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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加深香港的大學生對國情的了解，清華大學為這班未
來之星學員安排了一系列國情講座，包括「依法治國

與依法治港」、「新常態下的中國經濟」、「中國部隊架構
與國防力量建設」、「中華民族復興與中國發展模式」、
「中國的國際地位與當代外交政策」等。學員又參訪了解放
軍陸海空三軍儀仗隊、外交部、抗日戰爭紀念館、首都博物
館，遊覽頤和園、長城、王府井大街、鳥巢、水立方、798
藝術區，又在天安門廣場觀看了莊嚴的升旗儀式，並在北京
馬連道體驗茶文化，在什剎海感受中國武術的魅力。

王樹成：拓視野增祖國認知關注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文匯報董事長、社長、未來之星同
學會主席團主席王樹成在結業禮上致辭時表示，去年違法
「佔中」事件結束後，聽到很多港青迷惘及徬徨的聲音，
甚至存在對違法「佔中」的錯誤理解，也包括對全國人大
「8．31」決定認識上的偏頗。他認為青年總有激情，大家
還有獨立思考和理性判斷的能力，難能可貴，「透過8天國
情課程，也許有同學還不能化解此前的疑慮和困惑，但相
信同學願意邁出深入了解內地的步伐，參與未來之星中國
國情教育培訓班活動，一定會在成長路上開闊一分寬廣的
視野，增加一分對國家的認知與關注。」
王樹成指出，香港回歸祖國18年，處於經濟社會轉型關鍵

時刻，未來由港青共同創造，希望大家把課程班的所見所聞帶
回去與家人朋友分享，並寄語同學繼續深入內地、多角度了解
國家發展，成為對香港有承擔、對未來有抱負的有為青年。

楊斌勉秉承清華校訓「自強不息、厚德載物」
清華大學副校長楊斌表示，正值「未來之星──清華大
學國情研修課程」舉辦10周年之際，同學自願來到北京學
習、了解國情，在清華課堂裡通過講座，對祖國的政治、
經濟、文化、社會、歷史、教育、外交等方面有了更深入
的認識，相信大家獲益良多。他希望同學秉承清華校訓
「自強不息、厚德載物」，擁有家國天下的情懷，以及捨
我其誰的擔當，為香港和祖國的美好未來，為中華民族的
騰飛，成就一番事業。
中央統戰部三局局長李新樂，教育部港澳台事務辦公室
常務副主任趙靈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港澳台新聞局處長
謝應君，香港特區政府駐京辦署理副主任張越，北京市西
城區商務委員會主任袁利，清華大學港澳台辦公室副主任
楊慶梅，清華大學對外學術文化交流中心主任張磊，河南
恆越實業董事長、未來之星同學會榮譽主席李德建，遼寧
北方土石方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長朱彩霞，香港文匯報社長
助理、未來之星同學會副主席程相逢，香港文匯報助理總
編輯兼華北新聞中心總編輯楊帆，香港文匯報華北新聞中
心副主任周蓉霞，香港文匯報辦公室助理總經理兼未來之
星同學會總幹事解玲等，一同參加結業禮。
未來之星同學會由香港文匯報發起，由來自香港多間大專
院校的大學生組成，於2005年在香港成立。過去9年，在國
家有關部委、特區政府等部門，以及多個愛國愛港社會團體的
大力支持和共同推動下，「未來之星同學會」先後組織逾2,
000名香港學生深入內地學習、參訪，加深了對中國國情的了
解，增強了對中華傳統文化的認知，提升了國家歸屬感和民族
自豪感。今年更大規模組織1,000名學生繼續赴北京、浙江、
河南、陝西、江蘇、廣東等內地多個省市，多角度、多層面了
解中國歷史，認識祖國日新月異的發展變化。

8天參觀增進對內地政治經濟文化認識 明白發展中困難對國家更多理解

由香港文匯報及未來之星同學會主辦的「2015

未來之星──中國國情教育培訓班」於8月30日

在清華大學舉行隆重的結業禮。近百名來自香港

各大專院校的未來之星學員，從全國人大常委會

副委員長吉炳軒等嘉賓手中接過結業證書。有學

員表示，通過8天學習參觀，增進了對內地政治

經濟發展和傳統文化的認識；同時明白了內地方

面的難處，很多問題是因為複雜的歷史原因造成

的，對國家應給予更多理解。

■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鑫嫻、實習記者 任芳頡北京報道

8天行程雖短，但在人生留下的伏
線，卻一點也不短。近百名參與未來之

星活動學員對此有深刻感受，不少同學寫下所思所想，分
享箇中收穫。學員代表吳廣森、江汾納分享時表示，國情
課程讓同學對祖國政治、經濟、文化有更深刻了解，希望
未來學以致用，為促進內地與香港發展貢獻力量。
來自香港中文大學的吳廣森表示，今次積極報名參加未
來之星國情課程班，期待真實客觀地了解國家，獲取第一
手資料。他指在清華大學教授指導下，對內地有了深入的
認識，明白內地發展有其自身難題和苦衷。至於參觀活
動，則令他深刻地感受到中華文化的內涵和進步，「不管
是在天安門廣場觀看升旗禮、博物館欣賞宋元明清瓷器、
798區觀摩現代藝術，都令人情不自禁地投進這文化氣氛的
懷抱，從心發出對中華文化的自豪。而這一份自豪，在我
成功登上了居庸關最高點時，達到了最高峰。」
恒生管理學院學生江汾納表示，參訪外交部機會難得，印
象深刻，「中國如今在國際舞台上的角色日漸重要，地位舉
足輕重，親耳聽聞外交官介紹外交部工作、近期事務與挑
戰，使我們更清楚地認識到國家現狀，眼界大開。」江汾納
對三軍儀仗隊的風采讚歎不已，「在酷熱天氣下，儀仗隊員
依然能昂然肅立，軍威赫赫，令我們深感佩服。」

■記者 江鑫嫻、實習記者 任芳頡北京報道

登居庸關最高點 民族自豪最高漲

從心出發

■■吳廣森吳廣森
江鑫嫻江鑫嫻 攝攝

■■江汾納江汾納
江鑫嫻江鑫嫻 攝攝

兩地生送別宴展才藝 勤練手語講故事
8月29日晚，國情班課程結束

之際，清華大學為未來之星學員
準備送別晚宴，兩地學生傾力演出，現場氣氛高
漲，歡笑聲、掌聲不斷。
近百名港生分成9組施展才藝，各人載歌載舞、

表演話劇、詩朗誦、武術、書法等精彩節目。每人
都用心打扮，開始前反覆排練，表現認真。清華大
學志願者不甘落後，為大家帶來了許多精彩表演。
除了日常歌舞外，學員還為晚會添加別出心裁的

節目，手語表演是其中之一。有同學表示：「我們
希望用另一種方式來講故事，隊員善用閒暇不斷練
習，呈現最好一面。」
晚宴接近尾聲，未來之星同學會總幹事解玲熱淚

盈眶，向學生發表感言，台下同學無不動容，難離
難捨。有學員表示，抵京時正值內地大學生暑假，
但負責接待的清華大學志願者放棄休假，不辭勞苦

全程陪伴；清華大學教師隨團保護，在同學出現狀
況時給予照顧，令人感動。未來之星學員向志願者
發出邀請，「你去香港，一定要找我們，我們做你
們的導遊。」

■記者 江鑫嫻、實習記者 任芳頡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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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的行程中，來自清華大學
和國防大學的著名教授為港生帶來

了6場精彩的講座課程，內容包括「依法治國與依法
治港」、「新常態下的中國經濟」、「中國部隊架構
與國防力量建設」、「中華民族復興與中國發展模
式」、「中國的國際地位與當代外交政策」等，教授
的講解令學員全面了解內地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發展。
「依法治國與依法治港」，是國情課程班學習重

點。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王振民已連續數年為國情班
學員上課，每一年都因應新情況準備教材。他結合香
港實際問題，講授「一國兩制」科學含義，告訴同學
要用全面、發展的眼光看待「一國兩制」，避免「民
主病」。問答環節中，香港大學學生李子峰問及2017
年香港普選方案沒有通過，香港與中央未來關係是否
樂觀？王振民表示，基本法沒有時間限制，「一國兩
制」也會繼續下去，「香港民主才剛剛開始，政治上
有點『豐富多彩』不足為奇，再過幾年，一定會好起
來。」
由國防大學高兵群將軍主講的「中國部隊架構與國

防力量建設」課程，令學員對中國的國防體制、解放

軍編制、陸海空及二炮部隊職能、九三閱兵情況有了
全面認識。香港大學學生朱朗然指，以前曾參訪駐港
部隊，但只能看到艱苦訓練的場景，以及了解部隊歷
史；今次有幸首度與將軍面對面，聽他詳細講解中國
國防體制和部隊構架、職能，獲益良多。他又指，同
學還了解到，中國國防目標和任務是維護國家主權、
安全、發展利益，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維護世界和平
穩定，推進國防和軍隊現代化。
清華大學經濟學研究所教授劉美珣向同學介紹了

中國國情、新常態下的中國經濟等內容。據了解，
劉美珣曾是習近平主席的導師，在其指導下，習近
平撰寫了《中國農村市場化研究》博士論文，最後
獲清華大學授予法學博士學位。得悉聽到的是主席
導師的課程，未來之星學員心情興奮，大讚「劉美
珣教授思維清晰！」
有港生表示，所有講座中，對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

朱育和的授課最印象深刻。朱教授以「中華民族振興
與中國發展模式」為題，通過中國模式的形成、歷史
淵源等，生動地講解中國共產黨90多年發展模式。

■記者 江鑫嫻、實習記者 任芳頡北京報道

未來之星學員於8月24日獲
安排到訪位於北京城西的解放

軍陸海空三軍儀仗隊，並在練兵場觀看三軍儀仗
隊以迎接最高外國元首規格的閱兵式、分列式表
演。學員對儀仗隊員的威武風采、超越常人的訓
練，以及對國家的奉獻精神讚歎不已。
三軍儀仗隊訓練場上，151名儀仗兵邁着整齊步伐

集體亮相。奏國歌儀式完結後，儀仗隊執行長漂亮地
亮出軍刀，正步走向檢閱台，洪亮的聲音響徹檢閱場：
「中國人民解放軍三軍儀仗隊列隊完畢！」檢閱進行
曲中，身穿陸海空三軍禮服的儀仗男女隊員威武地行
經參觀人群，同學儼如置身國事活動現場。

中大生：步伐一致軍容嚴整 太震撼了！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林雅錡表示：「之前在電視上

看到三軍儀仗隊非常威風，今天在現場感受到他們
的風采。步伐一致、軍容嚴整、本領超凡的三軍儀
仗隊太讓人震撼了！看到他們在烈日下紋絲不動，
汗水濕透全身也沒有去擦，感覺真的很不容易。」
學員爭相與威武帥氣的儀仗兵合影，並到井井有
條、一塵不染的軍人宿舍參觀。
儀仗兵隊伍中，學員看到了英姿颯爽的女儀仗兵。

她們身穿裙裝禮賓服，繫金色腰帶，頭戴卷簷帽，腳

蹬長筒皮靴，托着禮賓槍，軍姿異常標準。據介紹，
女儀仗隊員自去年首次亮相外交禮儀至今，已完成各
類任務近百項，受到國內外各界廣泛讚譽。
隨後，學員獲邀觀看儀仗兵紀錄片，看到中國儀

仗隊亮相於多個國家的軍事活動中，不僅受當地民
眾歡迎，還得到許多國家領導人讚賞。樹仁大學學
生張俊業表示，中國軍人很偉大、很艱苦，一年四

季無論嚴寒酷暑都堅持練習，甚至有人為了訓練未
能見母親最後一面。他們刻苦練習，就是為了向世
界展現中國面貌，愛國精神讓人感動。
同學又獲邀在戰士餐廳享用午餐，深入了解解放

軍日常生活。用餐之前，同學全體起立，誠摯感謝
三軍儀仗隊官兵的招待，並向威武之師致敬。

■記者 江鑫嫻、實習記者 任芳頡北京報道

■■解玲及同學向三軍儀仗解玲及同學向三軍儀仗
隊訓練處處長朱振華致送隊訓練處處長朱振華致送
紀念品紀念品。。 江鑫嫻江鑫嫻 攝攝

未來之星學員於8月25日專程
趕到位於北京豐台區宛平城內的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緬懷歷史，向英烈致意，祈
願世界和平。參觀過程中，同學紛紛表示，以前只能
在書本上看到抗日戰爭內容，今次看到很多實物和圖
文，感到非常震撼，中國人要記住這段歷史，勿忘國
恥。有同學說：「緬懷歷史，珍愛和平。對於人類而
言，和平才是最重要的。」
同學參觀了《「偉大勝利歷史貢獻」──紀念中國

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主題展
覽》，對70多年前中華民族奮勇抗擊日寇侵略的歷史
有了更直觀的感受。
在紀念館大廳，同學向烈士雕像獻花，並默哀一分

鐘。隨後，他們隨導覽員到放映室觀看「七七事變」
影片，現場氣氛安靜肅穆，彷彿隨影片回溯到那個硝
煙瀰漫的年代。

仁大生：30萬被屠殺百姓無辜
觀影過後，同學按組別分批到專題展廳參觀，對不

同專題的展廳均感興趣，尤其對日軍暴行這一主題觸
動很深。樹仁大學學生陳芷盈表示，看過南京大屠殺
圖文資料及遺留物品後，感到戰爭太殘酷。她指30萬
被屠殺的都是無辜百姓，他們沒有做錯什麼，竟要付
出慘痛代價，「我們生長在和平年代，無法體會他們
的處境，希望以後世界和平，不要再有戰爭。」

歷史生盼港加強抗戰史教育
現於中文大學修讀歷史的學生羅淑芳表示，來到這

裡，才知道之前從課本上了解到的歷史遠遠不夠，珍惜
有此機會親身體驗盧溝橋的歷史厚重感，對於那些抗日
英烈產生了無比崇敬，祖國的今天來之不易。她又指，
香港沒有抗戰博物館，希望香港加強抗戰史的教育工
作。 ■記者 江鑫嫻、實習記者 任芳頡北京報道

■3人放下沉重心情，來到盧溝橋上數
獅子。 江鑫嫻 攝

■港生參觀「日軍暴行」部分，不忍直視日軍迫害中國百
姓照片。 江鑫嫻 攝

■未來之星參觀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 江鑫嫻 攝

■3位同學積極提問。

■■江鑫嫻江鑫嫻 攝攝

■■吉炳軒為同學頒發結業證吉炳軒為同學頒發結業證。。 江鑫嫻江鑫嫻 攝攝 ■■王樹成及同學代表向吉炳軒致送未來之星紀念品王樹成及同學代表向吉炳軒致送未來之星紀念品。。

■■近百名未來之星學員在國情班中走近百名未來之星學員在國情班中走
進外交部新聞發佈廳進外交部新聞發佈廳「「藍廳藍廳」，」，與侯與侯
悅面對面交流悅面對面交流，，並合照留念並合照留念。。

■■同學在頤和園擺出同學在頤和園擺出「「1010」」
造型造型，，祝未來之星祝未來之星1010歲生歲生
日快樂日快樂。。 江鑫嫻江鑫嫻 攝攝

■■港生畫國畫寫書港生畫國畫寫書
法送給未來之星法送給未來之星。。

江鑫嫻江鑫嫻 攝攝

■■未來之星學員在行程中參觀什剎海體未來之星學員在行程中參觀什剎海體
校校，，在教練帶領下學習拳法在教練帶領下學習拳法。。 江鑫嫻江鑫嫻 攝攝

■■江鑫嫻江鑫嫻 攝攝 ■■江鑫嫻江鑫嫻 攝攝

■同學認真做筆記。 江鑫嫻 攝

■■港生遊覽皇家園林頤和園港生遊覽皇家園林頤和園。。江鑫嫻江鑫嫻 攝攝■■同學喜獲結業證書同學喜獲結業證書。。江鑫嫻江鑫嫻 攝攝

朱
育
和
解
發
展
模
式

■與高兵群將軍互動，機會難得。 江鑫嫻 攝 ■港生向劉美珣教授提問。 江鑫嫻攝

■■未來之星參觀鳥巢未來之星參觀鳥巢，，興奮跳起興奮跳起。。

■■「「20152015未來之星─中國國情教育未來之星─中國國情教育
培訓班培訓班」」近百港生清華大學結業近百港生清華大學結業。。

勿忘國恥

「列隊完畢！」三軍儀仗隊儀態威武

抗日史震撼：書上看不如館中尋

威武之師

留心聽講

星星聚聚清華閃耀家國清華閃耀家國 一心學習一生擔當一心學習一生擔當

本疊內容：文匯教育 台海新聞 神州大地 副刊 娛樂新聞 體育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