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傳媒大學副校
長袁軍致辭。

■參觀數字王國。
■在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展示中心
體驗顏值分析機。

在今次課程班活動中，主辦方安排了未來之星
學員們參觀了不同的高科技企業和展示中心，包
括全球最大的獨立視覺特效公司北京數字王國科
技文化，和素有「中國硅谷」之稱的北京中關
村，及北京字節跳動科技公司，讓大家全面感受
內地科技的飛速發展。
華威商學院學生謝昕樂表示，參觀在中國名氣

很大的數字王國機會難得，同學可以接觸不同的
VR技術，「這讓我感嘆內地科技發展已經超越

香港，未來甚至有機會追趕美國。我還在中關村
感受到了不同形式的高科技，如全能眼、虛擬現
實和人工智能眼等。對於就讀商業管理的我來
說，這些知識對我將來工作是無比重要的。」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學生鍾智鴻表示，在中關

村看到了很多世界領先的科技產品，可見國
家已經在國際科技舞台上佔得一席之地，令
其倍感驕傲。

■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

參訪「中國硅谷」為祖國發展驕傲
高科企展示中心

體驗戰士訓練 試當一次「儀仗兵」

學習間隙，41名未來之星學員帶着滿滿的好奇
心走進「神秘」的中國人民解放軍三軍儀仗隊駐
地參觀。在練兵場，港生們不僅觀看了儀仗隊以
迎接外國元首規格展示的閱兵式、分列式表演，
還親自上陣接受儀仗隊戰士們的訓練，體驗了一
把「儀仗兵」的感覺。
在儀仗隊隊史館內，有港生興奮地發現了1997

年香港回歸祖國時，負責升國旗的儀仗隊隊員的
佩刀。參訪活動結束前，港生們還觀看了介紹儀
仗隊日常訓練情況的紀錄片，冬練三九，夏練三
伏，頸下別刺針，腿上纏沙袋，一幕幕高強度訓
練情景，讓同學們震撼不已。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青衣）學生鄺聰表示，在

三軍儀仗隊看到士兵為國家而捨棄小我，成就大
我，不顧四季變更，跨越身體極限，日曬雨淋刻
苦訓練，相信他們堅守着一個信念，就是要為國
爭光，而他們已經做到了，「通過這次交流機
會，很慶幸有機會親眼目睹，讓我對三軍儀仗隊

增添了更多敬佩。」

同學：向中國軍人致敬
西南科技大學的林志偉同學更是激動地表示

「向中國軍人致敬」，他坦言很想站在儀仗兵的
隊列裡，成為其中耀眼的一員。

■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

三軍儀仗隊駐地

■學做儀仗兵。

傳媒之 聚京城 學「互聯網+」識國情
41大學生8天參觀多地 吉炳軒姜在忠頒結業證書

20172017年年66月月3030日日（（星期五星期五））香  港  新  聞A25、46 ■責任編輯：霍柏宇

中國傳媒大學及北京大學的多位知名教授為
港生授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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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的輿情發展與議程設置等多個方面。學員們還
參訪了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解放軍三軍儀仗隊、
人民日報社、數字王國、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
範展示中心、今日頭條等機構，也遊覽了國家博
物館、故宮、長城、北京市西城區茶文化街、王
府井大街等，又赴天安門廣場觀看升旗儀式。

吉炳軒：擔負民族責任
在結業典禮上，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吉炳軒
為來自港大、科大、城大、理大、浸大、仁大等十
多所高校的未來之星學員們頒發了結業證書。他在
致辭時指出，20年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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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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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好知識，鍛造質量，

為祖國的繁榮昌盛、和諧康寧，同時為香港的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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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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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媒大學
副校長袁軍，香港中道集團董事長、未來之星同學
會榮譽主席莊紫祥等也在結業禮上致辭。

姜在忠：獻力民族復興
姜在忠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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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是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20歲的年紀，大家
都已成年，希望同學們珍惜青春年華，把握國
家快速發展的好機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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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貢獻。
據介紹，僅今年6月至8月，未來之星同學會
將組織10個交流團和實習團，包括本次課程班
以及8月出團赴京的「中國國情教育課程班」，
還有分別前往上海、杭州和深圳的實習計劃；
「從香港出發」前往江蘇、上海及成都的交流
團，以及巴爾幹「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交流團
等，行程非常多元化。

袁軍：以行動證責任感
袁軍表示，希望香港的同學們認真學習，用行動

證明自己是具有社會責任感、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
的新一代媒體人。同時，中國傳媒大學也願為更多
同學的成長搭建平台，提供更好的資源和服務。

莊紫祥：促兩地民心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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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次交流團在北京學習期間還舉辦了多次分享

會，香港理工大學學生張家祺表示，感謝未來之
星為同學們提供了這次交流的機會，讓大家深深
體會到「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的道理，課程
讓同學們對祖國政治、經濟、文化及互聯網的發
展有更深入的了解。多名學員均表示，希望未來
可以學以致用，服務香港、貢獻國家。

由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和中國傳媒大學

等機構合作舉辦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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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6月14日至21日在北京展開為期8

天的交流活動，而結業典禮亦已於6月18日在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來自十多所

香港及海外院校的41名大學生，從活動中見識到內地傳媒及互聯網的高速發展，

感受到北京的傳統文化，亦更全面地認識祖國國情，收穫甚豐。

■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

星

在北京期間，未來之星學員們獲安排
走進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與國新辦對外
新聞局副局長、新聞發言人襲艷春面對
面交流。在了解國新辦的職能及新聞發
佈會運作流程的同時，同學們還因一段
老年人的歌唱視頻而深受感動。

與襲艷春交流 識國新辦職責
襲艷春在為同學們講解國新辦的歷史

和職能時提到，國新辦的主要職責是推
動中國媒體向世界說明中國，同時協助
外國記者在中國採訪，推動海外媒體客
觀、準確地報道中國，意在促進中國與
世界各國之間的溝通、了解與合作互

信。襲艷春還分享了一段節目視頻，當
中一群平均年齡72.3歲的清華大學老畢
業生組成合唱團，飽含熱淚演唱《我愛
你中國》。

看見老人付出 反思自身貢獻
香港城市大學學生劉苑錦東表示，

「影片中的一群老人賣力地演出，我們
雖不知道他們以前發生過什麼事情，可
是從他們淚水中，可以感受到這群老人
對祖國的付出和愛。這也令我反思作為
一名年輕人，我們又可以為祖國帶來什
麼貢獻呢？」
香港科技大學學生曾倩儀表示，通過

參訪她了解到，國新辦是經過多次探索
和反覆試驗以後，得出經驗，繼而改
善，才有了今天大家所看到的專業面
貌，「襲女士的分享很坦然很真誠，在
她身上，我看到了國務院新聞辦代表所
擁有的態度，端莊及溫和的素質。而我
此行對『盲點』一詞有了更深刻的理
解，如果我們常常帶着既定觀點看內地
的新聞議題，而忽略了議題背後所需要
被深入發掘的深層含義，那麼我們將一
葉障目而不見泰山。學習看得深入一
點，看得更全面一點，才能看到最真實
的國情。」 ■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

在參觀過「世界十大報
紙」之一的《人民日報》
報社後，未來之星學員們了
解到這份大報的歷史與發
展；走進該報的「中央廚
房」後，同學們更掌握到在
新媒體潮流下《人民日報》
如何順勢而進行的一系列
改革。
香港城市大學學生仇佩琪

首次參觀報社，對此感到很
新鮮及好奇，「『中央廚
房』令我印象最深刻，其設
立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提供平
台讓不同的部門能在同一空

間下合作，拉近部門與部門
之間的合作，從而提升各方
工作效率，實現『一次採
集、多元生成、多渠道傳
播』的工作格局。」
珠海學院學生羅淑儀表

示，曾以為只有香港的公司
才有「共享工作間」的模
式，真沒想到內地的媒體竟
然也有這麼先進和大面積的
「共享工作間」，這也讓其
對內地媒體的發展有了一個
全新的認知。

■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

走進「中央廚房」全新認知內地傳媒
人民日報社

■港生向國新辦對外新聞局副局長襲艷春提問。 ■港生參訪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未來之星41名學員6月20日
來到北京市西城區，參與品
茶、學茶藝、體驗非物質文化

遺產項目、學習中華武術等一系列活動，深入領
略北京的風土人情，感受中國文化魅力。
看了長嘴茶壺表演，香港理工大學的區偉民、

香港城市大學的吳嘉玲等4名學員也紛紛上台拜
師學藝。在師傅的指導下，他們拿起長嘴壺一板
一眼地倒起了茶。吳嘉玲指，「今天看到了傳說
中的長嘴壺表演，親自上陣體驗，手很痠。這些
動作到底有多難，只有自己知道。可見師傅們的
功力不是一朝一夕可以練成的。」
同學們還參加了彩繪臉譜、彩蛋繪畫、捏泥人、

仿古瓷等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的體驗和互動。

西門莎菲大學（溫哥華）學生王有成興奮地表
示，在這幾天的行程中，最喜歡的是去中國茶葉
第一街——馬連道，「我不單品嚐了各類茶葉、
了解到茶文化歷史，還學到一些中國傳統手藝，
如製作瓷器、畫臉譜等，親身體驗了製作小工藝
的過程和樂趣，而且老師還將作品送給我們作紀
念。這鼓勵了我們更加用心和專注自己的作品，
做到最好。」
隨後，同學們又與武林高手「切磋」了中國功

夫，並拜師學了一套拳法。香港城市大學專上學
院學生袁璟瑩指，以前在電視中看到武術覺得很
震撼，但在香港從未體驗過，如今得以現場感
受，心情無比激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

拜師練拳法 學耍長嘴壺

■■學員拜師練武學員拜師練武。。 ■■在師傅指導下學習長嘴壺倒茶絕技在師傅指導下學習長嘴壺倒茶絕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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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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既包括「互聯網信
息治理與網絡安全」、「網絡獨大？電視將
死？」、「新媒體時代的輿情發展與議程設
置」等聚焦新時代媒體發展的內容，更有關於
「香港基本法與『一國兩制』」的專題講座。
恒生管理學院學生劉海鉅表示，非常高興能在

中國傳媒大學上課，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北京大學
法學院助理教授彭錞帶來的「香港基本法與『一
國兩制』」的專題講座。彭教授用翔實的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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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我學到了
『一國兩制』的定義、內地對『一國兩制』的看

法、未來十年裡『一國兩制』的定向等，很有意
思。」
至於《中國青年報》首席記者劉暢就以「新

媒體時代的輿情發展與議程設置」為題作分
享。香港科技大學學生周俊安指，通過劉老師
的課程，深深感悟到什麼才是傳媒人應有的操
守，那就是應該通過一個個專業的報道，引領
社會走向一個正能量的方向。
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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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專題講
座。香港理工大學學生張家祺認為，長江老師結
合自己在央視香港記者站工作的經歷，讓人明白
記者可以運用專業知識為國民作出貢獻，工作的
意義非凡。■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

講座學習知識 悟傳媒人操守

一眾未來之星學員在8天學習期內，不僅學習
了許多國情知識，還登上了長城，參觀了故宮，
觀看了天安門升旗儀式。豐富多彩的活動，讓學
生看到了生機勃勃的北京，深入領略了京城風土
人情和中華文化魅力。
有道是「不到長城非好漢」，在上課學習之
餘，未來之星學員亦登上了他們期待已久的萬
里長城。在兩個多小時的遊覽過程中，同學漫
步長城，回顧中華民族所走過的不平凡歷程。
很多同學初次踏上長城，興奮不已，頻頻拍照
留念。
香港科技大學學生周嘉傑表示，「『不到長城

非好漢』，但當自己親身爬上萬里長城後，我明
白到能登上長城的固然是好漢，但興建萬里長城
的先輩，更是好漢中的好漢。即使我輕裝上陣，
登頂後仍氣喘、汗流浹背、雙腳無力，但興建長
城的人不但要爬山，更要背着建築材料上山，可
見長城的偉大。」
即將離京時，學員在日出前趕赴天安門廣場觀

看升旗禮。聽着國歌奏起，學員全神貫注地行注
目禮。有同學表示，在天安門廣場前、嘹亮的國
歌聲中觀看感受升旗禮，絕對是此次北京學習中
深刻而難忘的時刻。

■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

登長城「當好漢」領略中華文化魅力

深刻理解「盲點」發掘深層含義
國務院新聞辦

京城風土

專題講座

■未來之星同學會榮
譽主席莊紫祥致辭。

■「未來之星‧香港傳媒專業大學生國情課程班——互聯網+主題團」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結業典禮。

■港生參觀人民網。

■姜在忠為港生頒發結業證書。

■走進該報的
「中央廚房」
後，同學們更掌
握到在新媒體潮
流下媒體融合運
作方式。

■學生在講座後大合照。

■■登長城登長城。。

■■在中國傳媒大學聽講座在中國傳媒大學聽講座。。

■■參觀三軍儀仗隊參觀三軍儀仗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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