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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級傳媒生 識國情增自豪
吉炳軒勉港生：報效祖國 做發明創造創業星

2017

「 未 來 之

星·香港傳

媒 專 業 大

學生國情課程班——互聯網+ 主題

團」18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隆重

結業禮。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吉

炳軒出席典禮並為學員們頒發結業證

書，他致辭希望香港青年一代能夠學

好知識，鍛造品質，為祖國的繁榮昌

盛、和諧康寧，香港的繁榮昌盛、和

諧康寧作出積極的貢獻。學員們表

示，通過北京8天的學習參觀，增進

了對祖國內地發展和傳統文化的認

識，提升了國家歸屬感和民族自豪

感。（吉炳軒致辭全文刊A13版）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

吉炳軒在致辭中指出，20年來，中央政府
始終堅持「一國兩制」、「港人治

港」、高度自治的方針，嚴格按照憲法和基本
法辦事，是「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堅定守護
者，是香港特別行政區各項事業全面進步的積
極支持者，是香港同胞合法權益的忠實維護
者。「一國兩制」在香港的成功實踐，使香港
更加興旺發達，更加繁榮昌盛。
吉炳軒又寄語青年學生，只有能擔負國家民
族責任，甘於奉獻，樂於付出，能造福人民的
人生，才是最有意義的人生，才是最為自豪和
耀眼的人生。他希望香港青年一代能夠學好知
識，鍛造品質，為祖國的繁榮昌盛、和諧康
寧，香港的繁榮昌盛、和諧康寧作出積極的貢
獻。「這是你們的歷史使命。希望你們成為發
明之星，創造之星，耀眼的創業奉獻之星。」

姜在忠：抓機遇多擔當多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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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辭表
示， 「未來之星」這一青少年公益組織至今
已蓬勃發展12年，近4,000名香港青少年通過
「未來之星」平台了解國情，認知祖國。
姜在忠指，今年是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7
月1日既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冠禮」之日，
也是青年學生們人生之中的「成年禮」，希望
同學們珍惜青春年華，把握國家快速發展的好
機遇，更加穩重，更具活力，更有責任感，為
香港繁榮穩定多一些擔當，為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多作出一些貢獻。

莊紫祥勉同學做愛國愛港傑青
香港中道集團董事長、未來之星同學會榮譽
主席莊紫祥表示，經歷12年成長，未來之星
同學會已成為香港青年國情教育的知名品牌，
每年為大批香港大中學生提供體驗國情、增強
國家觀念的各類交流活動，幫助香港學生提升
國民身份認同感和社會責任感，促進兩地民心
相通，希望同學們繼續努力，成長為愛國愛港
的傑出青年。

兩地生從相識相知到相互欣賞
港生代表、香港理工大學學生張家祺表示，
感謝「未來之星」為同學們提供這次交流的機
會，令他們加深了對傳媒專業的認識，更增加
了對祖國的了解。
北京志願者代表、中國傳媒大學學生周荻瀟
表示，在「未來之星」傳媒班活動中，中國傳
媒大學學生與香港青年學子從相識相知到相互
欣賞，再到可以互相敞開心扉、吐露心聲，十
分難得。
本次課程班由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和中國
傳媒大學等合作舉辦。41名大學生學員分別來
自香港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城市大學、
香港理工大學、香港浸會大學、香港樹仁大學
等十餘所香港及海外院校。
學員們在京期間，聽取了各種講座，內容涵
蓋互聯網信息治理與網絡安全、香港基本法與
「一國兩制」、新媒體時代的輿情發展與議題
設置等多領域。參訪了國務院新聞辦、解放軍
三軍儀仗隊、人民日報社、今日頭條、數字王
國、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展示中心等，並
獲安排參觀國家博物館、故宮、長城、西城區
茶文化街、王府井大街等，又赴天安門廣場觀
看升旗儀式。
中央統戰部三局巡視員覃菊華，教育部港澳
台事務辦公室常務副主任趙靈山，中國傳媒大學
副校長袁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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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政府駐北京辦
事處文化交流總監吳家倫等也參加了結業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
參觀中國人民解放軍三軍儀仗隊是近年來
「未來之星傳媒班」的傳統內容，也是每屆
學員們最期待的行程之一。16日，2017
「未來之星·香港傳媒專業大學生國情課程
班—互聯網+主題團」走進中國人民解放
軍三軍儀仗隊，觀看了三軍儀仗隊最高規格
的表演，還接受教官的嚴格訓練，實地感受
了「儀仗兵」的辛苦與不易。學員們紛紛表
示，被威武自信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所震撼和
折服，也為自己國家能有這樣的鋼鐵之師而
驕傲。還有學員表示，看到這樣的解放軍，
自己的安全感都增加了許多。

無懼酷暑 學做儀仗兵
參觀當日正逢北京今年盛夏最高溫度，

在40度高溫下，身着厚重禮服的海陸空
三軍儀仗隊用迎接外國國家首腦、最高規
格的儀仗表演迎接「未來之星傳媒班」的
學員們。
儀仗隊分別為港生們做了迎賓和分列式

表演，整齊劃一的步伐，威武自信的氣
質，雄壯有力的口號聲，都引得現場港生
讚歎。許多學員忍不住站起來鼓掌喝彩，
紛紛拿出手機記錄精彩的一幕。
儀仗隊不只安排了學員們與儀仗隊官兵

拍照合影，還讓教官上陣訓練學員，讓大
家都體驗一把「儀仗兵」的感覺。訓練場
上，學員們忘記了驕陽似火，酷暑難耐，

跟着教官們認真學習敬禮、踏步、轉身，
每一個動作都一板一眼，有模有樣，許多
學員衣衫都被汗水濕透。

「軍迷」生認出儀仗隊「明星」
香港基督少年軍第十二分隊中士、香港

學生林志偉是一名不折不扣的「軍迷」，這
名曾在駐港部隊儀仗隊訓練過的學員在儀仗
隊能熟練的叫出儀仗隊幾位「明星」軍官的
名字，還能說出他們的經歷，在練兵場熱烈
地向儀仗隊大隊長李本濤提問題。
他坦言自己對儀仗隊非常癡迷，本身看

到有參觀儀仗隊的行程才報名參加「未來之
星傳媒班」，看了儀仗隊的實地操練，才覺
得之前自己在香港的那些只能叫做演出，差
之甚遠，並深深為中國軍隊驕傲和自豪。

香港樹仁大學四年級學生梁穎琦去年是
未來之星傳媒班學員，今年再次參加傳媒
班已經是一名幹事。去年在觀看完儀仗隊
表演後，她曾感歎「可以再多愛中國一百
年」。今年她再次看到儀仗隊表演，少了
一些激動，但增加了更多的安全感，「正
是有了中國軍人的不懈努力，才讓我們有
安穩的生活，讓我們在一個並不是很安全
的世界裡生活在一個安全的國家中，讓我
們有安全感、踏實感。我們國家的軍隊是
我們最應該自豪的一部分。」
學員們在儀仗隊還參觀了儀仗隊隊史

館，觀看了儀仗隊日常訓練情況的紀錄
片，收穫滿滿。
未來之星同學會副主席張錦川表示，觀
摩中國人民解放軍三軍儀仗隊的精彩表

演，體驗軍營生活，相信這對從小生活在
和平環境中的香港大學生們來說，是一次
難忘和充滿驚奇的特殊經歷，這將有助同
學們進一步了解祖國、認知國情，增強國
家認同感和民族自豪感。
中道集團董事長、未來之星同學會榮譽

主席莊紫祥在觀看完儀仗隊表演後表示非
常震撼，特別是作為中國人在現場聽到國
歌時非常感動和振奮。
他指，從三軍儀仗隊整齊劃一的步伐就

可以感受到中國軍隊的紀律嚴明，也只有
中國軍隊才可以這樣出色。
他又提到，自己有與許多香港青年接觸

的機會，以後會常常以儀仗隊為例，鼓勵
香港青年學習中國軍人服從紀律，愛國向
上，不畏困難的精神。

觀三軍儀仗 安全感倍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靜
北京報道） 在京學習參觀期
間，2017「未來之星·香港傳媒
專業大學生國情課程班—互聯
網+ 主題團」為港生們安排了
內容豐富的講座課程，既包括
「互聯網資訊治理與網絡安
全」、「新媒體時代的輿情發
展與議程設置」等新媒體發展
內容，也有關於「香港基本法
與『一國兩制』」的專題講
座。在聽過講座後，港生認為
課程令自己對「一國兩制」和
香港基本法有了全面準確的了
解和認識。

港生：對港更有信心
學員們到京後參加的首場講

座是北京大學法學院助理教授
彭錞的「香港基本法與『一國
兩制』」專題講座。彭錞用豐
富的理論知識、充足的事例、
精要的講評為港生們介紹了香
港基本法及「一國兩制」的理

論背景及成功實踐。
港生劉海鉅表示，通過這堂

課，自己對「一國兩制」和香
港基本法的定義、發展等問題
都有深刻的認知，對於香港未
來的發展也更加有信心。
互聯網與傳媒業發展講座是

學員們此行的重頭戲。17日下
午，中央電視台《新聞調查》
主持人、資深記者長江以「網
絡獨大？電視將死？」作分
享。長江結合自己在央視香港
記者站工作的經歷，與港生們
交流。
18日上午，中國青年報首席

記者劉暢就給港生們帶來了
「新媒體時代的輿情發展與議
程設置」講座，談到自己的採
訪故事，又介紹了媒體在互聯
網時代的影響、如何實現輿論
監督等新聞理念和話題。
學員們於講座後表示，理解

了什麼是真正的媒體人和內地
媒體，活動很具啓發性。

新媒體基本法 專題講座連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靜 北京報道）16日
下午，2017「未來之星·香港傳媒專業大學生國
情課程班—互聯網+ 主題團」的學員們走進
「世界十大報紙」之一的人民日報參觀，其先進
發達的中央廚房新媒體系統令港生們大開眼界，
並大讚內地媒體視野開闊、思維新穎、技術先
進。
在人民網，港生們以集體訪客的身份成為2017

年第2,962位作客人民網的嘉賓。走在人民網工
作區，工作牆上人民網工作人員的生活照先進入
港生視線，每一張面孔都非常年輕，港生們坦言
沒想到人民網的媒體人也都如自己一樣年輕，大
讚這些工作人員年輕有為。

在大名鼎鼎的人民日報中央廚房，港生們先到
達指揮調度室，並在放着諸多部門標籤的空位上
選擇自己心儀的位置，國內部、評論部、環球時
報、總編調度中心等。現場工作人員介紹指，人
民日報「中央廚房」打破了過去媒體的板塊分割
運作模式，建立起採編聯動平台，統籌採訪、編
輯和技術力量，實現「一次採集、多元生成、多
渠道傳播」的工作格局。
學員林志偉表示，「原來以為它會像傳統報社

那樣，有很多打字的聲音。實地參觀後才發現他
們的工作模式非常新潮，可以看出中國媒體與國
際傳媒領域發展的一個接軌和轉變，也改變了我
們對中國傳媒以往的印象。」

走進人民日報 讚思維新技術佳

「我先提個建
議，同學們已經站
了很久，是不是先

請他們坐下？」昨日2017「未來之
星·香港傳媒專業大學生國情課程
班—互聯網+ 主題團」結業典禮上，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吉炳軒在致
辭環節說出來的第一句話，令現場學
員們大感暖心。
因為場地有限，加之有合影環

節，昨日結業典禮安排學員們站在
後排，出席典禮的嘉賓們坐在前
排。這一點被吉炳軒看在眼裡，主
持人邀請他上台致辭後，他面對學
生們說出的第一句話就是「先請同
學們坐下來」。原本站得筆直的同

學們，誰也沒有想到吉炳軒有這樣
的開場白，一時間有些不知所措。
吉炳軒又伸出雙手做出「坐下來」
的示意，同時請現場主持人和工作
人員安排同學們就坐。

同學報以長時間熱烈掌聲
「對，你們坐下來我再講話。」看

到同學們都坐下後，吉炳軒高興地
說。這句話贏得現場同學們長時間熱
烈的掌聲。
「我們都沒有想到吉副委員長會這

樣開頭，所以大家都愣了一下。他真
的是一個和藹可親的領導人，絲毫沒
有領導人的架子。」未來之星傳媒班
學員、香港理工大學學生余少立表

示：「可以看出吉副委員長很體貼，
很關愛我們香港青年。」
余少立又提到，昨日結業典禮最受

感動和啟發的還是吉炳軒在現場的講
話，「吉副委員長的講話非常有意
義，對我們香港學生很有啟發。他鼓
勵我們要為祖國服務，要振興中華民
族，把中華民族的中國夢發揚光大。
他告訴我們，將來不只是要為香港服
務，而是要為整個中國服務，讓中國
強大起來。」
有港生表示，吉炳軒的這一句「請

坐下來」，讓同學們感受到了來自長
輩的關愛，「我第一次與中央領導這
麼近距離接觸，沒想到吉副委員長像
家裡的長輩一樣可親，一下子就拉近
了距離」。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

吉炳軒開場白：同學們坐下再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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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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