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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对全世界经济的冲击正逐
步浮现，香港的“超级联系人”角色也因此
受到挑战。外加香港经历过去连续几个月的

“修例风波”，疫情散去后，香港人尤其是青
年人该怎样寻找自己的出路？

香港《大公报》日前发表署名为洪纬的评
论文章认为，大湾区应该是多数香港青年的最
佳机会，只要香港年轻一代继承“狮子山精
神”，抓住时代赋予的机遇，努力拼搏，续写香
港传奇的新篇章指日可待。文章摘编如下：

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正逐步浮
现。笔者尤其关心香港青年的发展前景，疫
情散去，香港青年该怎样寻找自己的出路？

大湾区应该是多数港青的最佳机会，这
是笔者闯荡大湾区多年后的观察。因为在粤
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这一国家发展战略下，
大湾区所提供的机会与可能性，远多于香港
一个城市，也更胜于远走异国他乡。

但笔者要指出，大湾区的机会并不是香
港青年“独家专享”，它将公平放在全世界新
一代的面前，香港青年能否放下意识形态的
有色眼镜，用经济角度来客观看待大湾区这
一项政策，是决定他们能否掌握机会、改变
命运的关键。

世界经济的 60%集中在入海口城市，无
论是东京湾区、纽约湾区、三藩市湾区，还
是正在建设的大湾区，必然带来巨大的经济
效益，粤港澳大湾区无论从人口、港口货柜
输送量和占地面积都是最大的，客观条件上
的未来蓝图十分可期。

笔者在大湾区多个城市游走多年，最终
在深圳成功开创自己的事业，深深感觉到香
港年轻一代仍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

首先，受惠于“一国两制”的制度优
势，香港拥有更容易与世界接轨的政治、金
融与法律体系，在可见的未来将继续成为世
界与内地深度接轨的重要桥梁与纽带。

其次，优秀的香港青年会有较宽广的国
际视野，也通晓中西文化与中英两文三语，
这样的条件在内地的职场上仍然珍贵。

我们应当知道，大湾区是面向世界的湾
区，只有勇敢面对世界的青年才可以在这里
找到最宝贵的机会。为此，你先要客观了解
大湾区规划的内容。

香港在大湾区内占有一个重要地位。这
片土地上的居民，过去四十年紧紧把握住国
家改革开放的机遇，凭借“狮子山精神”打
造出一个经济神话。虽然香港回归祖国后错
过了内地经济一波高升期，又遭遇金融风
暴、SARS 等挫折，但香港社会引以为荣的

“狮子山精神”仍在，只要香港年轻一代继承
这种敢于在时代机遇下拼搏的精神，续写香
港传奇的新篇章，可谓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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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日时光跃然纸上

汇丰银行早期在香港发行的钞票因其票幅
面积很大，被港人戏称为“大棉被”或“大棉
胎”。“大棉被”在香港流通了 100 多年，大小
相当于一半 A4纸，需要对折数次才方便携带。
一张“大棉被”，在上世纪 40 年代可购买 5000
份早餐。

年近七旬的香港钱币研究会副会长郑宝鸿
那里收藏着“大棉被”钞票。郑宝鸿说，早期
的钞票其实是持票人向银行兑换白银的票据，
所以按照银行本票的样子制作，尺寸也如同本
票一般。当时物价低廉，富有阶层才拥有钞
票，大尺寸也凸显了钞票昂贵的价值。

后来，“大棉被”出现了多种面额。直至20世
纪下半叶，钞票成为各个阶层的日常使用之物，
发钞银行才鉴于方便携带将钞票尺寸缩小近一
倍。如今“大棉被”已成为收藏家的至宝。

随即，郑宝鸿拿出另一件宝贝：“加盖钞
票”——面值1000元的钞票加盖港英当局一元
章印。

“加盖钞票”是货币环境动荡地区的产物。
1945年日本投降、英国重新接管香港，“加盖钞

票”再度出现。不
过后来新钞迅速从
英国运抵，当局动
用了一部分“加盖
钞票”临时支付公
务员薪金。

郑宝鸿说，那
些年，香港钞票除
了 日 占 时 期 的 军
票，多多少少都保
有英伦印记。直至

回归祖国前夕，香港钞票才褪却了殖民色彩。

地标景观微缩方寸

港元钞票上所印的景观，都是香港地标性
景点：维多利亚港湾和会议展览中心、国际机
场、青马大桥、凤凰山和宝莲寺、尖沙咀钟楼
和文化中心、太平山顶眺望下的凌霄阁、万宜
水库……

伴随香港回归祖国的历史巨变，新发行的
钞票，都更加聚焦“东方之珠”独有的历史风
貌和文化价值。

2003年，香港三家发钞行推出了香港回归
祖国后的首个新钞系列，以香港地标景点为设
计主题。2010 年，发钞银行再度推出新钞系
列，中国银行 （香港） 描绘了自然与人文景
致，香港上海汇丰银行展示了春节舞狮、回归
纪念日乐队游行等节庆活动，渣打银行 （香
港） 则通过古今对比画面，颂扬了古代发明对
现代科技的深远影响……

第三轮新钞系列自 2018 年推出，持续至
2020年陆续流通。在这个“从生活出发”而构
思的系列中，3 家发钞行首次统一了相同面额
的设计主题，1000元描绘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

的地位，500元展示了香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
界地质公园，100 元旨在传承粤剧文化，50 元
刻画了在香港栖息的蝴蝶，20元讲述了市民喜
爱的点心和饮茶文化。中国银行 （香港） 副董
事长高迎欣说，希望通过钞票将缤纷的香港微
缩在方寸之间。

金融信誉久经检验

拿起一张汇丰银行的 50 元钞票，郑宝鸿
说：“它不是普通钞票，是一张上世纪 40 年代
的‘迫签钞票’。”

20世纪40年代，汇丰银行的一批高层管理
人员被占领香港的日军胁迫，在尚未发行的库
存钞票上签上自己的名字。这批“迫签钞票”
共计 1.19 亿港元，被日军用以在澳门、内地、
东南亚购买大量物资。日本战败后，这批编号
连续的迫签钞票因为没有储备支持，一度不被
香港政府和银行承认。为维护港元信誉，政府
和汇丰银行共同出资补足了发行钞票所需的英
镑储备，认可了这批迫签钞票的合法性。

香港金融管理局货币及结算处主管阮志才
表示：“早在 1935 年香港的 《货币条例》 已经
规定，发钞银行必须先将所需的白银储备交付
政府，换取政府签发的负债证明书作为储备凭
据才可以发行钞票。如果银行增发钞票，则必
须交付等值英镑储备。”

在香港历史博物馆，可看到金管局捐赠的
5300多张负债证明书，每张都支持了庞大数额
的钞票发行，记录了香港凭借货币信用而发展
为国际金融中心的进程。

如今，香港钞票的信誉已不需要发钞机构
负责人的签名来背书，签名已经成为延续历史
传统的特色设计。

（据新华社电）

钞票上的香港岁月港岁月
张 欢

手持折扇的花旦美目流盼，心有灵
犀的书生与小姐邂逅于花红柳绿的庭
园，身穿蟒袍的驸马与凤冠霞帔的公主
相偎远眺，这是描绘于方寸钞票上的联
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梨园粤韵。

这款去年9月开始流通的面值100港
元钞票，因其接地气的图样备受市民青
睐。这款钞票是香港2018新钞系列中的
一员，该系列是香港回归祖国之后商业
银行发行的第三轮新钞，也是港元钞票
在近两百年历程中的再次设计更新。

淡水河缓缓流过，客船静静地泊在
码头，一只飞鸟懒懒地在模型船上落足，
三三两两的游客骑着脚踏车穿过……这
是台北大稻埕码头的日常风景。

大稻埕位于台北市大同区，早年因
大片晒稻谷的空地得名，在台北建城前
就已众商云集。据记载，1851 年，泉州
人林蓝田为躲避海盗，从基隆迁至大稻
埕开店，成为大稻埕商贸的发端。1860
年淡水开港后，大稻埕码头桅杆林立、
舳舻相接，成为茶叶、中药材、布料的
集散中心。台北建城后，大稻埕位于北
门之外。北门是进出台北的交通要道，
大稻埕也因此更加热闹。不过，随着淡
水河淤积、台湾茶叶产业没落，大稻埕
渐渐失去了往日的繁华。

人流不再，历史印迹仍在。如今，大稻
埕成了台北的怀旧胜地。早年大稻埕地区
多为闽南式建筑，连栋式的商店街，附带
骑楼。日据初期，大稻埕出现很多仿巴洛
克式店屋，以红砖和洗石子为建材，楼顶
部有以花草、动物或涡卷纹装饰的山墙，
中间刻有姓氏或店名。上世纪 30 年代后，
大稻埕许多店屋改为现代式，立面简洁，
高度增至三层楼。如今，大稻埕最具代表
性的迪化街，骑楼如旧，巴洛克式、现代式
乃至闽式店屋夹杂，但物是人非。

大稻埕最吸引人之处在于，它仍是
传统生活的街区。尽管新开了不少专供
游客的工艺品店，整条街仍保留着经营
南北干货以及纺织品的老店。“永安布料
市场”招牌内是售卖蔬果、肉蛋的传统
市场。码得整整齐齐的扇贝、菇类、干
果，或艳丽或朴素的各色布料，空气中
飘浮的中药、调料乃至臭豆腐等小吃的
味道，整个街区满满的烟火气。

台湾的传统生活街区自然少不了宫
庙。位于迪化街的霞海城隍庙，香火不
断。霞海城隍原是福建同安县下店乡的
守护神。如同台湾很多民间信仰一样，
由信众奉请来台，如今已有200年。庙宇
很小，主祀城隍，侧祀城隍夫人。传统
中城隍是守护城池的神明，霞海城隍庙
却以求姻缘的月老闻名。因此，城隍庙
正面辟三门，门间一对石狮，正中特别
摆放了一尊月老金像。到此祭拜的也多
为单身的年轻人。庙前常摆着一排花
篮，有祈求庇佑敬献的，也有心愿得成
致谢的，蝴蝶兰、玫瑰、百合等鲜花争
相斗妍，堪称宫庙前少有的风景。

霞海城隍庙的对面隔街，曾有一座
永乐戏院。1948 年，梅兰芳的弟子、名
伶顾正秋受永乐戏院邀约到台湾演出，
原本计划演出两个月，因为好评如潮续

约，不想 1949 年两岸风云突变，顾正秋
就此落脚台湾。此后，顾正秋在永乐戏
院连唱四年半，演出上千场，票房好到
常卖站票，创下台湾京剧史上“永乐五
年”的传奇。这座戏院还是台湾著名词
作家李临秋工作的地方，80 多年前，他
创作歌曲 《望春风》，为年轻女性代言，
至今这首歌仍被传唱。不过，半个世纪
前，永乐戏院已被拆成两列楼房，只有
门前木牌记录着旧日风华。

霞海城隍庙后面的延平北路，还曾有
一间东荟芳酒楼。1911年被清廷通缉的梁
启超，应台湾政治家林献堂邀请到台访
问。双方在此聚餐，梁启超在宴席上赋诗，
题“三月三日遗老百余辈设欢迎会于台北
故城之荟芳楼”，其中“万死一询诸父老，
岂缘汉节始沾衣”传诵一时。据说，这句套
用陆游“遗老不应知此恨，亦逢汉节解沾
衣”的诗句，以民族大义相期勉，抚慰了不
少台湾父老的心。不过，酒楼早已不见，只
有荟芳楼因诗留名。

将目光再放远一些，1916 年蒋渭水
在延平北路开设了大安医院；1921 年，
就在距此不远、如今静修女子中学所在
地，蒋渭水、林献堂等台湾知识分子创
办了以启蒙民族文化为己任的台湾文化
协会。每周六，台湾文化协会举办有关
民族主义的文化讲座，开办台湾史、卫
生与法律等主题的讲习会……

岁月流逝、风流云散，唯有大稻埕还
保留着诸多痕迹，让穿行其中的人忘情品
味着历史的厚重气息。坐在竹凳上，吃碗
面线，欣赏一下传统花布的缤纷，而后沿
着淡水河畔骑骑脚踏车，看落日余晖晕
染了河水，浮躁的心也安定踏实起来。

（本报台北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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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少子化浪潮席卷台
湾，生源减少令不少私校面临严
峻的招生问题。近日，有着近百
年校史的私立东方高级工商职业
学校吹响“熄灯号”，于2020学
年起正式停止招生，成为台北市
近3年来第3所停招的私立学校。

“办了近百年的私校就这样
停招，实属无奈。”私立东方工商
高中职教务主任廖雅真坦言，学
校财务运作正常，停招主因是近
年学生人数锐减，2019学年在读
学生数仅剩229人，不过“这也是
少子化时代没办法的事情”。此
前，台北中兴高中、立人高中先后
停招，目前已无学生在读。

台北景文高中前校长许胜哲
对此分析称，台北家长普遍仍有
二三流学生才念高职的看法，就
算“不得已”念高职也要优先让

孩子进公立学校。在少子化浪潮
冲击下，台北公立学校提供的学
位已经足以容纳所有学生，私校
面临生源不足的困境，吹“熄灯
号”在所难免。

台当局教育部门近日公布的
2019 学年台湾私立学校在读学
生数据显示，台北曾经就读人数
最多的育达高职近两年学生人数
锐减 2700 多人，景文高中学生
数也在两年内腰斩，从 2095 人
减半为 1044 人。一向在读学生
数量居冠的高雄中山高级工商职
业学校，首次跌破 9000 人，桃
园启英高中也从 7100 多人跌到
近6300人。

少子化浪潮给台湾教育产业
带来危机，已是不争的事实。新
北市教育局长张明文表示，新北
通过鼓励在地就学，相对减缓少

子化冲击，但汐止崇义高中也只
剩100多人，万里中华商海学生
更不到百人。目前，新北市教育
局已对在读学生数较少的学校实
施专项帮扶。

部分私立高中职选择积极转
型加以应对。作为嘉义最大的高
职，私立协志工商近年招生状况
良好，目前仍有 2000 多名学生
在读，但学校还是于去年宣布停
招3年进行转型，集中资源发展
特色专业教育。

全台私校工会对此表示，私
校是政府办学能力不足时的“补
充性学校”，但在少子化时代公
立校数量完全能满足教育市场需
求。在现有办学模式下，私校对
学生吸引力正在逐步丧失，部分
学校将“黯然退场”，从长期来
看私校转型已是必然趋势。

日前，香港特区政府康文署重开部分康体及文化设施。香港中央图书馆局部开放，但时间
缩短，入场人数也有限制。所有进入室内的人士，佩戴口罩及接受体温检测。

图为小朋友在中央图书馆阅读。 中新社记者 洪 帆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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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子化浪潮来袭

台北百年私校吹“熄灯号”
本报记者 金 晨

▲ 香港金融管理局货币及结算处主管阮志才介绍香港钞票的特
色及故事。 新华社记者 吴晓初摄

▲ 香港金融管理局货币及结算处主管阮志才介绍香港钞票的特
色及故事。 新华社记者 吴晓初摄

▲台北大稻埕。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