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網連國家認同感 傳遞建設使命感
「未來之星」赴京認識國情 休戚與共實現「中國夢」

中國傳媒大學和北京大學多位知名教授專門
為港生授課，內容包括互聯網與國家安

全、香港基本法與「一國兩制」、互聯網時代
青年人的使命感、互聯網創新等。學員還訪問
了外交部、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解放軍三
軍儀仗隊、騰訊網、今日頭條等機構，並參觀
首都博物館、故宮、長城、西城區茶文化街、
798藝術區等，又赴天安門廣場觀看升旗儀
式。

向巴平措頒結業證書
在結業典禮上，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向

巴平措等嘉賓為來自港大、中大、城大、理
大、浸大、仁大、教大、珠海學院、公大、嶺
大、恒生管理學院等十餘所高校的傳媒及相關
專業的「未來之星」學員頒發結業證書。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董事長、未來之星同
學會主席團主席、互聯網＋主題交流團榮譽團
長姜在忠，中國傳媒大學副校長袁軍，河南恒
越實業董事長、未來之星同學會榮譽主席李德
建等嘉賓也在儀式上致辭。

盼港青樹立主人翁意識
向巴平措指出，希望香港青年牢固樹立與祖

國同呼吸、共命運、同發展、共繁榮的主人翁
意識，深刻領略中華文明的博大精深，感悟近
代以來中華民族救亡圖存、奮發圖強的光榮歷
史，更多認識新中國走過的不平凡道路和取得

的巨大成就，更多了解「一國兩制」與堅持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
國夢」之間的內在聯繫，從而牢牢地把握香港
和祖國唇齒相依、休戚與共的命運前程，成長
為具有民族自豪感、國家歸屬感和社會責任感
的一代新人。
姜在忠表示，是次「互聯網＋」主題交流活

動，緊扣國家提出的互聯網發展戰略，響應中
央提出的「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
五大發展理念，通過一系列參觀和交流，讓香
港學生加深對中國國情的認知，可增強他們對
國家的認同感和未來參與國家及香港建設的使
命感。

「聚是一團火 散是滿天星」
姜在忠介紹指，以「未來之星同學會」為紐

帶，11年間已經聚集了近三千顆「小星星」共
同發光。未來之星「聚是一團火，散是滿天
星」，他相信同學渴望融入國家建設的熱情、
激情與創造力，可為國家和香港的未來作出貢
獻。其後姜在忠代表大會向向巴平措贈送了水
晶座，學員代表亦向向巴平措贈送「未來之
星」團服致謝。
李德建指，正如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2015年

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大眾創業，萬眾創
新」，未來有無限種可能，只有多體驗、多感
受，同學才不會錯過機遇。今年「未來之星」
傳媒班引入「互聯網＋」主題，正好讓同學更
加體驗和感受祖國的政治經濟生態，在未來的
學習和工作中，更好裝備自己。
袁軍則向一眾同學表示熱烈祝賀，相信這會

是一次精彩和難忘的回憶，也希望這次的收穫
會對同學未來的發展有所助益，同時盼望同學
在有遠大理想和抱負之餘，亦要腳踏實地認真
學習，用行動證明自己是具有社會責任感、創
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的新一代媒體人。
中央統戰部三局局長助理馮紅雲，香港特別

行政區駐北京辦事處副主任蘇翠影，香港大公
文匯傳媒集團董事、未來之星同學會執行主席
姜亞兵，中國互聯網發展基金會秘書長秦昌
桂，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處長謝應君等出席了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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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交流團舉辦了多次分享會，港生在
分享時均表示，課程讓他們對祖國政治、
經濟、文化及互聯網的發展有更深入的了
解，希望未來可以學以致用，為促進內地
與香港的發展貢獻力量。

到訪啟發激勵創新創業
教大學生李頔表示，同學到訪了外交部

和網信辦等國家部委，令他們獲益良多。
透過網信辦領導的分享，了解到互聯網對
於國家發展的重要性，也初步掌握了國家
互聯網戰略的發展方向；通過聆聽外交部

記者會，大家對中國國情有更直接的認
知，也明白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影響力。
此外，在參觀過創業公司後，他認為對於
即將步入社會的同學而言，有着創新和創
業雙重的啟發和激勵作用。
李頔認為，今次活動令同學對國家和北

京的不同方面都有了更全面的認識，希望
將更加真實的信息帶回香港，幫助身在香
港的同學也能加深對國家的理解。
港大專業進修學院保良局何鴻燊社區書

院學生高爾貝娜表示，內地互聯網公司發
展很快，在理念和技術上都很先進，希望

明年可以到內地的互聯網公司實習，進一
步提升自己。

港青應多赴內地減誤解
專教院學生劉卓然則認為，「內地歷史

文化悠久，科技發展一日千里，香港青少
年應多來看看，才能增進了解，減少誤
解。」
中國傳媒大學的志願者張家銘表示，能

接待港生感到十分榮幸，「我們欣喜地發
現香港同學對內地的濃厚興趣，開心地看
到大家喜歡這個城市的文化。」

交流加深了解 獻力兩地發展

內地的互聯網管理部門的工作有哪些？內地在互聯
網發展的同時如何保障民眾隱私？帶着這些疑問，
「未來之星」於6月15日走進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
室，與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副主任徐麟，以及多位
網信辦的局長面對面交流，親身了解國家部委的職能
及內地互聯網行業的發展情況。

網信辦：網業開放政策不變
在網信辦，同學們踴躍提問，內容包括香港在發展

互聯網金融方面該如何向內地取經，內地會否逐步放
開facebook、Google，如何保障網民隱私等。有同學還
提出，期待中央政府今後提供更多的平台與機會，幫
助香港青年創新創業。
徐麟回應時表示，中國非常重視互聯網安全，同時

內地對互聯網的開放政策不會改變，但進入內地也是
有條件的，那就是要遵守中國法律，不能損害國家利
益和消費者利益。他還認為，在內地做得比較好的互
聯網企業也可以進入香港發展。

北上創業擁語言優勢
對於港生內地創業的問題，徐麟指，有志到內地創
業的香港學生擁有自身獨特的優勢。在「一國兩制」

之下，港生的國際化程度、語言能力、對市場經濟規
則的理解都有明顯的優勢，而內地企業也都很看好港
生，覺得他們敬業及投入。
在問答環節之後，徐麟有系統地介紹國家互聯網的

發展情況，並闡釋了網絡強國戰略思想的重要意義。
最後，徐麟指港生思維活躍，對內地的發展尤其是互
聯網的飛速發展有濃厚興趣，也敢於直抒胸臆，提出
問題，他歡迎大家多到內地走走看看，也歡迎同學們
畢業以後到內地的互聯網企業或者是其他方面發展。

盼「網」開契機 助港青創業
■■國家網信辦領導與交流國家網信辦領導與交流
團座談團座談。。 江鑫嫻江鑫嫻攝攝

■學生代表向徐麟（左二）致送團服。 江鑫嫻攝

交流團於6
月 13 日走進
外交部聆聽例
行發佈會，親
身感受「中國
第一大部」的
魅力。發佈會
後，同學還與
外交部發言人
陸慷聊天，了
解中國外交官
的具體工作。

觀摩陸慷應對提問
在發佈會上，陸慷就中國南海問題、美國遭遇恐襲等問題回答了

中外記者的提問。面對記者連珠炮發的提問，陸慷應對自如、流利
作答，令場下的港生留下深刻印象。
恒生管理學院學生金偉諾表示，覺得整場記者會非常莊嚴，既看

到發言人對很多新聞事件都了如指掌，非常欽佩，亦看到記者們現
場提問的狀態，這都激發了自己要成為一名優秀媒體人的理想。

欽佩外交官
激發理想

享受元首級閱兵 讚歎興奮

「未來之星」在活動期間來到了解放軍陸海空三軍
儀仗隊，在練兵場觀看了儀仗隊以迎接外國元首規格
展示的閱兵式、分列式表演。港生還親自上陣，接受
儀仗隊戰士的訓練，體驗「儀仗兵」的感覺。參觀活
動結束後，同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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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表歎服。

體驗儀仗訓練 知悉戰士艱苦
在三軍儀仗隊的訓練場上，151名儀仗兵邁着整齊

的步伐集體亮相。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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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們面前，引
來陣陣讚歎。有學員對自己享受到元首級的待
遇而大表興奮，爭相與威武帥氣的儀仗兵合影
留念。
隨後，儀仗隊邀請港生體驗儀仗兵真實的訓

練生活。港生七八人一組，在兩名儀仗隊戰士指導
下，有板有眼地進行着正步、稍息、踢腿等專業訓
練。不到半小時的訓練，港生已表示，親身體驗後才
知道戰士們的訓練如此艱苦。

感受三軍威武 多愛中國百年
專教院學生羅國豪對軍人充滿崇敬之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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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讓人震撼了！
我也想像他們一樣，參軍接受訓練。」
仁大學生梁穎琦表示：「親眼看到151規模的三軍儀

仗隊閱兵後，覺得自己又可以多愛中國一百年。不知
道該怎樣形容這種感覺，剎那間覺得自己成為了熱血
少年。縱然中華有百般不足，我仍幸生在華夏之
家。」

■港生與三軍儀仗隊合影。 江鑫嫻攝

■港生與儀仗兵同訓練。 江鑫嫻攝

交流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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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冒雨登長城「好漢」瘋狂留影
6月14日下午，同學冒雨登上

了象徵中華民族精神的萬里長
城，做了一回「好漢」。在兩個
多小時的遊歷過程中，同學漫步
八達嶺，並在其中瘋狂留影。
首次登上長城的恒管學生金偉

諾表示，此前對長城的雄偉有所
耳聞，但親眼所見仍然深感震
撼。
即將離京時，學員在日出前趕

赴天安門廣場觀看升旗禮。聽着
國歌奏起，學員全神貫注地行注
目禮，有同學表示，在天安門廣
場前、嘹亮的國歌聲中親身體驗
升旗，絕對是此次北京學習中深
刻而難忘的時刻。
6月19日，一行人又參觀了故

宮，其紅牆內的華麗殿宇及皇家
珍貴文物引起港生的好奇心。

觀看升旗 絕對難忘
一眾學員於6月18日到訪北京市西城區，開展品茶、參觀首都
博物館海昏侯展、體驗非遺項目等中國傳統文化之旅。

參觀首都博物館「精緻」文物
在首都博物館，各人參觀了名震海內外的《五色炫曜—南昌
漢代海昏侯國考古成果展》，透過300餘組件文物，一幅漢代生
活圖景呈現在大家面前，港生對觀展大感「精緻」與「豪華」。
隨後他們來到了北京西城區馬連道茶葉街的京華茶葉大世界，

通過參觀茶博物館、觀賞茶藝表演、品嚐中國名茶等環節，細味
中國的茶文化。
看了專家的長嘴茶壺表演，港生金偉諾、蘇愛儀和文浚彥等紛
紛上前拜師學藝。金偉諾表示：「今天親眼看到了長嘴壺表演，
親自上陣體驗，發現拿一會手就酸，可見師傅的功力不是一朝一
夕可以練成的。」

學畫悟空臉譜抖起空竹
學員又參與了抖

空竹、彩繪臉譜、
北京彩塑、傳拓技
藝、仿古瓷等非物
質文化遺產項目的
體驗互動。同學投
入地學畫兔爺、悟
空臉譜，或在老師
的指導下傳拓畫
作、抖起了空竹，
全場氣氛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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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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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配合「互聯網+」
主題，「未來之星」獲
安排到訪素有「中國硅
谷」之稱的北京中關
村，同時參觀了互聯網
三巨頭之一的騰訊公司
和互聯網創業企業北京
字節跳動科技有限公
司。
在中關村，港生先後

參觀了中關村國家自主
創新示範區展示中心、
中關村創業大街，其間
一行人有機會接觸到機
器人、無人機、兒童電子玩具等新興高科技產品。在參觀過創業企業「36氪」
後，有同學認為「『中國硅谷』的創業氛圍濃厚，是一件好事」。

倘中央鼓勵拓網 可推動港科
在騰訊，相關負責人帶領同學參觀，並講解其發展歷程、最新戰略規劃。在北

京字節跳動科技有限公司，同學可以了解該公司獨立研發的「今日頭條」客戶
端，它開創了一種全新的新聞閱讀模式。
浸大學生徐嘉豪表示：「香港也有很多創新創業的優秀案例，但受到法律方面

的限制，而在內地，國家正在大力提倡創新創業，這方面限制相對較少。其實香
港也有很多優秀人才，如果中央政府能鼓勵更多的香港年輕人來內地參與互聯網
行業，對於香港的科技創新也會是一個推動。」

「中國硅谷」創業氛圍濃

由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及「未來之星同學會」主辦、中國傳媒

大學承辦的「2016未來之星香港傳媒專業大學生國情課程班互聯

網＋主題團」於6月12日至19日在北京展開為期8天的交流活動，

近60名來自各所香港大專院校的學生領略到內地社會發展及傳統文

化，更全面地認識國情。17日，結業

典禮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

■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

■■「「20162016未來之星香港傳媒專業大學生國情課程班互聯網＋主題團未來之星香港傳媒專業大學生國情課程班互聯網＋主題團」」人民大會堂辦結業禮人民大會堂辦結業禮。。 江鑫嫻江鑫嫻攝攝

■「未來之星」參觀中關村創業大街。 江鑫嫻攝

■■同學們學習茶藝同學們學習茶藝。。 江鑫嫻江鑫嫻攝攝

■向巴平措（中）為學員代表頒發結業證書。 江鑫嫻攝

■姜在忠（右四）為學員頒發結業證書。 江鑫嫻攝

■香港教育大學學生李頔發
言。 江鑫嫻攝

■港生拜師學習長嘴壺表演。 江鑫嫻攝

■■同學們回答問題時熱情高漲同學們回答問題時熱情高漲。。 江鑫嫻江鑫嫻攝攝

■登長城做「好漢」。
江鑫嫻攝

■天安門觀升旗。
本報北京傳真

■■陸慷與同學們陸慷與同學們交談交談。。 江鑫嫻江鑫嫻攝攝

■■向巴平措致辭向巴平措致辭。。 江鑫嫻江鑫嫻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