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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港青赴京閩深識國情
親身探索非遺 了解創新產業 感受祖國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
希雯）為了讓港青認識國
家，新家園協會今年暑假
將主辦第二屆「四海一家
．香港青年交流團」，活
動昨日舉行授旗禮，邀得
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中
聯辦主任張曉明等主禮。
是次「四海一家」交流團
有約 2,000 香港青年參加，
他們將分別赴北京、福建
及深圳展開交流旅程，親
身探索國家非物質文化遺
產，了解結合傳統工藝與
現代科技的創新產業，更
全面地了解國家發展。

■新家園協會「四海一家．香港青年交流團」昨舉行授旗禮，2,000名香港青年在暑假期間將分別前往北京、福建及深圳交流。

梁振英張曉明「四海一家」授旗

交流團部分計劃行程

「四海一家．香港青年交流團」授旗禮昨日於將軍澳香島中學舉行，由
梁振英及張曉明頒授活動旗予新家園協會會長兼交流團團長許榮茂、副會
長及副團長李思廉，象徵交流團啓動。
中聯辦社工部部長楊茂、民政事務局首席助理秘書長（公民事務）馮浩
賢、中聯辦青年工作部副部長楊成偉，以及新家園協會副會長王力平、黃
煥明、韓國龍、楊政龍等亦有出席。

北京線
主要行程：參觀奧林匹克中心區、國
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國家體育場
（鳥巢）外景、故宮（可遊特別通道
及享特長參觀時間）、觀賞京劇演出

董建華任榮譽顧問 下月交流

出 發 日 期 ︰ 7 月 16 日 至 7 月 21 日
（乘飛機）、7 月 16 日至 7 月 22 日
（乘直通火車）
福建線
■梁振英在授旗禮上致辭。

許榮茂勉青年為國為港貢獻
許榮茂鼓勵港青更積極了解國家發展歷史，發揮港人「獅子山精神」，
既為前途奮鬥，更為國家、香港作出貢獻。他又表示，每個時代的青年都
有社會責任，自己身為年長一輩，希望幫助新一代青年健康成長，承擔時
代重任，亦祝願交流團青年滿載而歸。

彭子文 攝

■張曉明與參與活動的港青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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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盼往長城 見識文物古蹟

增廣見聞

交流團獲中聯辦和特區政府支持，邀得全國政協副主席、前行政長官董
建華擔任榮譽顧問，共有約 2,000 名港青參加，包括新家園協會會員、內
地新來港人士、基層青年、優秀青年精英、資深青年工作者、學校代表
等，分別從北京、福建及深圳三條路線（見表），於下月16日至8月14日
展開交流。
參加者將親身探索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了解結合傳統工藝與現代科技
的創新產業。
梁振英昨日在授旗禮致辭時指，香港新一代年輕人有機會參加各類暑
期活動，表現自己，相信成就比上一代更高。他感謝香港社會各界積極
於暑假期間為青少年舉辦各種活動，特別是新家園協會是次的內地交流
活動，可讓 2,000 名青年朋友到內地不同城市，親身感受國家高速發
展。
他續說，特區政府過去幾年推出多項措施，支持青年多元發展，包括資
助港青到內地以至世界各國交流。他又提到，現時國家正積極推動「一帶
一路」項目，為內地和香港經濟帶來機遇，鼓勵參與的港青交流時與內地
青年建立友誼，回港後與朋友分享見聞，一起了解國家發展。

參加「四海一家．香港青年交流
團」、即將出發往北京的黃嘉欣(右圖，
吳希雯 攝)，在仁濟醫院靚次伯紀念中學
就讀中四。她有選修歷史科，希望在旅
程中習得更多祖國歷史文化。黃嘉欣
指，從上年曾參與「四海一家」活動同學的分
享得知，行程包括參觀北京萬里長城，令她深
感興趣，因此今年把握機會報名，希望親眼見
識祖國富歷史價值的文物古蹟。嘉欣過往未曾
到內地交流，但時有留意香港與內地關係的新
聞，更希望透過旅程親身了解國家發展，感受

生活文化。為了是次旅程，她
早在一個月前已開始準備物
品。
旅港開平商會中學中五學生
郭梓峰，去年曾參加「四海一
家」活動，親赴北京電子商務
線上交易平台阿里巴巴主席馬雲講座，認識互
聯網創業及營運資訊及心得，獲益良多。
今年他再接再厲，報名參加「四海一家」福
建團旅程，希望了解當地客家文化，參觀富傳
統文化特色的景點。
■記者 吳希雯

想」「僭建」，還原「本土」根本。「月是故鄉明」是
人之常情，任何以「本土」之名而製造的排外、極端暴
力，都不是真正的「本土」，應健康理性處理對「本
土」的感情，並把「本土」作為教育資源，建立制度自
信和文化自信。

教界應助建制度文化自信
她續說，語言是建立文化自信的重要因素，因此要做
好語文教育，積極研究地區歷史，挖掘「本土」特質，
保留嶺南文化，轉變為學習資源。

劉智鵬倡教師釐清兩地關係
另一講者、香港嶺南大學華南及香港歷史研究所主任劉
智鵬認為，激進的「本土思想」的興起及旺盛，源於國史
教育不足。他指出，英國殖民統治時期實行「去中國化」，
尤其體現於教育，回歸以後仍把香港歷史和國家歷史分開，
以致香港很多年輕人視中國為「別的國家」。他強調，教
育工作者一定要在課堂上交代清楚香港與內地的關係。

梁炳華：應助學生了解港人成分
國民教育學會會長梁炳華就指，過去進行古蹟調查過

播
「獨」
無好結果 法界批走死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以「本
土」之名鼓吹「港獨」，已經違反香港基本
法。亞太法律協會會長、香港公民協會秘書
長鄺家賢強調，「一國兩制」中的「兩制」
就是最大的「本土主義」，香港基本法則是
「本土主義」最大法律保障。一些年輕人口
中大談「本土」，只為鼓吹「分離」，撕裂
香港與內地關係，若激進「本土派」執意追
求「港獨」，香港將無法生存。

港人都是「港漂」二三代
鄺家賢昨日在香港教師會主辦的研討會
上，探討「本土主義」以及內地與香港關

係。她認為，現時很多港人大談「本土主
義」，但香港是移民社會，而且主要來自
內地，所謂的「香港人」其實都是「港
漂」第二代、第三代，極少超過四代。就
算是新界部分所謂「原住民」，亦是數百
年前遷移過來，無所謂「土生土長」。由
此看來，香港「本土性」並不成立，更無
所謂「民族」。
從法律角度來講，鄺家賢表示，「一國
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
針，就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內地實行
社會主義制度，特別行政區實行資本主義
制度，這是最大的「本土主義」。

程中發現，香港居民一直在不同時代遷入，但從未出現
排斥外來人情況。但現在很多年輕人，有些初中才移居
香港的人，就說自己是「本土」，更使用「捍衛」等激
進言辭，令人十分擔心。教育工作者應該幫助學生認識
根源，知道祖先如何來到香港，以及了解香港居民成
分。

高家裕籲港人多了解國情
香港校董會主席、香港教師會副會長、中國知識學會
會長高家裕表示，香港從來都是中國一部分，遷入香港
的內地人，根源和中華文化不可分離，語言風俗習慣很
多同廣東地區相同。他呼籲港人放開懷抱，多了解國
情，以及客觀看待所有問題。

何漢權：回歸後忽略國史教育
香港教育評議會副主席、風采中學校長何漢權指，全
港現時只有 5,000 多名學生讀中史，主要問題是回歸後
教育局推行通識教育卻忽略國史教育。
目前舉「龍獅旗」的所謂「本土派」，根本不了解過
去近百年國家所受到的侵略和屈辱，愧對過去為捍衛國
土而犧牲的先烈。

她強調，香港特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
可分離的部分，香港是中國的一個地方行
政區，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兩者是中央
與地方的關係。制定和頒佈特別行政區基
本法的權力，由全國人大行使。

責口中「本土」實煽「分離」
她續說，香港基本法是「本土主義」最
大法律保障。基本法明確說明，港人可以
保留原有生活方式，以及社會、經濟、政
治、法律等制度，並享有行政管理權、立
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香港特區
可在經貿、金融、航運、通訊、旅遊、文
化、體育等領域，以「中國香港」名義，
單獨地同各國和地區及有關國際組織保持

和發展關係，簽訂和履行協議。
她批評，現在一些年輕人口中的「本土
意識」並不是真正的「本土意識」，而是
為了鼓吹「分離主義」，撕裂香港與內地
關係、散播仇恨，「妖魔化」內地和國
家，被刻意扭曲的「本土意識」。如果香
港激進「本土派」執意追求「港獨」，香
港將無法生存。

鄺家賢：港是「文化混血兒」
鄺家賢強調，香港是「文化混血兒」，蛋
撻、奶茶、雲吞麵、魚蛋等都是從外地傳入，
然後再被本土化。因此，香港「本土意識」，
是港人自由、開放、包容，不分彼此，求同
存異，海納百川的精神體現。

主要行程：三坊七巷、鼓山、馬尾船
政、與奧運會舉重冠軍石智勇交流，
分組赴廈門、泉州、龍岩、武夷山
出發日期︰ 8月10日至8月14日
深圳線
主要行程：赴前海自貿區、深港創業
基地、深圳大學、深圳警犬培養訓練
基地、與知名企業創辦人交流、觀看
全球最大的多媒體焰火水秀《深藍秘
境》
出發日期︰7月29日
資料提供：新家園協會

網絡釀「收料」斷層 代溝致社會對立

蔡若蓮：還原「本土」根本 拆政治情緒「僭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激進反對派近來不斷以
「本土主義」為名，煽動年輕人對內地的不滿情緒，以
「本土」之名行分離之實。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副會
長、福建中學（小西灣）校長蔡若蓮指出，教師應拆除
現時對「本土」論述中摻雜的政治和情緒化的部分，還
原「本土」根本，以及健康理性地把「本土」作為教育
資源，建立文化自信。其他講者也認為，教育工作者要
讓學生了解香港與內地的關係，以及認識自己的根源。
香港教師會昨日舉行「全港教師周年教學研究大會」，
探討教師應如何應對「本土思潮」及學生教育問題。蔡若
蓮在研討會上表示，就她觀察，現時「本土」論述摻雜了
很多政治訴求和過度情緒化的部分，這些都是對「本土」
論述的「僭建」，而這些「僭建」導致激進思潮產生，有
人想像香港是「民族」，圖謀在制度和關係上與內地完全
切割。蔡若蓮指，這是危險的死胡同。
她指出，過往10年的普遍現象，是很多學生和老師不曾
往內地，對國家認識支離破碎，隨着國家經濟發展和社會
變遷，令一些港人產生危機感，演變成對原有優越感的「守
護」和對內地的排斥，長此下去，將對香港發展造成嚴重
傷害。
蔡若蓮認為，身為教育工作者，應該拆除「本土思

彭子文 攝

製表：吳希雯

現代人尤其
是
13 年 輕 一 代 ，
13
大多通過互聯
網獲取資訊。
亞太文化產業
總會副會長、香港貿發局、職
訓局、生產力促進局及社聯顧
問馬維業，昨日在出席香港教
師會舉辦的論壇時表示，互聯
網發展使不同年代的人接受信
息的渠道發生斷層，造成誤
解，其充斥大量負面信息也是
造成社會對立原因之一。
他呼籲，世代應該互相體
諒，又鼓勵上一代多把好的智
慧和知識放上互聯網，傳承給
下一代。
馬維業說，互聯網發展迅速，
上一代幾乎無人認識互聯網，到
下一代人人認識，這現象引起反
思──上一代多少人會把所知所
想放上互聯網，傳承給下一代？
下一代現時在互聯網所看所學，
又是否能正面地建設社會？和平
時期，大家最多在網上對話或對
罵，但在不和平時期，網絡負面
信息會造成社會對立甚至撕裂。



盼長輩網發聲 經驗傳下代
他對互聯網時代提出三個
詞，「體驗」、「體諒」和
「體制」─年輕人如果沒有親
身體驗，很難了解實情，不同
世代有很大認知差別和代溝，
需要互相體諒。
同時，大家希望安居樂業，
共同建立體制，上一代應該多
在互聯網發聲，促進彼此了
解，亦把歷史和思想傳承給下
一代。
■記者 鄭治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