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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結業禮上，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
員會副主任、新華集團主席兼未來之星
基金會榮譽主席蔡冠深表示，當前香港
有關政制改革的爭議頗多，相信若有更
多的香港人能夠像同學一樣，多到內地

走走看看，增加對國情的了解，增進對「一
國」的認識，就會明白「兩制」的由來，及香
港特區管治權源於北京的事實。

發揮港優勢 重鑄港輝煌
他進一步指，有了這樣的基礎，香港人就能
更好地堅持「一國」原則和尊重「兩制」差
異，更自覺地維護中央的權力，同時保障特別
行政區的高度自治，並主動在支持祖國現代化
建設過程中，發揮香港獨特的優勢，重鑄香港
以至古老神州的輝煌。

港生國之棟樑 領略京華風物
蔡冠深指出，香港是祖國的明珠，港生是香
港以及國家的棟樑。他寄語學員：「讀萬卷
書，不如走萬里路」踏足神州，親身領略京華
風物，與內地著名學府清華大學的學生交流結
誼，可以令學員對國家、民族、香港以及個人
前途有嶄新的認識。
蔡冠深又表示，同學在中國最高權力中心所
在地—人民大會堂舉行隆重的結業典禮，一定
會有更多的聯想和認知，「我們香港特區得以
成立、得以確立與整個國家以及中央政權之間
的憲制關係，基本法得以成為具體體現香港
『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原則
的法律條文，都與人民大會堂有密切的關
係。」他進一步說︰「沒有全國人大在大會堂
內對憲法中相關條文的修改，沒有全國人大對
基本法的批准生效，就沒有今天的香港。」

■記者 江鑫嫻
實習記者 張議元、朱昊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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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在課堂上認真思考。 本報北京傳真

■同學參觀抗日戰爭紀念館。 本報北京傳真

■學員獲允許進入坦克內部參觀。 本報北京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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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到長城遊覽。 本報北京傳真

■「未來之星」在清華校園內留影。 本報北京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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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未來之星」上京識國情
學員：對祖國有全新認識 顧秀蓮蔡冠深馬占武主禮

今年的「未來之星」學員分別來自香港理
工大學、香港城市大學、香港中文大

學、香港浸會大學、香港樹仁大學、中國公
開大學、嶺南大學及珠海學院等多所香港高
校。是次結業典禮亦邀得多名重量級嘉賓出
席，除主禮的顧秀蓮外，亦包括全國政協教
科文衛體委員會副主任、新華集團主席兼未
來之星基金會榮譽主席蔡冠深，外交部港澳
台司副司長馬占武，教育部港澳台事務辦公
室副主任王志偉，清華大學校務委員會副主
任韓景陽，香港文匯報董事總經理、未來之
星同學會主席歐陽曉晴，清華大學對外學術
文化交流中心主任張磊，香港文匯報社長助
理、北京分社社長秦占國，香港文匯報辦公
室總經理嚴中則等。

歐陽曉晴勉做正確選擇
歐陽曉晴表示，至今已有超過2,000名香港大

學生參加過香港文匯報和未來之星同學會舉辦的
國情教育活動，他們對祖國歷史和中華文明有更
深的了解，對國家和社會的責任感和使命感進一
步增強。他強調，隨着近日2017年特首普選諮詢
的展開，香港政制改革已進入關鍵時期，能否嚴
格按照基本法順利實現行政長官普選，不僅關乎
香港未來的繁榮穩定，更關乎每一個香港市民的
福祉。他希望，香港的青年在這關鍵時刻，能夠
保持清醒的頭腦，做出無愧於自己、家人、香港
及國家的正確選擇。

韓景陽倡為祖國而努力
韓景陽表示，在場的大學生是各領域的未來

之星，勉勵學員深入認識國情，增強民族自豪
感，秉承清華「自強不息、厚德載物」校訓，
為香港和祖國的美好未來、為中華民族的騰飛
而努力。
8天的北京學習考察活動中，負責承辦的清

華大學安排了一系列國情講座，內容包括中華
民族振興與中國發展模式、基本法與「一國兩
制」、中國教育制度、中國部隊架構與國防力
量建設、中國國際地位與當代外交政策、內地
經濟發展等。同時，學員們還參訪了解放軍軍
營、抗日戰爭紀念館等，並在天安門廣場觀看
了莊嚴的升旗儀式。此外，他們亦到了長城、
故宮、十三陵等名勝古跡參觀。
自2005年開班以來，未來之星同學會每年都

招募約100名有活力、有擔當、不同專業的香
港大學生，赴清華大學學習國情。此外，每年
6月，未來之星同學會還會主辦「未來之星─
香港傳媒專業大學生國情課程班」，帶領百餘
名傳媒專業香港大學生赴中國傳媒大學，了解
中國國情以及內地傳媒發展。「未來之星」系
列活動得到了國家教育部、外交部、中聯辦、
國務院港澳辦、港澳駐軍辦、國務院新聞辦等
機構的大力支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實習記者

張議元、朱昊 北京報道）由香港文匯報及

未來之星同學會主辦的「2014未來之星—

中國國情教育培訓班」於8月2日在人民大

會堂舉行結業禮。來自香港各大專院校的

「未來之星」從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副委員

長、中國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主任顧秀蓮

等嘉賓手上接過結業證書。學員均表示，通

過8天的學習參觀，對祖國有了全新認識。

在北京學習期間，學員獲安排到北京昌平區的解放軍軍
營參觀，現場觀看坦克兵的表演。其間，學員多次鼓掌歡
呼，驚歎威武之師果然名不虛傳。學員紛紛表示，內地軍
事單位一般不對外開放，故是次參觀機會實在難得。

軍營井井有條 顯示軍紀嚴明
學員們甫進入軍營，解放軍軍樂隊便奏響雄壯的音樂，列隊

歡迎。負責接待培訓班學員的是北京軍區裝甲六師二十四團的
官兵，他們帶領學員到軍營各處參觀，每到一處都配有講解員
介紹裝甲團的歷史、現況及發展。
在參觀軍營期間，同學所到之處均井井有條、潔淨無塵，充

分顯示出軍紀嚴明。士兵會在空餘時間進行球類活動，亦會唱
KTV展示歌藝。同學從講解員的介紹中，得知更多士兵的生活
訓練情況，加深對解放軍的認識。

軍中情結 學員成「問題」少年
此外，二十四團領導還特地安排同學觀看某坦克連全員全裝

緊急出動演練。指揮員一聲令下，10輛88B坦克全體出動，坦
克兵反應敏捷，一絲不苟地操控坦克。
參觀間隙，來自香港浸會大學的學員李佳斌便「逮」住坦克連

的一名連長，拋出一連串問題：「請問連長，部隊的編制是怎樣
的？參軍需要哪些條件？對身體素質要求高嗎？」他對記者表示，
自己對裝甲部隊有濃厚興趣，也希望將來有機會成為一名裝甲兵：
「我也想像他們一樣，接受訓練，保衛祖國。」
李佳斌指，家裡有很多身在內地的親戚在部隊當兵，自己也

曾走進軍營，但從未親眼看過軍事訓練，「這是我第一次走進
坦克部隊、第一次觀看如此震撼人心的軍事表演，太有紀念意
義了。」他又說：「作為中國人，看到我們的國家有這樣的威
武之師，倍感光榮。」
軍營還特別給學員「開綠燈」，允許在軍營自由拍照，同學

都非常雀躍，紛紛舉起「長槍短炮」，爭相與坦克及士兵合
照。二十四團官兵亦樂意滿足同學的要求，沒有半點不耐煩。
珠海學院學生蘇怡佳在參觀之後興奮表示，在演練中，士兵們
面對複雜的訓練裝備操作熟練，說明他們素質很高。
據介紹，裝甲六師是中國最早實現整師機械化並具有獨立奔

襲作戰能力的部隊，任務是保衛北京的安全。目前該師共有3個
裝甲團、1個自行火炮團、1個防空團以及一些作戰支持和保障
部隊，官兵共計8,000餘人。其中，第二十四團曾多次參與國慶
天安門廣場閱兵，並受到國家領導人稱讚，亦出勤2008年北京
奧運。 ■記者 江鑫嫻，實習記者 張議元、朱昊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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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香港人都曾到訪北京，但卻甚少港
人能走進人民大會堂，與國家領導人會
面，「未來之星」學員就遇上了這難得
的機會。當他們獲悉結業典禮在人民大
會堂舉行後，均表現得非常興奮。

無懼天氣酷熱 紛紛拍照留影
北京天氣酷熱，結業典禮於8月2日下午3
時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但學員無懼大汗淋
漓，下午2時便已經到達，四處拍照，不少
人還特意拿出得來不易的「人民大會堂請
柬」拍攝留念。
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副委員長、中國關心下

一代工作委員會主任顧秀蓮甫抵達會場，即
獲得學員熱烈歡迎。儀式開始前，顧秀蓮與
學員聊天。

顧秀蓮勉多了解中國歷史文化
顧秀蓮表示：「我以前是做婦聯工作的，

看見這次女同學很多，非常高興，當然也非
常歡迎男同學。我們有一句話，男女搭配，
幹活不累。」引起同學傳來陣陣歡笑聲。她
又鼓勵同學多來內地走一走、看一看，「希
望大家能去內地看看，了解中國歷史文化，
非常有意義。」
中文大學學生張凌俊表示：「來人民大會

堂參加結業禮的機會好難得！顧秀蓮主任十
分友善、很親民。」張同學更興奮地說，沒
想過能與領導人如此親近。

■記者 江鑫嫻
實習記者 張議元、朱昊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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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代表向顧秀蓮（左二）、蔡冠深（左一）、韓景
陽（右二）致送紀念品。 本報北京傳真

■學員參觀抗日戰爭紀念館。 本報北京傳真

是次8日短暫而充實的行程，令52名
參與未來之星活動的學員感慨良多，不
少同學更親手寫下所思所想，分享那幾
天的收穫。來自珠海學院的蘇怡佳在結
業典禮上分享指，國情課程涵蓋基本政

治制度、經濟現狀、國防建設等，讓同學對
祖國有更深的了解。她希望未來可以學以致
用，在促進香港與內地政治經濟文化等發展
方面貢獻力量，維護「一國兩制」的政治制
度，維持香港在世界經濟中已形成的地位。

教授借古喻今 認識中國模式
蘇怡佳表示，在所有的講座中，最印象深刻

的是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朱育和所講的「中華
民族振興與中國發展模式」。她續指，朱教授
分別通過中國模式的形成、歷史淵源、中國共
產黨核心領導地位的合法合理依據以及改進和
加強中國共產黨領導核心地位的可行途徑等內
容，生動地講解了中國共產黨90多年發展模式。
在蘇怡佳看來，香港許多大學生對當今的

中國發展模式並沒有清晰的認識，而朱教授
用他獨特的講課方式，列舉了古今中外許多
事例，讓大家知道中國模式是中國的核心競
爭力，是數千年歷史中長期領先西方和今天
改革開放三十年奇蹟的關鍵所在。朱教授不
斷地強調「一國兩制」的重要性，如果放棄
自己的模式，轉而照搬西方多黨制模式，中
國的最大優勢可能成為最大劣勢，這讓同學
受益匪淺。
蘇怡佳表示，是次行程中，同學不僅在清

華大學聽了講座，還到裝甲六師觀看軍事演
練，近距離觸摸了多輛坦克。看到解放軍們
整齊的步伐，響亮的口號，大家都能感受到
他們每天的艱辛訓練。參觀讓同學進一步了

解解放軍的生活，在他們身上，看到了中國軍人的剛
強和英勇，體會到他們為國家為人民奮不顧身的偉大
精神。
蘇怡佳希望，同學們都能學以致用，肩負起國家未來

發展的重任，「相信我們會成為真正的未來之星。」
■記者 江鑫嫻，實習記者 張議元、朱昊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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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大學聽了6場講座課程。內容涵蓋中華民
族振興與中國發展模式、中國的國際地位與
當代外交政策、香港基本法與「一國兩
制」，到中國部隊架構與國防力量建設、內

地的教育制度及發展，再到內地經濟發展成就和
挑戰等，老師精彩講解令學員全面了解內地政治
經濟軍事文化的發展。

與教授交流 思考現時中國
有同學表示，是次交流活動，令同學們體會到
這並非「洗腦教育」。透過與教授的交流，大家
意識到內地教授並不是只歌頌祖國，讚美國家，
他們也會針砭時弊，例如批評官場上的貪污腐
敗，討論現時中國的教育制度等等。通過與教授

的交流，學員們更了解中國，更懂得思考現時中
國社會的法治、教育和軍事制度。

識「一國兩制」 明兩地法律差異
香港基本法與「一國兩制」課程亦是國情課程班
的學習重點。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王振民已連續數
年為國情班上課，而且每一年都應新情況準備教材。
他結合香港實際問題講授「一國兩制」的科學含義，
告訴同學要用全面、發展的眼光來看待「一國兩制」，
要避免「民主病」，創造科學的、能夠實現良好管
治的普選方案。在問答環節，王教授更以淺白易懂
的語句向同學解釋深奧的法律原則，有效解決同學
們對於兩地法律差異上的誤解，令學員欽佩不已。
而由國防大學的高兵群將軍所講的中國部隊架

構與國防力量建設課程，則令學員了解到中國除

了要維護主權外，還要顧及國家安全及利益發
展。 ■記者 江鑫嫻

實習記者 張議元、朱昊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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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抗日紀念館
緬懷先烈盼和平
8月1日，「未來之星」學員專程前往位於豐台區
宛平城內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向英烈致意，
共同期盼世界和平。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是全國唯一一座全面反

映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歷史的大型綜合性專題紀念館。
館內特設抗日戰爭綜合廳、展示七七事變的聲光半景畫館，
以及日軍暴行、人民戰爭、抗戰英烈等多個專題展廳。

學員：以史為鑒 振興中華
在紀念館內，學員隨引導員到放映室觀看有關「七七

事變」的影片。參觀和觀看影片過程中，現場氣氛肅穆
安靜，眾人彷彿隨着影片一起回到硝煙瀰漫的戰爭年
代。
參觀過後，同學都說，展覽令他們深感震撼，能有機

會來到紀念館，重新理解中日戰爭及其在歷史上的意
義，非常難得。看到日本侵略者殺害中國同胞的照片，
同學深切體會到戰爭對中華民族的傷害。
嶺南大學的邱秀賢激動表示︰「慘痛的歷史不可遺

忘。落後就要挨打，身為中國人，我們都應以史為鑒，
努力讀書，令祖國變得更加強大！」 ■記者 江鑫嫻

實習記者 張議元、朱昊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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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未來之星」旅遊文化交流基地在十三陵落成。
本報北京傳真

■「「未來之星未來之星」」國情班在國情班在
北京結業北京結業。。本報北京傳真本報北京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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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長城遊故宮 領略傳統文化
一眾「未來之星」學員在8

日內不僅學習了許多國情知
識，還登上了長城、參觀了故
宮、觀看了天安門升旗儀式、
暢遊了王府井。豐富多彩的活

動，讓學員看到了生機勃勃的北
京，深入領略了京城風土人情和中
國文化。

初攀長城 體會民族精神
俗語云︰「不到長城非好漢。」

7月31日，「未來之星」學員登上
了期待已久的萬里長城。同學用了
2小時漫步長城，體會「仁愛」、
「和合」的中華民族精神。很多人
更是初次攀上長城，興奮不已，雀
躍地拍照留念。有學員感慨稱，長
城列入世界建築奇跡，是歷史上最

輝煌的建築之一，不得不佩服古代
中國人的毅力和決心，為此感到強
烈的民族自豪感。

發揮優勢 為遊客指路
此外，「未來之星」學員亦於8

月3日參觀了故宮。學生在導遊引
導下參觀故宮，當碰到問路的外國
遊客時，他們亦能發揮自身的優
勢，用英語幫助導遊進行翻譯和交
流，為遊客指引方向。
有別於長城的宏偉壯闊，故宮紅

牆內的華麗殿宇及皇家珍貴文物同
樣勾起香港學生的好奇心。通過此
行，香港學員跳出了歷史與文字的
距離，對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有了
更深的認識與思考。■記者 江鑫嫻
實習記者 張議元、朱昊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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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之星」同學會於7月29
日與北京十三陵特區辦事處牽
手，在世界文化遺產十三陵景區
創辦香港「未來之星」旅遊文化
交流基地，為香港青年和北京市

昌平區架起了一座交流的橋樑。
昌平區委常委、宣傳部長、統戰部

長余俊生，昌平區旅遊發展委員會主
任袁麗民，十三陵特區辦事處主任雷
濤，香港文匯報社長助理、北京分社
社長秦占國，香港文匯報辦公室總經
理嚴中則出席揭牌儀式。

秦占國勉把握兩地機遇
秦占國首先代表香港文匯報致辭。

他表示，此次旅遊文化交流基地的落
成，必將對京港兩地文化交流起到積
極的促進作用。他以當今最響亮的名

詞—「中國夢」勉勵港生，正確了
解祖國、認知祖國，抓住國家發展和
兩地融合帶來的寶貴機遇，把個人成
長融入到國家富強、民族復興的大潮
中。
余俊生以「上風上水」描述昌平。

他表示，幾十所高校和科研機構、幾
百家高新技術產業為昌平積累了豐富
的科教資源。他希望，未來之星學員
能充分利用昌平的資源，在了解祖國
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加深愛國之情。
隨後，學員由講解員帶領走入十三

陵內部一探中國古代皇陵的神秘地宮
建築。香港樹仁大學的張瑋庭表示，
十三陵是見證中國歷史、文化旅程以
及建築發展的古址，認為參觀十三陵
的機會實屬難得。 ■記者江鑫嫻

實習記者 張議元、朱昊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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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之星」交流基地落戶十三陵

■顧秀蓮與「未來之星」學員們親切交談。
本報北京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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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秀蓮為「未來之星」學員頒獎。 本報北京傳真

參觀坦克兵團 港生讚名不虛傳

清華6講座 內容多元化

■學員在課後向高兵群將軍贈送紀念衫。
本報北京傳真

■「未來之星」訪軍營大合影。 本報北京傳真

■歐陽曉晴在結業典禮上發言。
本報北京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