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生訪臨汾旅 試射真槍興奮
參觀生活區學摺「豆腐塊」睹部隊訓練艱苦肅然起敬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田雯、

倪夢璟 南京報道）8月 8日下

午，參加2016未來之星「從香

港出發——江蘇家國情懷之旅」

的60名港生，身穿統一的軍事

迷彩服來到中國人民解放軍臨汾

旅部隊。江蘇省委宣傳部副部長

司錦泉、江蘇省委宣傳部國防教

育處處長趙清林及臨汾旅首長，

以及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華東

新聞中心主任楊明奇等陪同港生

參觀軍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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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在南京紫金山東麓的臨汾旅是中國南方唯一的
對外開放部隊。臨汾旅在戰爭年代戰功卓著，解

放戰爭中曾參加運城、晉中、太原等戰役。
進入軍營後，港生首先參觀了臨汾旅歷史陳列館和
軍營生活區，展覽館展示了戰鬥歷史的相關圖文資料
和模型演示，還有抗日戰爭時期繳獲的侵華日軍武
器，以及其他珍貴的軍事文物史料。
在生活區，戰士們疊成「豆腐塊」的軍被，讓港生

分外驚喜，紛紛請教疊被方法。
之後，港生走進臨汾旅靶場觀摩軍事課目表演，包
括自動步槍精度射擊、步兵班突入建築物行動等項
目，引得同學們呼聲四起。現場全部真槍實彈演示，
隆隆的槍炮聲讓眾人摀住了耳朵，一時間，靶場硝煙
瀰漫，震撼全場。
觀摩後，眾人獲得了體驗實彈射擊的機會，使用95
式自動步槍，每人5發子彈，身邊均有一位戰士手把
手指導同學射擊。當晚，港生在臨汾旅食堂與戰士們
共進晚餐，同學都大讚解放軍訓練有素、軍容震撼，
實彈射擊機會更是難得，畢生難忘。

「真槍射擊和玩遊戲完全不同」
來自香港科技大學的謝漢明在體驗射擊後，一路小
跑回休息處，不斷向周圍同學講述心中振奮的心情，
「我從來沒有想過可以真槍實彈射靶！」謝漢明指，
在臨汾旅進行實彈射擊的真實感真是無可比擬。20人
一組集合，趴在固定地點，在教官教授射擊知識後，
學生們才可以扣動扳機，「我們有5發子彈，但我沒
有問成績，如果有機會還想再來一次。」
恒生管理學院學生林志誠則興奮地喊，「教官說
我有一槍打了10環」，他認為「真槍射擊和平時玩
的真人戰鬥遊戲感覺完全不同」。
林志誠坦言，在參加未來之星活動之前，就一直
都對軍營的參訪非常期待，今次參訪過後，更令他
喜出望外，「除了有使我們無比緊張的實彈射擊，
更加看到令我們目瞪口呆的精彩表演，如定點射擊
及高難度攀樓等。這些都令我們對中國解放軍的艱
苦訓練及努力肅然起敬。」
謝漢明還提到，除了體驗射擊之外，他是第一次看
到軍隊的演練，「軍人對打的部分，真的嚇到我，讓
我感到震撼。」他指只要有機會，希望體驗一下軍隊
生活，並為中國的軍隊感到驕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田雯、倪夢璟南京
報道）在被譽為「金陵律寺」之冠的南京靜
海寺紀念館內，港生重溫了中華民族600年
興衰歷史，又參觀了《南京條約》議約復原
場景和史料陳列館，聽講解員講述了鄭和下
西洋的傳奇故事，逾六百年歷史的御制弘仁
普濟天妃宮之碑更讓大家驚歎不已。
1842年8月，英軍兵臨南京城下，脅迫

清政府在靜海寺內四次議約，並於8月29
日在英艦「康華麗」號上簽訂了中國近代
史上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即中英《南京
條約》，共13款，其中規定「割讓香港島
給英國」。
館長蘇真在接受記者訪問時表示，此處
景點在南京並不算有名，每年遊人也不會
很多，但是接待的香港遊客所佔的比例很
大，「因為《南京條約》當年就是在這裡

議約，我們有復原的場景，還有詳細的史
實資料，可能有些香港同胞並不了解全部
的經過，到這裡來看一看，割讓香港島的
歷史會更加清楚，他們會知道自己的根在
哪裡。」

加深認識《南京條約》史實
香港城市大學學生陳駿明表示，中學時

學過這段歷史，現在能來到現場，並看到
復原的場景，使自己更詳細地了解了那段
史實，更加深了印象。香港城市大學專業
進修學院學生李諾晞亦有同感，她指在教
科書裡看過簽訂《南京條約》時的繪圖，
「但不知道發生地是在靜海寺，對香港年
輕人來說，這次參觀很有意義」。
她認為這段歷史啟發同學，國家要維護

領土主權，要變得強大。

訪靜海寺重温「議約」尋港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田雯、倪夢璟 南京報道）「此
刻，我們身處的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是
為了紀念79年前遭受日軍殘忍屠殺的30萬同胞而興建的。
作為心繫祖國的香港青年，我們有責任了解國家和民族所
經歷的苦難與輝煌，也有責任維護和平發展的成果，防止
歷史悲劇重演。」8月9日上午，未來之星走進侵華日軍南
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參訪，港生在講解員的引導下參
觀了史料陳列館、萬人坑遺址、和平廣場等處。來自香港
大學附屬學院的貝娜作為港生代表，宣讀了《致同學
書》，發出和平呼聲。
一張張照片，一件件歷史文物，一段段影像記錄，都向
世人控訴侵華日軍當年在南京城所犯下的罪行。看到萬
人坑遺址內堆疊的白骨，港生均感到悲痛，心情沉重。同
學們每人手持一朵白菊花，態度肅穆，在館內名單牆前、
紀念廣場處，向遇難的30萬同胞敬獻，寄託哀思，深切緬
懷死難者。

更直觀了解日軍侵華屠殺無辜
來自香港教育大學的謝振廷表示，以前在教科書學過這

段歷史，但通過這次實地參觀，更直觀並詳細地了解當時
侵華日軍屠殺中國無辜民眾的事實，「我們不能忘記歷
史」，他指在經歷過慘痛之後，中國可以變成現在數一數
二的大國，正是「因為團結的力量」，所以大家「一定要
珍惜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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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小孩子若有厭
食、吃飯過慢、急躁易怒、過度活躍和注意力不
集中等，不一定是因為頑皮，有機會是患上俗稱
「生積」的疳積。疳積相當於西醫的「慢性功能
性消化不良症」或「慢性胃腸功能障礙」，多發
病於低齡兒童。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2014年起，
因應疳積的治療成效進行了為期兩年的臨床研究
觀察，發現98.5%患者接受「小兒推拿療法」
後，病情有好轉甚至獲治癒，負責研究的專家
指，若輔以中藥、膏方或拔罐等方法，也可增強
推拿的臨床效果。
疳積主要由於飲食不當、不節制、先天因素等
引起，導致脾胃功能受損，阻礙消化吸收。患者
多形體消瘦、虛弱多病、面色萎黃或蒼白、神疲
乏力和煩躁不安，並出現吃飯量少、過慢、腹
脹、腹瀉、便秘、睡眠不安、急躁易怒、多動和
注意力不集中等，而港童患有疳積的情況亦愈來
愈普遍。

臨床總效率約98.5%
浸大中醫學院臨床部講師孫素明指，對年幼疳積

患者，中醫會運用特殊推拿手法，通過經絡和穴
位、部位等，重點調理患者的肺、脾、腎等臟腑，
一般出生數天以至13歲，任何體質的孩子都可適
用。而為更具體了解療法成效，他分析了在2014年
3月至2016年3月於浸大中醫藥診所求診的66名兒
童疳積病例，年齡介乎2個月至13歲，其中58人分
別同時患有慢性咳嗽、哮喘、遺尿等。有關臨床觀
察分析結果所得，45名接受治療的患者（68.2%）
被評為治癒、20人（30.3%）病情好轉，餘下1人
則為無效，臨床總有效率約98.5%。
孫素明表示，有關小兒推拿的主要手法，包括

揉總筋、小天心，推上三關，推下六腑，揉板
門，推脾經，推大腸經，運八卦，「三陽開泰」
（督脈、膀胱經），推七節骨，捏脊，分腹陰
陽，揉神闕，點穴等等，一般推拿20次為一個療
程；而病情嚴重的患者可配合中藥、膏方或拔罐
等方法，以加強治療效用。

改善哮喘和食物敏感
曾患疳積的子悠現年7歲半，她3年前更因嚴

重感冒而誘發哮喘，「聞到天拿水、燒烤味會不

斷咳嗽」，其母趙太自此發現女兒對雞蛋、奶、
小麥等有食物敏感，而她亦比一般同齡孩子瘦
弱。子悠曾向西醫求診惟情況未有改善，2014年
7月起嘗試接受上述推拿療法，至去年9月完成近
50次推拿，並配合服用中藥加強療效。
子悠指，推拿時除覺得「好痕」，並沒有任何
不適或痛楚，現時她已沒有哮喘症狀和食物敏
感，睡眠不佳和咳嗽等亦有所改善。

推拿療法助治「生積」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
考評局昨日公佈文憑試覆核成績
結果，其中培正中學學生房穎儀
經覆核後，中文科成績由5*升至
5**，多摘一粒星，令她由獲得6
科 5** 的「榜眼」榮升「狀
元」，而今屆文憑試狀元總人數
亦由 4名增至 5名。另一名考
生，來自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
學的楊俊偉，其歷史科成績經覆
核後，亦由5*升級至5**，令他
由原本的5科5**，成為6科5**
的「榜眼」。
房穎儀經過文憑試成績覆核

後，中文科成績有所提升，成為
7科5**的狀元。她自小受濕疹困
擾，高中時更因讀書壓力令病情
惡化，而經中醫診治後，她的病
情已有所改善。因有如此經歷，
引起她對中藥的興趣，故以入讀
藥劑課程為目標，早前亦已順利
獲中文大學藥劑學取錄。
校內中文科成績優異的她放榜

當日獲悉只獲5*，坦言屬意料之
外，故在教師建議下申請成績覆
核，而其他科目的佳績反而令她
喜出望外。她又笑言其實「唔恨
做狀元」，認為只是一個稱呼，
而入大學後則是一個新開始。

單親男生成新晉「榜眼」
已獲香港大學政治及法律雙學

位課程取錄的楊俊偉，經覆核後

總成績變成6科5**，另加數學延
伸單元5**成為「榜眼」。出身
自單親家庭的他，希望以文憑試
佳績和入讀心儀學科報答母親和
3名胞姊。
今屆文憑試有16,009名考生申

請積分覆核及重閱答卷，佔總出
席人數的23.9%。在昨公佈覆核
結果後，若考生成績有所提升，
可在今日早上9時至下午6時登
入大學聯招（JUPAS）賬戶，遞
交要求重新考慮覆核成績入學申
請，以及修改或不修改課程選
擇。

德語烏爾都語合格率100%
另外，考評局昨日亦公佈文憑

試丙類其他語言科目的成績，有
316名考生應考六種語言，其中
德語及烏爾都語的合格率都為
100%，「奪A率」則以烏爾都
語最高，達56.7%。

DSE覆卷 培正女生升呢狀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姜嘉軒）香
港學生近年積極參加數學、科學等
國際奧林匹克競賽並屢獲殊榮，除
學生們本身的努力外，背後的訓練
亦非常重要。香港資優教育學苑昨
特別舉行頒獎禮表揚有關競賽導師
的貢獻，院長吳大琪坦言，香港的
競賽培訓資源較其他地區少，只能
靠導師以義工性質訓練學生，但成
績比較起來並不遜色，實屬難得。

逾兩成學員大學獲「院長嘉許」
吳大琪表示，與不少海外國家聘

用專業人才訓練學生參與國際奧林
匹克競賽比較，香港於資源上明顯

不及，導師多是義工但仍表現專
業，成功助學生取得佳績。他又提
到，學苑希望讓大眾更客觀地認識
其工作，本年初曾邀請中文大學就
畢業學員作追蹤調查，初步發現超
過兩成人於升大學後獲Dean's list
（院長嘉許）成績或以一級榮譽畢
業，稍後將公佈詳情。
浸會大學物理系講師陳茂興昨獲頒

優秀教練獎，他去年義務培訓國際物
理奧林匹克香港代表隊，目前並已選
出新一年度另一批約90名學生作理
論及實驗訓練，預計最後選出8人參
與來年亞洲賽事。他表示，學生能獲
獎為港爭光固然好，但認為讓他們透

過訓練培養出「解決未知難題」的應
變能力，才是最大收穫。
同獲優秀教練獎的國際奧數香港

委員會副主席梁達榮，1991年開始
帶領學生參賽，他認為港生有系統
訓練下表現有所進步，但於幾何方

面仍相對稍弱。國際奧數代表、喇
沙書院學生于鎧瑋，在最近一次比
賽中獲得金牌佳績，他笑言自己是
港隊中幾何較差的一個，猶幸獲導
師大幅加強訓練，最終全隊同學均
在幾何題上取得滿分。

義工導師給力港生奧賽績佳

■陳茂興（右二）及梁達榮（左四）均指新一屆訓練已經展開。 姜嘉軒 攝

■孫素明(左一)在子悠手腕示範小兒推拿療法。
子悠身後為其母趙太。 黎忞攝

■楊俊偉（左）總成績提升至6科
5**。旁為校長吳鳳嫻。 校網圖片

■房穎儀(中)成
功覆核文憑試中
文科成績，成為
第5名7科5**的
狀元。

校網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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