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身臨宛平 抗日戰場緬先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前事
不忘，後事之師。在學習期間，同學們專程趕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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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紀念館大廳，同學們向烈士雕像獻花，並默哀一
分鐘。隨後他們按組別分批參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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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觀過程中，同學均表示，以前只能在書本、
電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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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愛和平。

為人民心痛 為戰士自豪
保良局顏寶鈴書院學生許浚逸表示，展覽令其
深感震撼，看到日本侵略者殺害中國同胞的照
片，更深切體會到戰爭對中華民族的傷害，「抗
戰歷史以前只是歷史書上的簡單認知，如今在這
裡看到更多的資料，我為苦難的同胞心痛，為英
勇的抗日將士自豪。希望以後世界和平，不要再

有戰爭。」
香港城市大學的陳婉桃表示，「在看到日本帝

國主義對中國犯下暴行的物證後，我覺得非常憤
慨，而革命先烈們的英勇抗擊又讓我倍感振奮，
也令我明白和平是多麼的重要，戰爭是多麼的可
怕。」通過默哀和參觀，她對中華民族抗日戰爭
這段歷史有了一個脈絡清晰的完整的認識。
隨後，同學們來到屹立了幾百年又飽經抗戰烽

火的盧溝橋，真切感受到中華民族曾經遭受的苦
難和抗日先烈誓死報國的決心。

■■同學們在抗戰紀念館為抗日戰爭同學們在抗戰紀念館為抗日戰爭
期間的死難同胞默哀期間的死難同胞默哀。。 江鑫嫻江鑫嫻 攝攝

■參觀抗戰紀念館。 江鑫嫻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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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行千里 勝讀萬書
未來之星國情班結業 訪京增民族自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今次學習期間，同學們不僅
學習了許多國情知識，還登上長城、參觀故宮、觀看天安門升旗儀
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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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的風土人情和中國文化。

初登長城 如願當好漢
俗語云︰「不到長城非好漢。」8月27日，學員們登上了期待已久
的萬里長城。他們用了兩小時漫步長城，體會「仁愛」、「和合」的
中華民族古訓。他們很多人是初次攀上長城，興奮不已，雀躍地拍照
留念。
在整個參觀行程中，香港中文大學學生羅銘峰最期待的就是登長城，

如今終於如願登上了長城當了一回好漢。他說：「長城是中國歷史上最

宏偉的建築之一，細細體會，不得不佩服先輩們的毅力和決心，為此感
到強烈的民族自豪感。」

故宮遊殿宇 紅牆展威嚴
此外，學員們於8月28日在導遊引導下參觀故宮。有別於長城的宏偉

壯闊，故宮紅牆內的華麗殿宇及皇家珍貴文物引起了港生的好奇心。
香港樹仁大學學生陳鑫穎表示，以往一直在學校學習課本知識，且遊

覽範圍始終局限在香港及南方，從未曾深入到祖國內地，這次能來到北
京，感受到這座古都的磅礡大氣和厚重文化，「真是難得機會。」
在故宮博物院，她被高大雄偉的宮門、巍峨壯闊的宮殿、黃瓦紅牆的

威嚴所展現的皇家氣勢和歷史縱深感所震撼，對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有
了更深的認識與思考。■同學們登上萬里長城。 江鑫嫻攝

漫步古城 古都建築感震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訪問軍營
一直被「未來之星」學員視為國情培訓活動的「重頭
戲」。當七十多名學生在8月24日走進北京郊區的北
京軍區衛戍區某摩托化步兵團，親身感受士兵真槍實
彈的演練之後，對軍人的訓練有素、刻苦耐勞及保衛
國家的奉獻精神讚歎不已。
保良局顏寶鈴書院學生謝樂筠：
這次近距離看到軍人演練感覺十分震撼，尤其是戰

士們精準的槍法更讓人覺得不可思議。如果這些戰士
們參加奧運會，一定都能取得優異的成績！我小時候
就夢想能成為空軍飛行員，雖然今天看來已無可能實
現，但這次能跟軍人「親密接觸」也算實現了人生願
望。
恒生管理學院學生周芷君：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話是：「軍人不知道何時才

有機會用上他們的戰術，但他們都每天在準備。」這
種高尚的品格正是我們要學習的地方。每天為自己的

未來準備多一些，將來必有用處。
香港樹仁大學學生嚴詩蘊：
解放軍每天都要操練，只有休假時才能與家人相

聚，就是為了保護我們的家園，讓人民生活得更安
全，他們的犧牲與奉獻精神深深感動了我。
香港理工大學學生林團傑：
通過參觀，我們看到陸軍射擊準確度非常高、近身
搏擊技術突出，能在短時間內把敵人擊敗。這讓我感
受到祖國軍事上的強大，以及作為中國人的驕傲。
香港樹仁大學學生陳玉龍：
十分開心可以參觀解放軍軍營，觀看軍事表演，這
是一次獨一無二的經歷。祖國的軍事發展迅速是毋庸
置疑的。同時，親睹炮火的威力，更知道戰火的無
情，讓我更加珍惜在香港這太平地的生活。
香港城市大學學生蔡佳欣：
這次參觀未有太多機會與軍人交談，如果有機會聽

他們分享日常的生活及練習，必定更完滿。

參觀軍營 睹炮火冀和平

■同學們參觀軍隊武器裝
備展示區。 江鑫嫻攝

■學員參訪軍營。
江鑫嫻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
「未來之星」學員於8月24日走進「神秘」
的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親身感受國新辦發佈
會的運作情況。部分學員更把握機會，向
國新辦新聞局副局長襲艷春提問。他們均
表示希望日後能與更多中央政府官員交流，
增強港生對國家政府機構的認知。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學生袁偉強：
第一次去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感到十分

興奮和開心。從新聞辦襲小姐的分享中更
令我了解到內地傳媒的發展。他們並不是
一成不變，而是積極改善，希望能成為政府和市民的橋樑，可見新聞辦的責任十分大。
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學生區駿康：
最讓我感興趣的是襲副局長提到舉辦新聞發佈會，向中外記者介紹中國情況和方針政

策，是次交流加深了我對中國傳媒的理解，同時亦令我深深地體會到發佈信息的不易。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黃倩彤:
到訪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與負責人交流，真正了解內地新聞傳播的運作，確是獲益良

多。
香港珠海學院學生樊芷晴︰
通過與襲副局長的座談，我了解到國務院新聞辦的運作模式，對外發佈消息亦逐步透明

化。她投身新聞界多年，不時面對外國傳媒的尖銳問題，表現從容不迫，同時還分享了自
己生活上的點滴。我希望大會日後可安排更多與政府官員的座談會，增強大家對國家政府
機構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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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生向國新辦新聞局副局長襲艷春提問港生向國新辦新聞局副局長襲艷春提問。。 江鑫嫻江鑫嫻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
報道）在學習訪問期間，同學們還到
訪了北京西城區，參觀首都博物館、
赴什剎海體校學功夫、在前門大柵欄
商業街體驗老北京特色風情，感受中
國傳統文化，品味箇中魅力。

老北京自述 回憶古到今
首都博物館各展覽中，同學最感興

趣的是「京城舊事．老北京民俗
展」。展覽把最貼近生活的人文禮
俗，以「老北京」回憶自述的形式呈
現，包括洞房花燭、古稀祝壽、出生
添丁、辭舊迎新等場景。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羅銘峰表示，在

首都博物館，「看到不同的歷史文物
使我彷彿穿越了時空，回到古代，與
古人交流。」香港樹仁大學學生潘凝

紫亦指從中認識了更多關於北京的歷
史，還看到了很多在當地出土的文
物，「讓我們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了解
北京從古至今的發展，我發現北京除
了是一個經濟發展繁榮的城市，同時
也充滿了文化底蘊。」
在北京，提起大柵欄，幾乎無人不

知無人不曉，同仁堂、內聯升、瑞蚨
祥、六必居等三十餘家百年老店在這
個街區上崛起。作為老北京傳統商業
中心的大柵欄，在歷史上雖有沉浮，
但經受了近六百年的歷史風雨，至今
仍每天吸引着大量遊客到訪，也令一
眾同學流連忘返。

傳統大柵欄 老街傳文化
香港教育大學學生鄭美娟表示，大

柵欄中有中國放映第一部電影的影

院、茶葉館、中國古代手製的鞋店、
絲綢店，大家還欣賞了一場很有中國
特色的皮影戲，「這條街能將中國文
化傳承下去，不只是內地遊客，更能
將傳統文化宣揚到海外乃至全世界。
這體現了國家對傳統文化的重視和積
極保育。」
學員們於8月22日受邀前往被稱為

「世界冠軍搖籃」的什剎海體育運動
學校，近距離觀看精彩的功夫劇，品
嚐冠軍餐，還在現場學習五步拳，並
與「武林高手」切磋中國功夫。
香港科技大學學生何康達頭一次學

習中國武術，「我體驗到中華武術博
大精深的同時，也深切地感受到運動
員要取得冠軍，就必須要有超人的忍
耐力，要想成為奧運冠軍絕非易
事。」

走訪西城 細味京城舊事

■同學們京城習武。
江鑫嫻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2016未來
之星—中國國情教育培訓班」日前在人民大會堂舉行隆
重結業禮。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嚴雋琪出席典禮並為
70多名香港未來之星頒發結業證書。

握人生路向 為兩地貢獻
嚴雋琪致辭表示，未來之星這個名字取得非常好，「青

年意味着蓬勃的生機，年輕一代有更多的發展機會。中國
有句老話，求學問，要『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今天互
聯網和新媒體迅速發展，但這句話依然沒有過時，因為最
直接的觀察和接觸，會帶給同學們鮮活的感受，促進大家
深入地思考。」
嚴雋琪又提到，「香港和祖國內地唇齒相依、榮辱與

共。現在香港正處於發展的關鍵時期，中華民族正在崛
起，中國正在走向繁榮、民主、昌盛，希望青年人能珍惜
青春年華，好好學習，把握好人生的航向，在香港的發
展、祖國的發展、世界的發展中，作出自己的貢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全國政協委
員、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董事長、未來之星同學會主席
團主席姜在忠出席結業禮致辭表示，8天行程，雖然不能
將北京的所有美麗盡收眼底，但行程的豐富和飽滿，定會
加深同學們對祖國的了解、理解和感情。

對香港承擔 對國家有用
姜在忠說：「青年是香港的未來，是國家的未來。你們的
理想與抱負，與祖國的發展密不可分。願你們繼續深入內
地、多角度了解國家發展，成為對香港有承擔、對未來有抱
負、對國家有用處的有為青年，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
他介紹指，未來之星同學會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香港文

匯報在國家有關部委、香港中聯辦、香港特區政府的支持
下，在多個愛國愛港的社會團體共同推動下，於11年前
在香港成立。11年間已聚集了三千顆「小星星」共同發
光，港生通過交流和實習，體驗國情、了解國情，拓寬視
野，增加了對國家的認知和關注。
姜在忠表示，希望同學們回到香港之後，能將此行所感

所見告訴更多的同齡人。未來之星同學會會繼續舉辦不同
活動，歡迎更多香港青年多來內地參觀、交流，認識更多
朋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在北京學習
參觀期間，未來之星同學會精心安排了多次團內分享會，
讓學員們把數天的學習經歷分享和交流。每個小組的分享
會安排在其中一個組員房間，十餘人圍在一起，從同學們
個人的視角出發探討兩地經濟、政治、風土人情的差異，
同時還對一些參訪活動的具體安排提出建議。
此外，更多的是來自香港各所院校的學生相聚在一起的

喜悅。據第六組的組員反映，這次收穫的不僅是來到北京
學習了國情，而且還認識了很多來自本港各個高校的同
學。同學們在一起度過了充實的暑期時光，透過這幾天的
學習生活結交了許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回到香港之後，大
家會繼續保持聯絡。

嚴雋琪︰
帶給港生鮮活感受

團內分享
個人角度探差異

姜在忠︰
加深了解增感情

本次課程由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未來之
星同學會主辦，清華大學承辦。來自香港

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浸會大學、英屬
哥倫比亞大學等17間香港及海外知名大學的57
名大學生，以及保良局顏寶鈴書院的14名中學
生參與其中。

嚴雋琪冀港生增認同
在結業典禮上，嚴雋琪寄語一眾港生，以是次
國情班作為同學們了解國情的新起點，進一步增
進對國家的認同。（見另稿）
姜在忠出席結業禮並致辭，勉港生繼續深入內
地、多角度了解國家發展，成為對香港有承擔、
對未來有抱負、對國家有用處的有為青年，實現
自己的人生理想。（見另稿）
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李一兵代表該校向各同學
順利完成課程表示熱烈祝賀。他指同學們在清華
課堂裡通過講座，對祖國的各方面發展有了更深
入的認識，相信大家增強了對國家的認同和作為
中國人的自豪感與責任感，「中國正處於民族振
興的發展時期，衷心希望大家能把握機會，為民
族、國家振興和香港的發展付出自己的一分努
力。」

清華聽講課 免患「民主病」
在北京的行程中，清華大學為同學準備了內容
豐富的講課，包括中華民族振興與中國發展模
式、內地經濟發展成就和挑戰、「一國兩制」與
香港、中國軍隊架構與國防力量建設、中國的國
際地位與當代外交政策等6場講座。
「『一國兩制』與香港」是國情課程班的學習
重點，導師是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法律司司長
黃柳權。他結合香港實際問題講授「一國兩制」
的科學含義，讓同學以全面、發展的眼光來看待
「一國兩制」，避免「民主病」。
恒生管理學院學生黃業東表示，「專家的講解

令我對『一國兩制』與『港人治港』有了新的看
法，若我去投票、參與政治活動及談話時，會留
意是否與基本法一致。」

了解中央維護「一國兩制」決心
香港科技專上書院學生陳啟鍾表示，黃柳權
的精彩闡述使他認識到中央政府努力維護「一
國兩制」和香港高度自治的決心，也讓他反思
到「部分人與其不斷煽動自決等不切實際的行
動，倒不如好好了解中國國情、基本法以及
『一國兩制』，這樣對自己和香港才是百利而
無一害。」
中大學生張寶洋則對劉美珣教授關於內地經濟

的講座最有印象，「這次劉教授的講座是以一個
局內人的角度，以符合中國發展的模式分析問
題，令到我對內地經濟有了不同層面的了解。」

將軍教國防 港生感敬佩
由國防大學高兵群將軍主講的「中國軍隊架構
與國防力量建設」課程，全面講解了中國的國防
體制、解放軍編制、陸海空及二炮部隊職能、九
三閱兵等知識。香港城市大學學生岑璟彤指，
「聽完講座，我發現中國的軍事力量比我想像中
更強大，令人敬佩。」
香港教育大學學生吳國亮則對清華大學歷史

系教授朱育和的授課印象最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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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動地講解中國發
展模式。

把握新機會 獻力祖國發展
此外，港生們也為能在清華大學這所名校上

課，學習到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知識
而深感滿足，並為獲得清華的結業證書而驕傲。
城大學生王卓豪指，「在清華大學上課、進餐，
參觀清華園，我們就是清華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2016未來之星—

中國國情教育培訓班」於8月21

日至28日在北京舉行。今次培

訓班共有七十多名香港大中學生參加，各人走進清華大學聆聽名師

授課，參觀抗戰紀念館緬懷英烈，登上萬里長城、走進故宮感受傳

統文化之美，深入軍營觀摩實彈演練，與國務院新聞辦官員互

動……經過8天的交流學習，學員們從清華大學順利結業。全國人大

常委會副委員長嚴雋琪在人民大會堂為學員親授結業證書，並寄語

港生進一步增進對國家的認同。全國政協委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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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在忠出席結業禮並致

辭，勉港生多角度了解國家發展，成為對香港有承擔、對未來有抱

負、對國家有用處的有為青年。同學們均表示，今次交流增進了對

祖國內地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發展等各方面的認識，提升了國

家歸屬感和民族自豪感。

■■姜在忠致辭姜在忠致辭。。
江鑫嫻江鑫嫻攝攝

■■嚴雋琪嚴雋琪（（中中））獲學員代表致送團服獲學員代表致送團服。。 江鑫嫻江鑫嫻攝攝

■參觀前門大柵欄商業街
鞋店。

江鑫嫻攝

■港生聽課期間認真作筆記。 江鑫嫻攝

■■「「20162016未來之星─中國國情教育培訓班未來之星─中國國情教育培訓班」」於人民大會堂辦結業禮於人民大會堂辦結業禮。。 江鑫嫻江鑫嫻攝攝

■同學們喜獲結業證書。 江鑫嫻攝

■參訪國務院新聞辦。 江鑫嫻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