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蘇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江蘇省委宣傳部副部長、、省政府新聞辦主任司錦泉省政府新聞辦主任司錦泉

無錫與香港合作力度不斷加深、交往頻繁，這次參訪就是無錫與
香港的交流歷程中靚麗的一筆。同學們初步感受了無錫的歷史文化
和人文底蘊，但還有許多無錫的亮點和特色沒來得及體驗。所以，
這只是一個開始，期待大家常來無錫，帶更多的香港朋友來無錫走
一走看一看，感受更多的精彩。

無錫市委宣傳部副部長蔡文煜無錫市委宣傳部副部長蔡文煜

香港最大的優勢是國際化，擁有國際化的人才。現在內地發展迅
速，香港要趕快融入內地的經濟發展。不要埋怨，把香港建設好，
只有經濟發展了才有話語權。唯一解決問題的辦法是包容。

無錫華西村委書記吳協恩無錫華西村委書記吳協恩

■記者 田雯、倪夢璟 整理

我鍾意香港人，因為絕大多數香港同胞愛國、勤勞、智慧、善
良、守法。香港人用智慧和汗水把香港發展起來，建設成了繁榮的
大都市。我也鍾意香港這個地方，香港為祖國繁榮作出了貢獻，香
港同胞與祖國內地同胞心連心、心貼心。所以希望通過這次活動，
你們也能鍾意江蘇這片土地，這裡富饒而美麗，男生帥、女生靚，
歡迎香港青年到江蘇來「找對象」，如果男生在江蘇找到心儀的女
孩成家、女生嫁來了江蘇，我很樂意做你們的證婚人。

這是一次友誼之旅，你們與內地大學生互加微信，更與同組學員
結下親密友誼；這是一次尋根之旅，你們收穫了對祖國的最新見
聞，對江蘇有了多層面了解；這更是一次家國情懷之旅，你們增加
了對家、對國的熱愛和認同，對增強民族凝聚力和提高公民意識有
了新的認識。大家渴望了解祖國的熱情讓我感動，我期待你們將此
次江蘇之行的所見所聞，帶回去與家人和朋友分享，在今後的日子
裡，保持這份熱情。我更希望你們通過這次活動的所思所感，對自
己未來的方向進行全方位的規劃和思考。

香港的大學國際化程度高，我們非常重視與香港各所大學的交流
合作。真誠期望香港大學生珍惜這次了解江蘇、了解國情的機會，
與內地大學生多交流、多學習，為自己學業的提升、知識的拓展作
出貢獻，為國家富強、民族復興的「中國夢」做好擔當。

你們所見到的是文明的江蘇、文化的江蘇、歷史的江蘇和發展的
江蘇，這些只是美麗江蘇的一部分。美麗的江蘇屬於祖國，也是屬
於你們的。這片美麗的土地上將留下你們青春的足跡，將收藏你們
美好的記憶，將見證你們珍貴的友誼。「中國夢」包含着香港
夢，也包含每個年輕人的夢。你們的夢想和祖國的息息相關。內地
經濟騰飛帶給香港和全世界的機遇不容忽視。香港的同學們也應該
抓住機遇，走出香港，重新了解祖國，為自己的未來尋找更開闊的
道路。

未來之星同學會副主席未來之星同學會副主席、、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華東新聞中心主任兼總編輯楊明奇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華東新聞中心主任兼總編輯楊明奇

未來之星同學會主席未來之星同學會主席、、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副董事長兼總經理歐陽曉晴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副董事長兼總經理歐陽曉晴

南京大學黨委副書記朱慶葆南京大學黨委副書記朱慶葆

星星

南京大屠殺是中華民族歷史上慘痛的一頁，當港
生手持白菊走進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

紀念館時，他們被各項圖文史料、珍貴文物所震撼，
看到萬人坑遺址內堆疊的白骨，倍感沉重。

訪大屠殺館銘記和平
港生林志誠表示，對當時日軍的罪行只可以用4個

字形容：慘無人道，「雖然此處遊客眾多，但是沒有
喧嘩吵鬧，有的只是沉重的心情，一種為當時無辜百
姓感到憐憫的情感。當然，大家更有對侵華日軍的憤
怒，但是我覺得館內的一句教訓很值得銘記，就是
『我們要記住歷史，但不應該記住仇恨』，這句話才
是我們要學會的，提醒我們要珍惜及保護和平。」
在紀念館悼念廣場上，港生肅穆地向南京大屠殺遇

難同胞敬獻鮮花，表達沉痛的緬懷之情。香港專上學
院學生貝娜代表未來之星宣讀《致同學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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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南京條約》議約地的南京靜海寺，是此次參

訪活動中另一處獨具意義的行程。1842年8月英軍兵
臨南京城下，脅迫清政府在靜海寺內4次議約，於8
月29日在英艦「康華麗」號上簽訂了中國近代史上
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即中英《南京條約》，其中規定
「割讓香港島給英國」。
港生李諾晞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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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港生來
說，這次參觀格外有意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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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中山陵曉崇高理想
在南京，港生還參觀了「總統府」及中山陵。港生

方焯琪表示，大家爬了三百餘的梯級到了孫中山陵
寢，在高處看到了南京優美的景色，她認為南京是滿
滿的歷史痕跡，通過參訪，感受到當地濃厚的文化。
港生高靖怡亦對中山陵之行留下深刻印象，「跨過孫
中山陵墓的門檻，這裡莊嚴典雅的氣氛，更令我有
感：中山先生崇高的的精神理想，實在令人敬佩。」
此外，江蘇經濟社會的現代化發展成就亦引來眾人

的「點讚」。在無錫，同學先後參觀了華西村和山聯
村，領略到內地農村發展的迅速、鄉村環境之整潔與
美麗，並為華西村的富有而驚歎不已。
港生江澤鳴覺得有機會跟「天下第一村」華西村委

書記吳協恩交流「感覺有點夢幻」。作為一名主修人
力資源管理的大學生，她夢想着有一天會創辦一家有
理念、有社會價值的企業，「對於華西村的精神——
『以人為本』，我很同意。與吳書記交流後，我明白
到領袖首先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要學會謙卑，做一

個『服務型』的領袖。」

山聯村改變污糟看法
在山聯村，從果品採摘園到鄉村動物園，從菜籽油

壓搾工坊到村民自營的農家樂小院，港生表現出濃厚
的興趣。恒生管理學院學生張家堯表示，這裡改變了
他對內地農村落後污糟的看法，「村裡環境很好，有
自己特色的農業，農產品很豐富，村裡還有娛樂項
目，這裡的村民生活得很幸福。」
此次活動由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未來之星同學

會、江蘇省政府新聞辦公室聯合主辦，以「走進美好
江蘇共抒家國情懷」為主題。
參訪團由未來之星同學會主席、香港大公文匯傳媒

集團副董事長兼總經理歐陽曉晴擔任名譽團長，未來
之星同學會副主席、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華東新聞
中心主任兼總編輯楊明奇擔任團長。

2016 未

來之星「從

香 港 出

發——江蘇家國情懷之旅」於8月6日

至13日順利舉行。來自香港大學 、中

文大學 、科技大學 、城市大學、理工

大學 、浸會大學、英國斯旺西大學等

13所香港及海外高校的60名香港大學

生，在8天的行程中，參訪了侵華日軍

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總統

府」、中山陵、靜海寺等南京著名的

人文遺存；穿過軍裝體驗軍旅生活、

試射真槍；在無錫參觀了「天下第一

村」華西村，參訪惠山古鎮，考察了

山聯村感受內地新農村建設，夜遊南

長街，並親身體驗製作紫砂作品領略

歷史悠久的宜興紫砂文化。

■記者 田雯、倪夢璟 南京報道

■■未來之星國情班結未來之星國情班結
業典禮合照業典禮合照。。

動天下第一村 夜遊長街抒情懷
港生訪蘇多個地方港生訪蘇多個地方親身製作紫砂作品親身製作紫砂作品

■江蘇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司錦泉為港生頒發結業證書。 ■未來之星同學會主席歐陽曉晴為港生頒發結業證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田雯、倪夢璟 南京報
道）一曲悠揚的《二泉映月》，讓無錫惠山泉
水聞名遐邇。8月11日，港生走進無錫惠山古
鎮，聞鳥語花香，賞江南園林風貌，其中「天
下第二泉」的故事更是吸引眾人關注。

「天下第二泉」故事吸引
古鎮內的惠山泉相傳經中國唐代陸羽親品其
味，故名陸子泉，經乾隆御封為「天下第二
泉」，「很多泉水都在爭第一，但從來沒有跟
我們爭第二。」講解員的笑語引起了港生的興
趣。
在泉亭後壁上，元代翰林學士、大書法家趙

孟頫專為惠山泉書寫的「天下第二泉」至今仍
完好地保存。當時趙孟頫還吟了一首詠此泉的
詩：「南朝古寺惠山泉，裹名來尋第二泉，貪
戀君恩當北去，野花啼鳥漫留連。」而以惠山
泉為素材的名曲《二泉映月》更是膾炙人口。
港生梁映暉就被這裡的山靈水秀及亭台樓閣

所吸引，「雖然天氣很熱，但進入到庭院後涼
風徐徐吹來，加上石澗與池塘的映襯，心境也
平靜下來」，他指或許真的只有在如此純樸的
環境下，才能生出與心靈一併成長的曠世詩
詞，「他們在這裡留下的字字句句以及每口

泉、每棵樹，都有一段特別的故事，讓我們深
深體會到惠山的獨樹一幟。」

參觀「華萊塢」幕前試表演
在港生Joe看來，能在這裡看到如此多的中國

古典建築，接受傳統江南文化的熏陶，機會難
得，「因為體驗了平時難以看到的東西，真的
令人印象深刻。」參觀完惠山古鎮後，大家又
來到了有「華萊塢」之稱的無錫國家數字電影
產業園，了解電影特效製作，並在綠幕前表演
自己喜歡的電影片段。
暮色降臨，眾人走上無錫老街——南長街，
街內的清名橋歷史文化街區，是大運河畔典型
的江南水鄉，被譽為「江南水弄堂，運河絕版
地」。
在這裡，港生欣賞了古風河畔美景，品嚐了無

錫當地美食，用腳步感受當地民俗民情。不少人
還特意走進街邊的特色書屋，挑選古色古香、別
具江南韻味的明信片，向親友家寄送祝福。

訪惠山古鎮 體驗江南style

■港生在南長街遊玩自拍。

■港生觀看軍隊表演時被震撼。

■港生在臨汾旅體驗實彈射擊。
■港生參觀無錫「華萊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田雯、倪夢璟南京報
道）紫砂壺是中國漢族特有的手工製造陶土工
藝品，受到文人墨客追捧，其中宜興紫砂壺最
為出名。8月10日，港生走進陶都宜興，通過
參觀宜興陶瓷博物館，詳細了解製陶知識，隨
後又赴「紫泥公社」親手製作屬於自己的紫砂
製品。老師們還將港生的作品精心修改，再燒
製出來，寄到香港給同學們留念。
中國宜興陶瓷博物館是內地最早成立的專業
性陶瓷博物館，館內學生詳細了解到紫砂知
識。
據工作人員介紹，宜興紫砂壺之所以受歡
迎，是因為用其泡茶既不奪茶真香，又能較長

時間保持茶葉的色、香、味。
之後港生來到宜興「紫泥公社」，在專業老

師的教導下，從拍泥、塑泥，到雕花，親手製

作陶瓷製品。
港生Tim表示，參觀宜興紫砂博物館時，精
美的紫砂工藝品目不暇給，而能製作屬於自己
的紫砂製品，更是高興。
港生陸善琳也表示：「看到手中柔軟細膩的

紫砂開始慢慢成型，我還在壺身刻上自己的名
字和喜愛的詩句。通過紫砂的體驗活動，我能
走近紫砂，了解中國博大精深的文化。」
在宜興度過的夜晚，港生還參加了花田燈海

藝術節，置身五彩炫目的造型燈海中，欣賞最
美夜景。

宜興習陶瓷 親製紫砂杯

■港生DIY屬於自己的紫砂製品。

鐵血保家國 真情愛中華
江蘇家國情懷之旅圓滿結束了，而

在南京大學上國情課程讓我受到莫大
啟發，趙清林教授講解了中國現階段
的軍事建設、武器裝備以及國家戰略，

我初次意識到國防並不是只有在戰爭年代才值得被重視，
這是國之根本，更是一個國家發展與崛起所依賴的堅強
後盾。反觀在香港的生活與學習，甚少有機會接觸到這
類議題，而大部分港人都缺乏對國防安全的基本意識。
在參觀華西村考察新農村的建設後，也改變了我對

中國農村的刻板印象。華西村展示了中國現代化農村
的新面貌，「貧窮」、「落後」已不是當代中國農村
的標籤，取而代之的是現代化的創新與進步，令我深
刻體會到內地的繁華與發展。

訪軍營讚嘆軍人無私
至於參觀軍營，則讓我強烈地體會到中國軍人的軍

事素質和政治修養。震撼人心的實彈演習，不僅讓我
們明白到戰場的殘酷，亦體現了軍

人在戰場上衝鋒陷陣的剛毅與無畏。他們肩負重任，
為維護國家安全而奮鬥，用血汗與忠誠來履行軍人的
使命。
我想，只有親身體會過，才能深刻感受到軍人的無

私與偉大。在我心中，他們是真正的英雄。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參觀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

同胞紀念館。雖然曾在課本上學習過這段歷史，但當真
的踏上南京這塊土地，置身於紀念館時，才能完全體會
這段歷史的意義，這亦一直警惕世人和平的重要性。因
戰爭而發生的悲劇，在過往歷史中已經太多，歷史可以
被寬恕，但不應被忘卻。記住歷史並不是為了煽動仇恨，
也不是讓人民整天沉湎於歷史的憤恨之中；我們之所以
銘記歷史，是要從中汲取教訓。
世界各國都應以史為鑒，以免重
蹈覆轍。

充分感受江蘇歷史文化
有幸參與此次的江蘇之行，

讓我不僅直觀地領略到江南美麗富庶的水鄉景象，亦
充分感受到江蘇深厚的歷史文化傳承及江蘇的發展與
成就。眾所周知，中國目前在國際地位不斷提高的同
時，其影響力也在不斷增大，並成為世界上不可忽視
的一股重要力量。
對於香港青年而言，加深對國家的認知與了解，有

助於更客觀地看待內地與香港的關係。衷心感謝江蘇
政府的悉心照料與支持，也感謝「未來之星同學會」
在這11年來，致力推動不同的交流活動，為香港青
年認知祖國提供難得的機會與支持。

■文：香港大學附屬學院 高爾貝娜

■港生在惠山古鎮公園內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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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輕輕地踏
進侵華日軍南京
大屠殺遇難同胞
紀念館，深情地

注視着那些栩栩如生的雕像，仔
細觀看那些珍貴的圖文資料，用
心聆聽導遊的細緻講解，心中彷
彿被什麼東西莫名地觸動。我反
覆告誡自己，這場刻骨銘心的慘
痛經歷不應忘記，要時刻警醒
「落後就會挨打」的體會。

懷着壓抑、悲痛的心情走出紀念
館，驀然回首，深深鞠三次躬，代
表我敬佩、愛戴之情。走在南京的
馬路上，呼吸着南京的空氣，感受
着南京人們的溫婉細緻，彷彿自己
完全融入於南京這座集榮辱、繁華、
變遷的偉大城市之中。

遊秦淮河 古色古香
晚上周圍走走，道路兩旁的法

國梧桐，聽着名字浪漫極了，看
着美艷極了，它們歷經滄桑，一
路從民國走到了今天。秦淮河纏

繞在南京城之中，使南京多了一絲胭粉香
氣，多了一份古色古香的味道。一個集體的
旅行，總能聽得歡聲笑語，別有一番風味，
好不活潑熱鬧啊！暮至時分，走進夫子廟，
感受着被秦淮燈光所點亮的二龍戲珠，看見
璀璨星光照耀下的秦淮河水，真想租一龍
舟，游於河上，欣賞着各式花燈，聆聽各種
小曲，心中好不愜意。這不僅是一時的享
受，而是幾百年留下的一種文化記憶。

夜宵時找到精緻的金陵美食，那名滿中華的
鴨血粉絲湯、細嫩的鹽水鴨、金陵灌湯包等各
式各樣美食，讓我大飽口福。同時，也讓我在
這個「民以食為天」的國度裡，不得不敬佩中
華飲食的博大精深。

旅程後期，我們參觀了無錫惠山古鎮，讓我
感受到當地的文化氣息。它以地理位置獨特、
自然環境優美、古祠堂群密集分佈為特色，是
無錫老街坊風貌保存完好的唯一街區。惠山直
街，街上保持江南民居老屋，經銷惠山泥人
的店舖林立，龍頭下有惠山泥人博物館，寶善
橋有惠山泥人廠，街上有張巡廟。惠山古鎮歷
史悠久，古蹟眾多，文化底蘊豐厚，號稱無錫
歷史文化的露天博物館。上自新石器時代，下
至近現代，文化遺存及歷史性建築比比皆是。
惠山古鎮讓人感受到了濃濃的文化氣息，我永
遠不會忘記。 ■文：香港珠海學院 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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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生參觀軍人宿舍。

■港生體驗軍營生活。

■■港生在燈光花海中合影
港生在燈光花海中合影。。

■■港生參觀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心情港生參觀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心情
沉重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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