区的福州片区、厦门片区和平潭
片区也各自提出深化两岸经济合作的实施举
措。福州片区推出 47项改革措施，涉及“扩大
对台开放”“深化榕台产业对接”“深化榕台金
融合作”等多个领域。厦门片区出台 26条先行
先试惠台举措，探索在文化、体育、教育等领
域进一步对台开放，鼓励台湾青年来厦创业就
业，加强厦金深度合作，建设厦金检验检疫特
殊监管区，推动厦金游艇自由行常态化。平潭
片区则将探索建立招投标双轨机制，建立台湾
籍专家库，选取一批台湾企业和平潭本地企业
组成的联合体进行定向招投标，并且支持台资
养老服务机构、医院等享受与内资社会福利机
构、公立医院同等政策待遇。

新华社台北电 （记者石龙洪、陈
键兴） 今年台湾不少水果丰产，却出
现价格暴跌，让农民叫苦不迭，直言

“血本无归”。岛内舆论和有关人士分
析认为，当局对大陆政策倒退导致两
岸关系不佳，以往纾解台湾水果丰产
滞销的大陆销售渠道因而受到不小影
响。

《联合报》报道，今年台湾的香蕉、
凤梨、西瓜、木瓜、荔枝等水果全面盛
产，但价格低迷，其中香蕉产地价每公
斤不到 10元（新台币，下同）。台当局农
业主管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6 月 1 日
至10日，全台香蕉批发价平均为每公斤
11.9 元，为 10 年同期新低，比过去 3 年
的价格降了约六到七成。

《中国时报》报道，在嘉义县竹崎
乡，二三十公斤的生蕉可能卖不到 30
元。蕉农黄浚豪说，夏蕉通常价格最
差是在7至9月，但今年才入夏，产地
收购价就跌到近谷底。台南市关庙区
的凤梨价格也大跌。屏东除凤梨产量
过剩，“玉荷包”品种的优质荔枝价格
现也跌到初上市的四分之一不到。

高雄大树区盛产的凤梨、荔枝今
年价格也都出现大跌。据 《联合报》
报道，种植凤梨、荔枝与柠檬等作物
多年的当地里长孙国宪，近日悬挂

“民进党不倒、农民不会好”的布条，
宣泄心中不满。

孙国宪表示，台湾农业若不跟大
陆接轨就是死路一条，如果民进党不
反省，不为农民着想，后果就会如他
布条所写的一样。

关于水果价跌原因，除丰产导致
供过于求外，台湾省青果运销合作社
前主秘李念宜分析说，过去台湾水果
七八成外销，而今已没有当年荣景，
当局忽略农业产销政策，连外销市场
需求都没弄清楚。

台湾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拒不
承认“九二共识”，令两岸关系走向冰冻，台湾观光业和农渔产品
外销大受影响，而解决台湾水果滞销价跌问题，大陆市场很关键。

屏东美浓镇农会前理事长朱信强对媒体表示，现在台湾大环
境不佳，内需市场不够大，消费力又逐渐下滑，而两岸关系不
好，原本销往大陆市场的凤梨就受到影响。“只要两岸关系冰冻不
佳，台湾农民遇上丰收年就是赔钱年”。

《联合报》的评论指出，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开拓出口市场，台
湾市场小、内需量有限，而大陆市场庞大。可惜民进党当局一味

“反中抗中”，导致大陆市场受影响，农民面临生计危机。
《中国时报》 的评论则指出，民进党执政后，两岸关系剧变，

虽祭出“新南向”政策，却依旧难阻观光业变“惨”业，水果价
格也“惨跌”。而今大陆市场受影响，东南亚地区无力吸纳，当局
至今仍无具体解决方案，最后受伤的还是辛勤的农民。

据悉，台当局农业主管部门近日开始以每公斤5元的价格向农
民收购青蕉，经称重后，现场用刀片破坏外观以确保不能再贩
售，再由农民运回当肥料或饲料。有台媒形容，农民看到堆积如
山的废弃香蕉欲哭无泪，“心如刀割写在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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