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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專題

67 港大專生河南黃帝故里尋根

■責任編輯：范秋君 2015年6月25日（星期四）

遊龍門石窟 學少林武術 參觀企業 趙素萍王樹成朱清孟李小建盧福明李德建程相逢赴結業禮

■王樹成在結業典禮上致辭。
本報河南傳真

■港生在龍門石窟玩「空中飄浮」。

■6 月 9 日，河南省政協副主席靳
綏東出席中原之旅啟動儀式並致
辭。
本報河南傳真

■6月15日，2015未來之星·香港大學生中原之旅圓滿結束，港生手捧證書與出席嘉賓合影留念。河南省委常委、宣傳部長趙素萍（前排左七），香港文匯報董事長、社長王樹成（前排左八），河南省教育廳廳長朱清孟（前排左六），河南省人民政府新聞辦主任何彧（前排右六）、河南財經政法大學黨委書記楊健燕（前排左五）、河南財經政法大學校
長李小建（前排右五），香港元亨置業公司董事長、未來之星同學會榮譽主席盧福明（前排右四），河南恆越實業公司董事長、未來之星同學會榮譽主席李德建（前排左四），香港文匯報社長助理、中原分社社長、未來之星同學會副主席程相逢（前排左三）等出席。
本報河南傳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曹宇、高攀、金月展、靳中興、實習記者 申曉
河南報道）為加深香港青年對內地的了解、增進對國情的認知，加強兩地
青年人的交流聯誼，由河南省教育廳、香港文匯報及未來之星同學會共同
舉辦的「從香港出發系列活動—香港大學生中原之旅交流團」6 月 9 日來到河南，67 名來自各所香港大專
院校的學生，於 8 天的行程中領略中國傳統文化及社會發展，更全面認識國情。

在是次中原之旅的行程中，香港大學生們不僅與鄭州大學、
河南大學的師生交流互動、同吃同遊、同台表演，還參觀
■河南教育廳廳長朱清孟在結業典
禮上致辭。
本報河南傳真

本報河南傳真

了宇通客車、思念食品、好想你棗業等多間河南知名企業；在新
鄭黃帝故里獻花、進香，向華夏祖先黃帝祭拜；在炎炎烈日下，
逛清明上河園、遊龍門石窟、學少林武術，品嚐河南特色美食。
港生們紛紛表示，河南作為華夏文明的發源地，擁有悠久的歷
史，典型的中國傳統文化和習俗，此行不僅是一次遊學之旅，亦

是一次尋根之旅、溯源之旅，獲益良多。

未來之星同學會榮譽主席盧福明，河南恆越實業公司董事長、未
來之星同學會榮譽主席李德建，香港文匯報社長助理、中原分社
社長、未來之星同學會副主席程相逢等作為嘉賓出席典禮。
王樹成對於參加本次中原之旅的港生們寄予厚望，他說︰
「此次中原之行，是未來之星同學會成立十年以來首次深入中
原，意義非凡，河南作為華夏文明的重要發祥地，有着悠久的
歷史。同學們千里迢迢從香港來到河南了解中國歷史和傳統文
化，是對香港有承擔、對未來有抱負的青年人。」

王樹成冀強化家國情懷

6月15日圓滿結束行程
「2015未來之星－中原之旅」在6月15日圓滿結束行程，並在
河南財經政法大學舉辦結業典禮，河南省委常委、宣傳部長趙素
萍，香港文匯報董事長、社長王樹成，河南省教育廳廳長朱清
孟，河南財經政法大學校長李小建，香港元亨置業公司董事長、

王樹成續指，香港回歸祖國已經 18 年，「一國兩制」也在香
港實行了 18 年，一眾年輕的大專學生年紀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相
近，正是與香港特區共同成長的一代，香港當下正處於關鍵時
期，衷心希望同學們以此河南之行為契機，不斷強化家國情
懷，更好的規劃自己的前途和未來。

趙素萍：增進友誼展示河南形象
結業典禮前，河南省委常
委、宣傳部長趙素萍與出席典
& 禮嘉賓座談。未來之星同學會
總幹事解玲特意向在座嘉賓作
了此次 8 天的行程說明，總結了香港大學生
的收穫。解玲說，「這幾天行程我們組織了
多次分享會，讓大家談談自己的收穫和感
想，好多學生在小組分享會上都談到了在黃
帝故里敬獻花籃，香港的學生深感自己是一
脈相傳的炎黃子孫的一分子。在中原旅遊文化
勝地參訪時他們更是流連忘返，去龍門石窟的
時候氣溫高達 37°
C，有 5 個同學中暑，但是
他們不怕辛苦，稍事休息仍繼續跟着行程



走。在少林寺武術學校，雖然只安排了半天
時間學武互動，他們卻學得津津有味，依依
不捨。這些不同的體驗對他們來說既新鮮又
震撼，在一生中都會有很深的印象。」
聽完這些，趙素萍表示十分欣慰，她感謝王
樹成社長並盛讚香港文匯報及未來之星同學會
組織的這次中原之旅。她認為是次活動很有意
義，可使香港青年對內地有了接觸和深入了解
的機會，並增進兩地青少年的友誼，更讓港生
們親身體驗了原本多只能在影視作品中看到的
河南形象。
■記者 曹宇、高攀、金月展、靳中興
實習記者 申曉 河南報道

■ 結業典禮上
結業典禮上，
， 港生手捧結業證
書，興奮不已
興奮不已。
。
本報河南傳真

港生：身為炎黃子孫龍的傳人感自豪
■ 港生們參觀百年老
校河南大學合影。
校河南大學合影
。
本報河南傳真

■6 月 11 日，中原之旅代表團訪問百年老校河南大學
中原之旅代表團訪問百年老校河南大學，
，獲該校校長婁源
功等熱情接待。
功等熱情接待
。
本報河南傳真

■港生在開封清明上河園玩「穿越」。

本報河南傳真

李德建倡港生內地創業

■6 月 10 日，港生參觀鄭州大學藥學院中草藥展覽館，並為內地高校完
備的中藥保存技術而折服。
本報河南傳真

■趙素萍
趙素萍、
、王樹成
王樹成、
、朱清孟等出席嘉賓為港生
頒發結業證書。
頒發結業證書
。
本報河南傳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曹宇、高攀、金月展、靳中興，實
習記者 申曉 河南報道）就是次香港大學生中原之旅，河南
恆越實業公司董事長、未來之星同學會榮譽主席李德建給予
了很大支持。他出席 15 日舉行的結業典禮時表示，香港青
年應該是未來香港正能量的主導者，要堅信祖國和香港的發
展愈來愈好。
他認為，深化香港青少年對中國歷史、文化的認識，除了
特區政府優化歷史和傳統文化教育外，「香港青年學生到內
地學習也很有必要，讓他們通過親眼所見，親身體驗，了解
祖國，認識祖國，來增強民族認同感。」他又提到，內地現
時有不少具前景的就業機會，希望香港青年也能多考慮到內
地工作。

■中原之旅代表團與工作人員在龍門合影留念。
本報河南傳真

盧福明：文化尋根增民族認同

■6 月 10 日，訪問鄭州大學，張倩紅副校長（左）向本報董事總經理、未來之
星同學會主席歐陽曉晴贈送《馬到成功》圖。該校法學院李永超、公共管理學
院陳文新兩位教授並為港生作專題講座。
本報河南傳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曹宇、高攀、金月展、靳中興，實習記者 申曉
河南報道）是次未來之星中原之旅的行程，大會舉行了多次分享會，港生
紛紛表示，行程充實豐富，令他們大開眼界，身為炎黃子孫和龍的傳人，
感到自豪。
6月10日，港生來到有河南最高學府之稱的鄭州大學，與鄭大學生一起
上課、吃飯、看表演，豫港青年相互交流。當天首次分享會結束後，第四
組組員在日誌中寫道：與鄭大學生相處雖然只有短短的一天，但雙方之間
似一見如故，有聊不完的話題，他們分享自己的學習經歷，熱情友善地招
待，使我們深深感受到同胞之間的愛與關心。到了告別的時候大家都依依
不捨，互相擁抱，並約好了以後香港再會。
6月12日，港生身穿白T恤、佩戴黃絲帶，敬獻花籃、進香祭拜中華人
文始祖軒轅黃帝。當晚的分享會上，港生依然難掩心中的激動之情。「短
短20分鐘的過程中，每一個步驟都帶有濃厚的中華文化色彩。我們從中了
解到炎黃二帝如何為中華數千年歷史奠下基石。在簡潔而莊嚴的拜祖儀式
中，我們自然而然地生出作為炎黃子孫、龍的傳人的自豪感。我們還訪
問了宇通客車和思念食品，開了眼界，並見識到現代中國工業生產之發
達，也相信中國工業在未來會更加國際化。」第六組組員張海晴說。

■67 位未來之星被贈予「五彩同心」鈞瓷璧，並與鈞瓷大師孫軍（右
六）、燕俊鋒（右七）合影留念。
本報河南傳真

鈞瓷璧
「五彩同心」
贈團友

結業典禮上，每一位港生都收到了一份精美的又充滿寓意
的禮品—「五彩同心」鈞瓷璧。當同學們看到鈞瓷璧時，紛
& 紛驚歎這份鈞瓷禮品的特別設計和美妙釉色。
該禮品由中國工藝美術協會理事、河南省工藝美術協會副
理事長孫軍和鈞瓷大師燕俊鋒聯合設計製作。用鈞瓷來表現玉璧，在瓷器
史上還是首次。其創作靈感來源於代表美好、純潔、友誼、平和的中國傳
統文化符號—玉璧，並對「玉璧」飾以如意祥雲紋，中間嵌以中國結，寓
意華夏同心，振興中華。該作品作為未來之星中原之旅的專屬禮品，整體
展現了「五彩同心」的概念，寓意年輕靚麗、朝氣蓬勃的豫港兩地青年團
結一心，勤奮開拓，把具有悠久歷史和燦爛文化的偉大祖國建設得愈來愈
美好。
■記者 曹宇、高攀、金月展、靳中興
實習記者 申曉 河南報道



豫港學生唱《十年》氣氛熱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曹宇、高攀、金月展、靳中興，實習記者 申曉 河南報道）
香港元亨置業公司董事長、未來之星同學會榮譽主席盧福明在出席結業典禮時，得
知港生收穫頗豐，高興地告訴記者：「中原文化也是華夏文明的源頭，源遠流長。
這次未來之星同學會香港大學生中原之旅，不僅幫助港生深入了解內地，了解河
南，也是一次尋根之旅。希望通過這次交流活動，加深香港學生對華夏文化的了
解，增進民族和國家認同，香港和內地同宗同源、血脈相連，是一個永遠不可分割
的整體。香港青年應多到內地來，多了解華夏文明史，曉以民族大義，維護祖國統
一。」

結業典禮上，香港河南兩地大學生一起歡歌樂舞，共同
慶祝中原之旅圓滿結束，其中來自香港理工大學的李贊銀
& 的《十年》結他彈唱令人印象深刻。現場演唱時，在場的
豫港大專學生都跟隨節奏唱起來，「十年之後，我們是朋
友還可以問候……」令現場氣氛熱烈沸騰。
演出結束後，李贊銀深情地說：「今年剛好是未來之星同學會成立 10
周年，我非常榮幸能夠在這樣一個時間點隨團來到河南。此次來到中原，
感受到了河南朋友的熱情，源遠流長的中原文化，拓闊了我的視野。同
時，也特別感謝未來之星同學會，祝未來之星的下一個 10 年越辦越
本報河南傳真 好。」 ■記者 曹宇、高攀、金月展、靳中興，實習記者 申曉 河南報道



■港生和鄭州大學學生一起享用豐盛的午餐。

■6 月 11 日，河南大學藝術學院的師生專門為來豫港生安排了一場音樂盛宴，
圖為該院黨委書記呂雲飛（右三）、院長趙振乾（左二）獲贈未來之星紀念團
服。
本報河南傳真

聽禪宗音樂 少林寺拜師

■6月12日，港生在黃帝故里新鄭尋根拜祖。

本報河南傳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曹宇、高攀、金月
展、靳中興，實習記者 申曉 河南報道）6 月
13、14 日，香港大學生走進登封市，攀登中
岳嵩山，觀賞《禪宗少林．音樂大典》演出，
又首次參觀名揚海內外的少林寺。團友懷着敬
仰之情，興奮不已，不單親眼見到以前只在熒
幕上看到的少林寺僧侶和少林功夫，還赴嵩山
少林職業學院拜師學武，近距離了解中國功
夫，親身體驗中國功夫的博大精深。
在學院的安排下，香港大學生如癡如醉地欣
賞了少林功夫包括中國龍、功夫動物、硬氣功

等多項表演，看到武校學生們帶來的硬氣功
「頭斷鋼筋」表演時，團友驚嘆不已。之後，
意猶未盡的港生與該校學生進行一場武術互
動，由該校表演武術的學生們臨時做起「少林
師父」，手把手教港生學習五步拳、象形拳等
少林功夫，而港生非常認真地、有板有眼地學
起來。
活動結束後，港生依依不捨地和「師父」們
道別，互贈小禮品，還有學生流下了熱淚，又
■6 月 14 日，港生赴嵩山少林武術職業學院學習武術，獲塔溝教育集團副董事
互加微信，真誠地邀請「師父」們到香港遊 ■港生在嵩山少林武術職業學院有板有眼地學習武術。
本報河南傳真
玩。
本報河南傳真 長劉海科（右）接待，並贈送《三教合一》圖予大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