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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盃國情賽 師生反應熱烈

組織架構
主辦機構
香港新華集團基金會
香港文匯報
未來之星同學會
後援機構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港澳台事務辦公室
支持機構
和富社會企業
冠名贊助機構
香港新華集團

新華集團斥百萬冠名 民政局贊助 教育部和富社企支持

贊助機構
民政事務局 青年事務委員會
協辦機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為提高港生對中國國情知識的興趣，以及促進中華文化的普及，香港新華集團

一國兩制研究中心

基金會斥資百萬冠名贊助，與香港文匯報及未來之星同學會共同主辦「
『中華文化知多少─新華盃』第二屆全港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賽」
。有關活動由國家教育部港澳台事務辦公室為後援機構，和富社會企業為支持機構，民

香港高齡教育工作者聯誼會

政事務局青年事務委員會贊助。總決賽暨頒獎典禮日前圓滿結束，新華集團主席蔡冠深致辭時表示，大賽吸引到

國民教育中心

全港大、中及小學生廣泛關注，充分反映港生對中華文化的熱愛，以及希望更了解國情，實在可喜。

中國國情研習促進會
香港國民教育促進會

■多位主禮嘉賓用心欣賞比賽。左起：李少鶴、紀建軍、蔡冠深、趙靈
山、王樹成、姜瑜、郝鐵川及新華集團董事兼主席助理蔡雋思。 黃偉邦 攝

化的支持。他認為，國情教育是終身教育，學生可透過今次比
趙靈山姜瑜郝鐵川等主禮
賽，建立對國家的身份認同，「從家庭開始、逐步擴展至家庭、
總決賽及頒獎禮上月22日隆重舉行，獲社會各界知名人士到場 社區、鄉土及國情，最後到世界各國」。他大讚學生表現出色得
支持。主禮嘉賓包括國家教育部港澳台事務辦公室常務副主任趙 「超乎想像」
，祝願比賽越辦越好。
靈山、外交部駐港副特派員姜瑜、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
蔡冠深：對年輕人影響深
川、中聯辦教育科技部副巡視員紀建軍、新華集團主席兼國情知
識大賽榮譽主任蔡冠深、香港文匯報董事長兼社長暨國情知識大
蔡冠深稱，大賽吸引到全港大、中及小學生廣泛關注，反映年
賽主任王樹成、香港文匯報董事兼副社長馮瑛冰、香港文匯報董 輕人渴望了解中國五千年的文明，甚為欣喜。他指香港與內地於
事兼總經理歐陽曉晴及青年事務委員會代表李少鶴等。香港文匯 多方面已開展合作，集團對國家科技、教育等方面一直很支持。
報社長助理姜增和等亦有出席活動。
他今次贊助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賽，亦是希望給學界平台
大賽去年11月全面啟動，今年大會只辦個人賽，分為大學、中 以了解中華文化與當代國情，相信對年輕一代有深遠意義。
學及小學組，吸引逾千名學生參賽。大會網頁點擊率累積逾26萬
王樹成：助港青探索未來
瀏覽人次，反映活動深受學界廣泛支持。總決賽大、中及小學組
各有5人入圍，15名學界精英經過連場激戰，最終由香港中文大學
王樹成指出，中國經濟實力乃至國際地位快速發展，加上香港
的鍾健文、東華三院黃笏南中學的雷頌德及沙田官立小學的滕思 已回歸15周年，並進入「十二五」規劃。在這種新形勢下，香港
攀奪得冠軍，各獲獎金3萬元。比賽完結後，多名主禮嘉賓上台致 青少年有必要更深入了解中國崛起的艱辛歷史與現今發展，以助
辭。
探索未來。

趙靈山讚參賽者學識淵博
■郝鐵川讚賞學生回答提問時有自
信、會展露微笑，甚有氣質。
黃偉邦 攝

■蔡冠深欣喜看到大賽吸引全港學
生廣泛關注。
黃偉邦 攝

趙靈山讚揚參賽者學識淵博，「中華上下五千年文化、中國九
百多萬平方公里土地，盡在心中」
，又感謝社會各界對推廣中華文

香港通識教育會
中國歷史教育學會
九龍地域校長聯會
新界校長會
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
香港中華文化總會
香港菁英會
香港青年聯會
香港青年協會
香港青年大專學生協會
大埔區家長教師會聯會
元朗區家長教師會聯會
北區家長教師會聯會

他又指，為回應今次比賽掀起的「中華熱」
，大賽組委會將在明
年初舉行「中華文化知多少─兩岸四地青年論壇」
，主題為「傳承
和發揚中華文化與青年成長」
，讓各地青年交流對傳統中華文化的
熱情及看法。

離島區家長教師會聯會
(排名不分先後)
■第二屆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賽
■第二屆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賽
上月結束，多位參賽者及學校代表合
上月結束，多位參賽者及學校代表合
照留念。
照留念。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偉邦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偉邦 攝
攝

了解中華文化 利落實「一國兩制」
■大學組冠軍鍾健文(左)，由王樹成(右)
頒獎。
黃偉邦 攝

■王樹成(右)向蔡冠深(中)及蔡雋思(左)致送紀念品。

■大學組亞軍冼一帆(中)，由紀建軍(左)
及楊耀忠(右)頒獎。
黃偉邦 攝

■大學組季軍盧伏夷，由馮瑛冰(左)及譚
耀宗(右)頒獎。
黃偉邦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要實行中華文
化薪火相傳，年輕學子國情教育十分重要，社
會各界對此非常關心。不少社會知名人士出席
「
『中華文化知多少─新華盃』第二屆全港學生中
國國情知識大賽」
，以表支持。他們大讚各組學
生不但知識水平高，而且作答時自信得體，具
大將之風。他們期望參賽者繼續深入了解中華
文化，相信有利落實「一國兩制」
。

姜瑜：探索中華文化必要

黃偉邦 攝

外交部駐港副特派員姜瑜認為，學生比賽表現

甚為優秀，流露出對中華民族、文化的深入了
解。她指中華文化是中華民族之本，有必要探
索了解，「如果連自己都不理解、不尊重自己
的民族文化，又如何能夠要求其他國家民族尊
重自己？」
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形容，學生搶答
激烈，但亦十分有禮貌，盡顯風度。他又讚賞
學生回答提問時有自信、會展露微笑，甚有氣
質。
新華集團主席兼國情知識大賽榮譽主任蔡冠深
大讚比賽非常精彩，參賽者均在中華文化上展

現出淵博的知識，以及深刻的了解。蔡冠深又
提到，有小學參賽者曾質疑評判標準答案，他
讚揚這是學生有信心的表現。
香港文匯報董事長兼社長暨國情知識大賽主任
王樹成說，學生在歷史、地理、文學等中國文
化的廣度和深度上，都有良好認識，又稱讚搶
答反應十分敏捷。

李少鶴：培養祖國認同感
青年事務委員會代表李少鶴表示，比賽讓學生
有更多機會接觸中國文化，可培養青少年對祖

國的認同感。他大讚參賽者在台上的表現「有
禮貌、有信心」，認為活動從學識及個人性格
上，均有助學生成長。

楊耀忠：深化對國家概念
全國人大代表兼教聯會會長楊耀忠指，比賽成
功推動「開卷有益」風氣，因為學生均要在開
賽前努力讀書，才有望打入下一階段。他認
為，學生從中學習得大量中國文化知識，從而
增進對國情的了解，並深化對國家的概念，有
利香港充分落實一國兩制。

表現勝去年 學生認真備戰
■中學組冠軍雷頌德(中)，由郝鐵川(左)
及蔡雋思(右)頒獎。
黃偉邦 攝

■中學組亞軍陳頌文(中)，由譚超雄(左)
及李國強(右)頒獎。
黃偉邦 攝

■中學組季軍王陸奇(中)，由張建華(左)
及俱孟軍(右)頒獎。
黃偉邦 攝

■馮瑛冰(左)向
譚超雄(右)致送
紀念品。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黃偉邦 攝

■「積極參與獎」中學組與嘉賓
■「積極參與獎」中學組與嘉賓
合照留念。
合照留念。
黃偉邦
黃偉邦 攝
攝

紀連海：祖國香港需要你們

■小學組冠軍滕思攀(中)，由姜瑜(左)及
蔡冠深(右)頒獎。
黃偉邦 攝

■馮瑛冰(右)向
李少鶴(左)致送
紀念品。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黃偉邦 攝

■小學組亞軍關毅博(中)，由朱蓮芬(左)
及李少鶴(右)頒獎。
黃偉邦 攝

獲獎名單及學生心聲
大學組冠軍 鍾健文(香港中文大學)：
賽前曾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出身自傳統問答比賽勁旅、中華傳道
會安柱中學的「老將」鍾健文，終以「無心插柳」的心態奪冠。他
指大賽最後五強都是行內高手，比賽過程非常刺激，今次勝出有幸
運成份。比賽上半場他一度落後，最終後來居上。他感謝中學時代
的經驗，直認心理質素是關鍵，「既要保持爭勝心，不可灰心與放
棄；同時不可太 重得失，這個平衡要小心拿捏得宜」
。他笑言會
遵守賽前承諾，拿出部分獎金宴請家人及朋友。
大學組亞軍 冼一帆(香港大學)：

■多位嘉賓在
會 場 合 照 留
念。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黃偉邦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景熙）
「
『中華文化
知多少─新華盃』第二屆全港學生中國國情
知識大賽」組委會，邀請多位來自內地及香
港的教育界知名人士組成評選委員會，當中
不少評委去年亦有參與評審工作，各人均讚
揚今屆學生比去年「更上一層樓」
，學生備戰
態度認真，值得嘉許。

冼一帆是港大法學哲學博士一年級生，本科及碩士畢業於中山大學
法律系。他去年9月開學時到香港，因在網上見到大賽宣傳，想到
自己自小已鍾情中國文化，平日有留意相關知識，於是報名參賽。
比賽途中曾發生一段小插曲，原本冼一帆已獲得冠軍，但其後大會
發現有計分器失靈，調整後對手與鍾健文同分，要進入附加搶答
賽，最終飲恨。冼一帆坦言對此感到惋惜，因自己未能及時重拾比
賽狀態，但強調尊重大會，「大會有翻看錄影帶，故有關安排是公

■小學組季軍高曉琳(左)，由張頤武(右)
頒獎。
黃偉邦 攝

北京師範大學第二附屬中學高級教師兼央
視《百家講壇》著名講者紀連海，上台代表
評委致辭時笑言，學生不論從國家或個人角
度出發，其實都應該參加國情知識大賽，
「因為祖國和香港的未來需要你們。至於你們
自己，一旦勝出比賽，獎金固然可減低家庭
負擔。而長遠來說，不論你是支持或反對中
國，都要深入認識這地方，這有助你們將來

■「積極參與獎」小學組與
■「積極參與獎」小學組與
嘉賓合照留念。 黃偉邦
黃偉邦 攝
攝
嘉賓合照留念。

到其他地方發展。」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張頤武認為，學生表
現越來越好，對見到學生進步感到欣喜，包
括對個別範圍了解非常深入，明顯有備而
來。他相信首屆比賽推動了學界更積極訓練
學生。
通識教育科專業發展學會會長莊達成表
示，今年題目範圍較去年廣闊、挑戰性更
大，但學生都有「做足功課」
，對各人表現感
到滿意。
香港高齡教育工作者聯誼會副會長兼秘書
長何景安指，大會汲取了去年經驗，出題更
切合學生水平。另考慮到問答比賽有時無可
避免地出現答案爭議，故建議大會明年可增
設資料庫，以便即場檢對答案，避免爭拗。

中學組季軍 王陸奇(東華三院伍若瑜夫人紀念中學)：

小學組季軍 高曉琳(道教青松小學—湖景 )：

順德聯誼總會胡少渠紀念小學

大學組季軍 盧伏夷(嶺南大學)：

小六生高曉琳賽前，與同校好友兼對手王雅蕾曾表示，希望為學校
爭取冠、亞軍，最終僅獲季軍。比賽後段，更因2人同分，要上演
一場「同室操戈」
。曉琳坦言，對今次成績不滿意，認為自己有能
力爭冠，但因大意未聽清楚問題便作答以致落敗。她指自己上中學
後仍會參賽，繼續努力。

道教青松小學(湖景 )

盧伏夷今次參賽全因朋友鼓勵，他承認沒有想到能進入五強。他坦
言能在總決賽站在台上，已感到相當自豪，故一直以平常心面對比
賽。他很早已對歷史產生興趣，中學加入歷史學會，更在大學主修
歷史，現為二年級生。

王陸奇表示，去年亦有參賽，獲得團體賽季軍。他認為今年題目較
去年出得好，比賽更有挑戰性，「上年題目全由大會提供的範圍抽
出，變相鬥快按燈。今屆只有四成題目來自已知試題範圍，更考大
家平日的學識！」他會把獎金預留一部分作旅費，待今年完成文憑
試後，希望乘坐高鐵到北京，或到台灣旅行，看看神州大地風光。

中學組冠軍 雷頌德(東華三院黃笏南中學)：

小學組冠軍 滕思攀(沙田官立小學)：

中學組積極參與獎

上屆亞軍雷頌德，今年再接再厲參賽，終以「由頭帶到尾」的姿態
奪得中學組冠軍。頌德首先必答回合「5題全中」
，打下穩固基礎；
其後20道搶答題中，他成功搶答7題，「6對1錯」
，首嚐冠軍滋味。
他認為今年題目較去年艱深，參賽選手難分高下，因此對於部分題
目，即使沒有信心答對都要放手一試，對勝出感喜出望外。他笑言
明年會再參賽。

沙田官立小學是去年小學個人組冠軍，滕思攀今屆成功為母校衛
冕，他對此表示興奮和驚喜。他去年跟隨父母從內地來港定居，自
小受喜愛中國文化的父親影響，聽過很多中國傳統故事如「孔融讓
梨」
，亦由此產生對中史、當代國情等興趣。他希望用獎金和父母
及由內地來港探望他們的親戚一起「過肥年」
。

天主教母佑會蕭明中學

中學組亞軍 陳頌文(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

今年就讀小五的關毅博，首次參賽便取得亞軍，他形容結果非常難
得，因為自己年紀比其他入圍的4名小六生年輕一歲，形勢不利。
他勉勵自己說，明年會再參加比賽。至於2萬元的獎金，他會用作
購買生活必需品，餘下會儲起來。

陳頌文認為，參賽過程令他獲益良多，有機會學習很多中國文化知
識，「甚至有些小學組題目我不懂回答。」他指自己會再加把勁，
明年會再次參賽。他特別感謝家人和朋友支持。

小學組亞軍 關毅博(東華三院王余家潔紀念小學)：

佛教志蓮中學
明愛元朗陳震夏中學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
順德聯誼總會翁祐中學
小學組積極參與獎
大坑東宣道小學
元朗公立中學校友會英業小學
坪石天主教小學

新華社亞太總分社
人民日報香港分社
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香港記者站
中通社
中國日報(香港版)
亞洲電視
點心衛視
香港衛視
香港電台
RoadShow
鳳凰網
香港星火網絡協進會
大中華青年在線
紫荊雜誌
大公報 大公網
香港商報
成報 成報網
亞太日報 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
(排名不分先後)

張頤武對學生進步感欣喜

平、公正、公開的」
。

協辦媒體

大賽組委會
榮譽主任 蔡冠深(香港新華集團主席)
主

任 王樹成(香港文匯報董事長、社長)

副 主 任 李曉惠(香港文匯報董事總編輯)
馮瑛冰(香港文匯報董事副社長)
歐陽曉晴(香港文匯報董事總經理)
蔡關穎琴(香港新華集團董事)
秘 書 長 吳明(香港文匯報執行總編輯)
張建華(香港新華傳媒集團總經理)
姜增和(香港文匯報社長助理)
資料來源：大賽組委會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景熙

評選委員會
何景安 香港高齡教育工作者聯誼會副會長兼秘

中學組成績突出獎

書長

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

紀連海 北京師範大學第二附屬中學高級教師

東華三院伍若瑜夫人紀念中學
東華三院黃笏南中學

胡少偉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副主席

港九潮州公會馬松深中學

區志堅 香港樹仁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聖言中學

張頤武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小學組成績突出獎

莊達成 通識教育科專業發展學會會長

吳氏宗親總會泰伯紀念學校

許振隆 香港通識教育會會長

沙田官立小學

馮錦榮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副教授

東華三院王余家潔紀念小學

趙益鎮 中國歷史教育學會理事

道教青松小學(湖景 )

(按姓氏筆劃排名)

道教青松小學(山景 )
（排名不分先後）

資料來源：大賽組委會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景熙

資料來源：大賽組委會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景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