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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26日交流團在杭州舉行開學禮，由
浙江省委統戰部部長馮志禮主持，浙江

省委副書記袁家軍代表省委、省政府，對訪
問團一行的到來表示熱烈歡迎，並向同學們
簡要介紹了浙江的發展情況。

浙副書記致辭鼓勵
袁家軍致辭時鼓勵香港青年要「立德、立

功、立言」，要與時代同步，抓住時代的發
展契機，樹立遠大理想，更要把自身發展與
祖國民族的命運相結合。
袁家軍還提到，青年人要成長，就要「讀
萬卷書、行萬里路」，祖國幅員遼闊，是大
家最可靠的後盾，希望此次豐富多彩的浙江
之行，可向香港青年傳遞創業創新的激情及
自強不息的奮鬥精神，並共同開創浙江與香
港更加美好的明天。
開學禮後，同學展開了一連串豐富多彩的

參訪活動（見另稿）。其中大會安排了浙江
大學發展委員會主席張浚生為同學做了一場
別開生面的國情講座。

作為原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張浚生參
與了香港很多重大歷史事件。在講座中，張
浚生以自身的經歷，講述了從中英聯合聲明
簽署後到香港回歸過程中的具體細節。

張浚生講座別開生面
張浚生又談及1987年10月由紐約華爾街引
發的全球股災，當時香港恒指一周內跌了
42%，為了穩定市場，中銀與匯豐、渣打一
起注入巨資，並發動香港大財團聯手救市，
「由於紐約與香港有時差，新華社香港分社
員工那一周都睡在辦公室，晚上看紐約市場
情況，白天看香港市場情況，非常驚險。」
在介紹內地高等教育發展狀況時，張浚生

以浙江大學為例，概括介紹了中國高等教育
發展成果。他指出，目前中國經濟總量達到
世界第二位，中國教育培養出來的人才功不
可沒，「對國家而言，青年是祖國的未來，
國家的發展離不開一代一代人的努力，願未
來之星同學們通過了解國家歷史和現狀，樹
立報效祖國的理想，實現自己的人生價

值。」

歐陽曉晴倡廣結人脈
上月30日，活動接近尾聲，大會在浙江傳

媒學院桐鄉校區舉行了結業儀式，同學們從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副董事長、總經理兼
未來之星同學會主席歐陽曉晴手中接過結業
證書，順利結業。
歐陽曉晴表示，今年未來之星同學會將組

織更多交流實習團到內地來，協助港生增強
國家觀念，提升社會責任感，「我希望同學
能在內地廣交朋友，把所見所想與家人分
享，動員更多的年輕人參與到我們團隊中
來。」
今次「未來之星．從香港出發——冬聚浙
江」交流團，獲浙江海外聯誼會、浙江大
學、浙江傳媒學院、浙江音樂學院的鼎力支
持，中聯辦、香港特區政府、香港各專上院
校協辦，同時也得到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
華東新聞中心、浙江記者站及多位當地知名
專家學者的全力協助。

2016「未來之星‧從香港出發——冬聚浙江」交流活動近日圓滿結束。在6天的行程

中，來自港大、中大、科大等香港院校及明愛莊月明中學的70多名大中學生，到訪杭

州、嘉興兩地，參觀G20杭州峰會會場、阿里巴巴和夢想小鎮，聆聽國情講座，並與浙

江3所大學師生交流聯誼，多元化的活動令港生感受到了浙江的歷史文化積澱與創業創新氛圍，進一步拓闊視野，

增加對祖國的認知與關注。 ■記者 俞晝、茅建興，通訊員 樓惠麗、葉羽舒

在浙江大學紫金港校區，同學們參觀了浙
江大學文化遺產研究院和浙江大學醫學人體
博物館，看到在一所大學校園裡竟然藏有高
度還原的敦煌莫高窟220號洞窟，大家紛紛
表示不虛此行。
據了解，220號洞窟原窟鑿於初唐，窟室
為覆斗頂，洞窟的南、北兩面牆壁上，覆蓋
着創作於初唐時期的大型壁畫。浙江大學教
師陳清汶介紹說，為了複製這個石窟，專家
搭建整個石窟牆壁的形狀進行三維數據掃
描，「我們還自主研發了一套拍攝設備，可
以向上自動升高到4.5米、通過鋪軌道的方式
向前無限延伸，頂部的燈光能自動調節，從
而保證照片整體效果。」

香港城市大學四年級學生余家權表示，參
觀浙江大學文化遺產研究院，可以真實感受
到中國歷史的璀璨，感受到古代的很多重要
文化遺產，「我自己也是讀建築的，所以在
看到今天的敦煌古物時候就覺得很優美、很
震撼，而且在香港也很少有這些仿古的文化
基地。」

人體博物館病理標本夠逼真
浙江大學醫學人體博物館位於橢圓形建築

中，其造型如同一個細胞，寓意「人之
初」，展廳把標本按運動系統、內臟系統、
循環系統、神經系統和感覺器官一一分開，
從科普的角度讓學生了解人體的奧秘。

香港中文大學四年級學生王輝陽表示，在
香港很少有機會接觸到如此逼真的病理標
本，可見浙大的科研水平真的很高。

作為行程中最令人期待的其中一個重
點，未來之星同學們來到了剛剛舉辦過
G20杭州峰會的主會場——杭州國際博
覽中心遊覽參觀。一行人先來到國家主
席習近平接待20國集團領導人的迎客
廳，會館的場地佈置基本保留着G20峰
會現場的原貌，宏偉壯觀的建築風格，
巨型背景牆前，整齊排列着各國國旗。
講解員帶領同學呈環形繞會議區一

周，青花瓷色調的頂燈融合了梅花與桂
花的花卉圖案極為出彩，同學們對每一
處的細節都讚歎不已。城市大學專上學
院一年級學生黃珮涵拿出相機，不斷地
按下快門，希望留下每一個精彩瞬間，
「之前我只能在電視新聞裡看到，當此
刻身處其中，踏着20國領導人走過的
路，感到十分激動。」黃珮涵印象最深
刻的是會場很大，「如果領導發言會有

迴音，所以會場有一個吸音牆，減小迴
音，這個細節做得很到位。」

設計體現江南水鄉色彩
此外，G20會場的整體設計體現了濃

郁的江南水鄉色彩，關於杭州的文化元
素隨處可見，同學們對荷花、西湖十
景、古代詩詞、水墨丹青等均甚感興
趣，一路向講解員提問。

午宴廳前是全亞洲面積最大的空中花
園，各國領導人曾在此出席餐前酒會，
園林打造以「西湖明珠從天降，龍飛鳳
舞到錢塘」為設計理念，現場種了許多
珍貴的植株樹木。
城市大學二年級學生周見晴大讚G20

場地很有現代感，「同時兼具傳統古代
建築之美，其風格、設施，集合了兩個
時代的建築特色，真的很特別。」

G20會場杭州元素令人驚艷 2016「冬聚浙江」
交流團行程

12月26日

下午：浙江省委省政府領導會見
交流團

12月27日

上午：出席浙江大學國情講座

下午：參觀浙江大學文化遺產研究
院與浙江大學醫學人體博物
館，與浙江大學創業學子分
享交流

晚上：夜遊西湖

12月28日

上午：參觀阿里巴巴集團

下午：與夢想小鎮創業團隊交流，
參觀萬事利集團，體驗刺繡

12月29日

上午：參觀G20杭州峰會會場及海
康威視

下午：烏村體驗農作勞動

晚上：夜遊烏鎮西柵景區

12月30日

上午：遊覽嘉興南湖、參觀浙江清
華長三角研究院

下午：於浙江傳媒學院桐鄉校區舉
行結業禮，嘉興市領導會見
交流團

12月31日

上午：返回香港

除了西湖風光的秀美，杭州的詩情畫意還體現
在絲綢文化中，故大會安排了同學們參觀絲綢企
業萬事利集團，欣賞到西湖國賓館元首接見廳的
《盛世風華》雙面刺繡大地屏，國宴廳高6米、長
20米的巨幅絲綢壁畫，20國集團領導人下榻的酒
店房間中的絲綢床品、絲綢睡衣、絲綢藝術品擺
件，以及國宴上的絲綢版元首邀請函，絲綢菜
單、絲綢席籤、絲綢收納包等，這都讓港生們大
開眼界。

觀看「雀金裘」製作過程
中國文學名著《紅樓夢》描述過一件「雀金
裘」，是賈寶玉從賈母處得來的禦寒斗篷，拿孔雀
毛拈了線織的，光華燦爛、極其珍貴。在萬事利絲
綢文化博物館，同學們觀看了「雀金裘」的製作過
程：其面料用孔雀線和金線編織而成，孔雀線是用
孔雀羽毛上的羽絨纏在細蠶絲上做的；金線的做法
也很複雜，金塊經過千錘百煉，打成極薄的金箔
片，一點一點裹在真絲線上。

除了了解絲綢的歷史和文化，未來之星同學們還
學習了緙絲、刺繡等傳統工藝，在絲綢還原的絹紙
上體驗毛筆書寫，及用手工刀學習在絲綢上的雕刻
藝術——天鵝絨，同學們均大感興趣，每個展台都
圍滿了躍躍欲試的同學。
香港樹仁大學二年級學生丘珩暉體驗了用手工

刀雕刻絲綢畫的活動，他興奮地表示，手工藝品
的製作過程需要更多耐心，只要利用好手工刀，
把纏繞在鋼絲上的線挑斷以後，畫面圖案就會呈
現出來了，不過角度要拿捏準確，「我不敢相信
自己也能親手製造出這麼美麗的手工藝品。今天
也是第一次能近距離觸摸到絲綢，真絲的柔滑讓
我印象深刻。」
嶺南大學一年級學生林泳靈則參加了織布活動，

「原來當我要換線的時候，織布機腳下的腳踏板也
需要踏起來，要踏一下再換另外一種顏色的線，不
停地編織它，比我想像中難很多。線真的很細，我
拉不緊線的話，做出來的布會很醜，操作員姐姐做
的就好看很多，這是熟能生巧的手工技藝。」

體驗刺繡 品味絲綢文化

參訪浙大「莫高窟」感震撼

在濱江高新技術開發區，同學們走進海康威視，
探訪這家連續5年佔據全球CCTV（閉路電視）及
視頻監控設備市場龍頭的安防企業。世界互聯網大
會上展示的智能泊車機器人吸引了眾人的目光，大
屏幕中，這些機器人快速有序地將一輛輛汽車運送
到各個車位裡，車主們只需將車門關好，拿起手機
掃描二維碼完成支付，就可以放心離開了。
G20杭州峰會，各國領導人雲集，海康威視的

人臉識別系統是安保一大亮點。經過體驗，城大
一年級學生何宗霖大感好奇，「僅僅只是一個人
在鏡頭前，就可以識別出其性別、有否佩戴眼
鏡、年齡、身高等，很神奇。」

在嘉興，同學們還走訪了浙江清華
長三角研究院，分組參觀了研究院的
實驗室。科研人員介紹了最新的科研
成果，包括技術上的創新和器材的具
體用途，研究院在生物醫藥、生態環
境、先進製造、信息技術等方面的成
就。
一塊類似塑膠片的柔軟薄片貼在腋

下，就能立即準確測出體溫，連接手
機App就可實時監測人體體溫。若家

中小孩發燒了，系統一旦監測到孩子
體溫超過設定值，就會發出警報提醒
父母。
在房間模型中，研究人員展示如何

測試空氣質量，點燃一支香煙，新風
系統開啟前後，網絡連接顯示的
PM2.5、甲醛等主要指標數據變化，
讓大家對空氣污染變化一目了然。
看到各種新產品、新技術，同學們

都覺得大開眼界。中文大學二年級學

生高靖怡指實驗室設備都很先進，部
門分工非常細，做出來的研究精準細
膩，這些地方比很多香港的實驗室要
做得更好。
香港教育大學四年級學生阮家翹則

表示，平時很少接觸理科的東西，講
解員的知識面很豐富，充分地準備了
內容，「內地的研究院有先進的技術
和設備，希望將來可以多和香港合
作。」

此次交流團中，有7名來自浙江大學的學生，他們
充當志願者陪伴港生。雖然相處時間不長，但港生
的自信與開放給浙大學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次

志願者團隊的隊長、浙江大學自動化專業大二學生
劉向向表示，香港的同學和老師都很熱情，彼此在
一起聊了很多，從學校生活到教育制度，從平時的
生活愛好到畢業以後的打算，分別時大家都有些不
捨，歡迎同學們再回杭州。
浙大能源與環境工程專業大二學生王燕表示，港

生勇於表達自己的想法，每次講座結束後他們都踴
躍提問，對學習很有熱情。
浙大英語專業大一學生嚴雨晴則對港生的禮貌和風

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如服務員上菜、撤菜時，
他們都會細心地說一聲謝謝。在上下車時也很禮讓，
對第一次見面的新夥伴也很友好，會主動邀請一起聊
天和拍照。對粵語一竅不通的我說話時，會很努力地
說普通話，還常常會說抱歉說得不好，請我諒解。」

這次浙江之旅，讓港生們對內地社會有了很大的
改觀。樹仁大學二年級學生丘珩暉表示，他一直以
為香港科技發達，人們生活水平很高，但此次浙江
行卻發現不論是點外賣、買東西還是叫車，當地人
都可以用手機來解決，生活非常便利，「香港大企
業以盈利為發展目標，但浙江的互聯網企業以民眾
的需要作為產品的出發點，這很值得學習。」
丘珩暉舉例說，到杭州的第二天晚上，在深夜時

飢腸轆轆，可是周邊的食肆早已關門。當他問酒店
的服務員取外賣單張時，對方指當地很早便棄用外
賣單張，改用手機應用程式付款和點選外賣，「我
在香港一直不知道有這種方法，想不到內地早已把
科技融入生活。」

慨歎偏重金融 忽略新興
在參觀阿里巴巴集團時，一眾學生聆聽業務簡

介，此時丘珩暉才深感中國互聯網創新水平一日千
里，無論是商貿、物流、金融還是雲計算，都走在

了世界前沿，「再加上與浙江大學的創業學子交流
後，我發現浙江的創業創新氛圍濃郁，年輕人有想
法、有幹勁，很值得我們學習。」
丘珩暉認為，香港目前仍固守在金融業的發展

上，忽視了其他行業的崛起，也令年輕人少了許多
發展的機遇，通過未來之星同學會的參訪交流，他
更想深入了解祖國及到內地發展事業。

人臉識別 安防亮點

1921年，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在嘉興南湖一艘小船上召開，並通過中國共
產黨的第一個綱領和決議，宣告中國共產黨
莊嚴誕生。95年後，香港的未來之星們也來
到了革命聖地，泛舟湖上，聽講解員講述中
共誕生的故事細節。

煙雨樓登高 讚南湖風光好
在南湖湖心島南堤，停泊着著名的紅
船，據說這是根據董必武、王會悟等人回
憶，又按老船工、造船工及遊船主人的描
述所造的一艘模型船，於 1959 年仿製完

工。
離船登島，穿過清暉堂，同學們又來到

了因唐朝詩人杜牧的「南朝四百八十寺，
多少樓台煙雨中」而得名的煙雨樓。登樓
遠眺，南湖風光盡收眼底，同學不禁讚歎
南湖風光獨好。

嘉興泛舟 細聽中共誕生故事

浙生指港生自信開放

港生讚浙智能化生活

實驗室體會創新成就

■■同學體驗手工刀雕同學體驗手工刀雕
刻絲綢畫刻絲綢畫。。 俞晝俞晝 攝攝■同學體驗刺繡。 俞晝 攝

■浙江省委副書記袁家軍（右）會見未來之星同學會主席歐陽曉晴率領的交
流團一行。 俞晝 攝

■交流團兩名代表向張浚生贈送「未來之星」團服與水晶
座。 俞晝 攝

■■交流團在嘉興南湖合影交流團在嘉興南湖合影。。俞晝俞晝攝攝

■■港生在浙大校園自拍。 俞晝 攝

■■交流團成員在交流團成員在GG2020杭州峰會會場空中花園雀躍跳起杭州峰會會場空中花園雀躍跳起。。 俞晝俞晝 攝攝

■■交流團在交流團在GG2020杭州峰會會場合影杭州峰會會場合影。。 俞晝俞晝 攝攝

■■交流團參觀浙江清華長交流團參觀浙江清華長
三角研究院三角研究院。。 俞晝俞晝 攝攝

■■浙大志願者帶港生浙大志願者帶港生
參觀校園參觀校園。。 俞晝俞晝 攝攝

■■交流團參觀阿里巴巴。 俞晝 攝

■■同學對海康威視的人臉識別系統很感興趣。俞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