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田雯 南京報
道）「期待同學今後能帶着家人和朋
友到江蘇各地來走走看看，更期待同
學畢業後到江蘇工作生活。江蘇是出
帥哥美女的地方，歡迎香港男生來找
女朋友，也期待女生來找男朋友。」8
月26日未來之星江蘇參訪團結業典禮
上，江蘇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江蘇省
政府新聞辦公室主任司錦泉為未來之
星同學頒發結業證書，並現場邀請未
來之星同學多來江蘇「找對象」，笑
言如果成事，「我們願意幫你們舉辦
盛大婚禮。」其幽默真誠的邀約，引
起同學陣陣掌聲。
江蘇最後一夜，港生與江蘇的大學

生志願者聚首一堂，舉行歡送晚會。
司錦泉獻唱《愛拚才會贏》，激勵年
輕人不斷進取，朝着奮鬥目標不懈前
行。他說：「香港的今天是一代又一
代香港人拚搏的成果，香港未來需要
像在座未來之星同學一樣的香港年輕
人繼續拚搏。」港生Eric驚喜地說：
「領導歌唱得真好，還借用歌曲激勵
我們，對我們很親切，讓我很感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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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田雯 南京報道）在江蘇8天的
參訪活動中，一共有11名來自南京大學等不同高校的
內地大學生充當志願者，陪伴港生參觀，並做導覽。他
們同吃同住同行，也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志願者包偉偉
是一名大四學生，他說這是第一次認識香港的年輕朋
友，「他們特別熱情，大方開朗，對於每一個參觀活動
也是認真對待。」包偉偉稱讚港生「包容性強」，他表
示，內地不同的風俗習慣港生很快就能適應和認同，不
挑剔不嬌氣。

包偉偉表示，港生給他留下最深的印象是他們非常愛
自拍，展現了香港青年人的自信與風采，「我覺得這次
活動能讓香港的同齡朋友開闊眼界，更加深入了解祖國
傳統文化，和體會內地的新發展。我也從他們身上學到
很多，希望這樣的文化交流活動能多多舉辦。」

另一名志願者陳晨也表示，此行收穫豐富，對於年齡
與自己相仿的港生，陳晨覺得親切、敬佩。他說與港生
有一見如故的感覺，「與其說是遠方來客，不如說是歸
家親人。」陳晨讚港生視野開闊，足跡遍及更多國家，
無論活動組織、議事會議，都有很高的參與熱情和很強
的綜合素質，「這也是值得我學習的。」他希望此類交
流活動越來越多，拉近內地與香港大學生的距離，加深
了解，讓聯繫越來越緊密。

內地生讚不嬌氣
港生如「歸家親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田雯 南京報道）8月23日至24日，
未來之星江蘇參訪團走進蘇州，蘇州市副市長王鴻聲、蘇州
市委宣傳部副部長王燕紅出席歡迎儀式，歡迎未來之星到
訪。不少學員均表示，蘇州之行最難忘的是在蘇州昆劇院學
唱昆曲。
蘇州是昆曲的發源地，昆曲又是人類首批口述非物質文化遺

產之一，所以昆曲是凝聚中華傳統文化集大成者。蘇州昆劇院
院長蔡少華指出，蘇州昆劇院與香港經常有交流，在十多年前
兩岸三地共同創作的昆曲青春版《牡丹亭》之創意就來源於香
港，主題是「寄緣香港情，夢圓牡丹亭」，後來劇院幾乎每年
都會到香港進行演出。此次非常歡迎港生的到來，希望他們能
在劇院裡學到一些有深度、有感覺的昆曲知識。
為了讓港生深入了解昆曲文化，劇院不僅安排了專業老師

進行講座和動作示範，還有三位專業演員現場表演《牡丹
亭》片段《遊園》。此外，劇院還特別邀請了兩名學生，為
她們化妝、穿上戲服，打扮成昆曲花旦的樣子，由老師親授

昆曲技藝，手把手地指導和糾正表演動作，另老師又邀請了6
名同學上台，雖未裝扮，卻也一一教授步伐與手部動作，同
學們也學得認真，很快便能在沒有老師示範的時候，獨立舞
上一段，沒有機會上台的同學，也在台下跟學習。

港生冀把昆曲推廣出去
恒生管理學院學生葉子靈表示：「老師給我們講解了昆曲

裡面『生』的分類，我覺得很精彩，希望昆曲這個文化可以
傳承下去。」
扮演花旦之一的港生李清心非常激動，「現在才知道，演員

要花一個小時去畫一個妝，從隔離開始，接上油彩、塗底
色、腮紅、描畫眼睛、眉毛，演小生的還要塗白粉，接下來包
頭、穿戲服。」她表示，通過這次親身體驗，她了解到每一個
妝容都代表了不同的角色，是配合角色的性格而設計，昆曲文
化博大精深，「很感激祖先能留下這樣珍貴的文化遺產，我希
望可以懂得欣賞昆曲，繼而推廣給更多的人。」

■顧憲《古清涼寺》
王穎攝

■孫元亮《天地和同》
王穎攝

■張廣才《舞韻》
王穎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田雯、王
穎南京報道）8月26日下午，在南
京大學舉行的國情班結業典禮上，
未來之星同學會獲贈3幅水墨作品，
有關作品由江蘇省中國畫學會著名
畫家孫元亮、張廣才、顧憲專為此
次參訪活動特意創作，主題非常配
合未來之星「美麗江蘇 家國情懷」
的參訪主題。3位著名畫家受訪時均
表示，創作這些作品是希望讓香港
學生更好地了解傳統藝術的精髓，
讓大家欣賞藝術作品的同時感受到
濃濃的家國情懷。
3幅作品中，孫元亮的《天地和

同》孔雀圖雍容大氣，體現了香港
與祖國同心，希望世界和平、天地
祥和的畫意；張廣才的《舞韻》人
物造型誇張，色彩濃烈，象徵香
港與江蘇兩地青年激揚的青春和對
生活的熱愛；顧憲的《古清涼寺》
則以南京古剎入畫，讓香港青年在
新金陵畫派水墨神韻營造的意境

中，對南京和江蘇之美留下更深刻
的印象。
當3幅水墨畫呈現在港生眼前時，

大家都發出了驚呼，大讚國畫之美。
港生Faye說：「我覺得這些畫好美，

希望畫家能在現場再給我們畫一張；
畫作裡面畫的是一些江蘇的特色，很
有意義和價值。看到這麼漂亮的畫，
我也想去學畫畫，希望自己有一天也
能畫出這樣的作品。」

■未來之星同學會主席、香港文匯報董事總經理歐陽曉
晴向蘇州市副市長王鴻聲贈送紀念品。 田雯攝

■江蘇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江蘇省政府新聞辦公室主任
司錦泉在結業典禮上致辭。 陳元 攝

■■未來之星同學會主席、香港文匯報董事總經理歐陽曉
晴在結業典禮上致辭。 陳元 攝

活動於8月20日至8月27日舉行，其間百名未來之星參訪
了南京和蘇州兩地。在南京參訪期間，未來之星同學會

主席、香港文匯報董事總經理歐陽曉晴向江蘇省委常委、南
京市委書記黃莉新贈送了未來之星紀念品；蘇州參訪期間，
未來之星同學會主席、香港文匯報董事總經理歐陽曉晴向蘇
州市副市長王鴻聲贈送了未來之星紀念品。
參訪活動讓未來之星百名港生充分領略到江蘇之美和現
代發展成就，更感受到濃濃的家國情懷，增進了對祖國的
了解和認識。
南京大屠殺是一段不可磨滅的民族慘痛歷史，參訪期

間，百名港生走進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大量珍貴的文物史
料和萬人坑遺址，彷彿一本活生生的歷史教科書，在訴說
中華民族苦難的一頁，也讓港生對南京大屠殺這段歷史
有了最直觀的感受。

走進南京館 默哀一分鐘
在紀念館悼念廣場上，港生向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集體默

哀一分鐘，表達沉痛的緬懷之情。未來之星代表劉錦紅宣讀
了呼籲香港青年了解祖國歷史、珍惜和平的《致同學書》。
劉錦紅表示，這是她首次來到內地，參觀紀念館給了她很大
的震撼，「深深感受到那段慘痛的歷史，藉了解這段歷史，

我也更真切地認識到祖國與香港青年血脈相連。」
在南京大學，學員參加了國情班課程，在開班典禮上，
南京大學黨委副書記任利劍寄語港生多了解江蘇和內地，
也歡迎港生到南大來攻讀研究生和博士生，與自己成為
校友。江蘇省委宣傳部國防教育處副處長趙清林還為港
生上了一堂國防教育課，精彩闡釋「實現中國夢，強軍
不黷武」。
這一系列課程讓港生對國情、軍情、江蘇省情有了全面
系統的掌握。8月26日的國情班結業典禮上，南京大學宣
傳部部長王明生表示，寄望港生與南大學生今後多多交
流，增進青年人之間的相互了解。未來之星同學會代表黃
晶蔚則說，課程讓香港學生系統地掌握內地的歷史和發展
現狀，對國家有了更深的認識。
除了嚴肅認真的課堂外，未來之星亦有機會四處遊覽，
在南京、蘇州參觀了明城牆、總統府、中山陵、南京博物
院、拙政園、蘇州博物館、昆曲傳
習社等有深厚歷史文化積澱的景
點。在南京明城牆上，港生驚歎從
未想像過會有如此壯觀雄偉的古代
城牆；到過蘇州拙政園和南京博物
院之後，古典園林的精美和南京博

物院的珍貴文物也讓港生們目不暇給，體會到江蘇深厚傳
統文化。

一步一感歎 建設綠化棒
此外，江蘇的現代化發展成就也讓港生印象深刻。在南
京，他們參觀了青奧公園，從運動員村到長江之上的「南
京眼」步行橋，港生一路走一路感歎：南京的城市建設和
生態綠化真的很棒；學員在蘇州則先後考察了旺山新農村
建設和蘇州工業園區的發展現狀。
港生馮珮斐對旺山新農村讚不絕口，「不僅是風景好

看，裡面改善也很大，居民生活質量提高了，我覺得是他
們的創造力很強，從這個最美鄉村也能看到內地經濟發展
的快速。」港生陳映文指，蘇州工業園區非常現代化，有
很多世界著名企業，讓他了解到內地經濟發展的最新動態
和成就，將來會考慮到蘇州工作或創業。

■未來之星考察蘇州旺山新農村建設，港生變
身採茶女。 吳鳳平攝

唱昆曲演花旦 感受江南藝術

■■結業典禮後結業典禮後，，未來之星江蘇參訪團在未來之星江蘇參訪團在
南京大學北大樓前合影留念南京大學北大樓前合影留念。。 陳元陳元攝攝

■■未來之星同學會主席未來之星同學會主席、、香港文匯報董事總經理歐陽曉晴香港文匯報董事總經理歐陽曉晴（（右五右五））和江蘇省委宣傳部副部和江蘇省委宣傳部副部
長長、、江蘇省政府新聞辦公室主任司錦泉江蘇省政府新聞辦公室主任司錦泉（（左七左七））為同學們頒發結業證書為同學們頒發結業證書。。 陳元陳元 攝攝

■喜歡自拍留影的港生讓內地學生感覺非常熱情。
吳鳳平攝

■港生在臨汾旅食堂就餐。 吳鳳平攝

■■港生在靶場體驗實港生在靶場體驗實
彈射擊彈射擊。。 吳鳳平吳鳳平攝攝

■港生跟着老師學習昆曲中的造手動作。 吳鳳平攝 ■兩名港生身穿戲服跟老師學習昆曲。 吳鳳平攝

■江蘇省委宣傳部國防教育處副處長趙清林給
港生上國防教育課。 吳鳳平攝

■■未來之星參觀南京大屠未來之星參觀南京大屠
殺紀念館殺紀念館。。 吳鳳平吳鳳平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田雯南京報道）8月
22日下午，未來之星走進了英雄之師臨汾
旅，軍樂團現場演奏昂揚的軍樂歡迎參訪團
到來。臨汾旅旅長汪軍民、政委廖文生、副
旅長王竹鴻出席歡迎儀式。在臨汾旅，港生
不僅觀摩了狙擊步槍精度射擊、坦克行進間
對固定目標射擊等真槍實彈的軍事課目演
示，更在靶場親自體驗實彈射擊，當晚還與
戰士們在部隊食堂共晉晚餐，對內地軍人的
日常生活和訓練有了直觀的認識。
自動步槍、狙擊步槍精度射擊、榴彈發射

器應用射擊、坦克行進間對固定目標射擊、
步兵班突入建築物行動……軍演中全部真槍
實彈，轟隆隆的槍炮聲讓不少港生摀住了耳
朵。看到戰士們精準的射擊、英勇的搏鬥、
以及徒手攀登5層高樓的突擊技能，同學們
陣陣驚呼。

學員周銥沁說：「非常震撼，這種場
景只在電視、電影中才能看到，沒想到
今天就在我眼前表演。」更有港生表
示，軍事課目演示讓他們很受震撼，解
放軍的軍容軍貌讓他們心生自豪。珠海
學院學生蘇芷瑩說，看了軍事表演讓她
感到前所未有的安全感，她覺得解放軍
有能力保護香港。
觀摩後，同學們獲得了親身體驗真槍實彈

打靶射擊的機會，打靶結束後，多名同學撿
起了自己附近的彈殼，留下來作為這次軍營
體驗的紀念。香港理工大學學生黃家俊對可
以體驗實彈射擊連呼「想不到」，他之前隨
團到訪過駐港和駐澳部隊，但都沒有實彈射
擊的機會，這次在南京體驗實彈射擊，非常
震撼，軍演更讓他親身感到解放軍的強大，
他會寫下感受回港與同學們分享。

赴英雄師臨汾旅 觀軍演心生自豪

■結業典禮上，著名畫家張廣才（左二）、孫元亮（右三）、顧憲（右一）向未來之星同學會主席歐陽曉晴
（左四）、副主席嚴中則（左三）、楊明奇（右二）贈畫。 陳元攝

名家畫贈同學會名家畫贈同學會 燃點港生畫畫夢燃點港生畫畫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田雯南京報道）8月
26日在南京大學舉行的國情班結業典禮上，
未來之星同學會主席、香港文匯報董事總經
理歐陽曉晴出席並致辭，為港生頒發結業證
書。他表示，非常感謝江蘇各界對此次未來
之星江蘇之旅的大力支持；江蘇參訪活動讓
港生進一步了解祖國歷史，親身體會江蘇深
厚的傳統文化和現代化發展成就。
歐陽曉晴又提到，行程當中，港生與江蘇大

學生志願者同住同行，增加交流，成為朋友，
希望同學回港後與同儕和家人分享此行的收穫
與感受。
港生Kitty表示：「從主席手中接過證書，感

到很激動，這是我第一次拿到內地頒發的證
書，這本證書會讓我時時想起在江蘇的日
子。」
歡送晚會上，歐陽曉晴精心細選《東方之

珠》獻給港生和江蘇的大學生。他指選這首
歌是因為香港就是「東方之珠」，希望藉
這首歌讓港青更真切地感受到香港與祖國的
血脈相連，希望香港和江蘇的年輕人增強交
流，不斷增進了解。

一曲《東方之珠》
兩地血脈相連

星星燭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田雯 南京報道）香港未來之星同學會江蘇參訪活動圓滿舉行，本次活動由江蘇省政府

新聞辦公室、香港文匯報、未來之星同學會共同舉辦，主題為「走進美麗江蘇 共抒家國情懷」。參訪團由未

來之星同學會主席、香港文匯報董事總經理歐陽曉晴擔任名譽團長，未來之星同學會副主席、香港文匯報辦公

室總經理嚴中則和未來之星同學會副主席、香港文匯報江蘇辦事處主任楊明奇擔任團長。

江蘇省新聞辦文匯報同辦 參訪南京蘇州 認識歷史感受發展成就

美麗江蘇 百港生抒家國情

■未來之星同學會主席、香港文匯報董事總經理歐陽曉
晴向江蘇省委常委、南京市委書記黃莉新贈送紀念品。

本報南京傳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