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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生滬實習 冀開闊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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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國家博物館 港生實習有感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第十三屆「香港青少年軍

事夏令營」昨日於解放軍駐港部隊粉嶺新圍軍營舉行開營

儀式。來自香港126所中學近500名學生身穿天藍色迷彩

軍服，無懼風雨於操場上宣誓入營。各人將參與15天嚴格

軍事訓練，在教官指導下接受體能、隊列、戰備基礎及地

圖使用等多項培訓，體驗難忘軍旅生活。

■嘉賓向港
澳大學生代
表頒發實習
結業證書。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江鑫嫻 攝

港生無懼風雨 當小兵鍛身心
500人宣誓入營 體驗軍旅生活 增紀律識國情

參加本屆軍事夏令營的學員前
日（16日）入營，昨日一早

身穿整齊軍服，精神抖擻地參加
開營典禮。其間雖然一度下起大
雨，仍無阻一眾同學參與升旗儀
式，各人在駐港部隊副司令員廖
正榮、香港青少年軍事夏令營籌
委會主席戴進傑等主禮嘉賓見證
下完成宣誓。

廖正榮：為報效祖國打基礎
廖正榮致辭時表示，駐港部隊
20年來於履行防務的同時，一直
注重與香港社會各界加強溝通，
而香港青少年軍事夏令營至今已
舉辦第十三屆，「同學通過訓練
與學習，將更多地了解國家與軍
隊，增加國防知識、軍事技能，
還能增強紀律意識，鍛煉健康體
質，為建設香港、報效祖國打下
良好基礎。」

戴進傑：學紀律服從與團結
戴進傑表示，同學們在15天的
軍營生活中必定能有所裨益，
「在軍營中同學將不會有手機上
網，訓練過程中將會學習到紀

律、服從與團結」，鍛煉出強健
體魄與堅定意志。

學生：加深對國家認同
開營典禮邀請了去屆學生代

表、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中五
生冼愛霖分享去年入營感受。她
指在本港教育下較少機會接觸國
家軍事知識，軍事夏令營有助同
學認識國家軍事發展，以及駐港
部隊的生活，「15天的軍旅生活
不光是學會軍事知識，更能找到
自己的目標」，並可從嚴格的作
息生活中培養出健康生活習慣，
加深對國家認識與認同，獲益良
多。被問到當中有何注意事項可
提醒今屆一眾後輩，冼愛霖表示
夏令營中涉及眾多戶外活動，務
必做好日曬雨淋的心理準備。
為體現軍事特色，本屆軍事夏

令營下設8排32班，每班配督導
員兩名及正副班長，他們將負責
學生訓練、生活與管理。學生們
將在駐港部隊官兵指導下接受各
種訓練，並會參加教育講座、觀
看《香港衛士》綜藝演出等活
動。本屆夏令營將於30日結業。

500多名學生
前日入營，開
始為期半個月

的軍旅生活。其中來自香港布廠
商會朱石麟中學的周鋒，一直對
軍事很感興趣，期望透過參加夏
令營體驗軍人生活，「希望可比
較一下跟學生生活的差異。」入
營之初，他已經歷了在暴雨中宣
誓，周鋒笑言這是一次不錯的考
驗，「同樣情況下，一般學校應
該會讓活動順延，但在軍營中必
須如期進行，絕不會因小事阻礙
宣誓。」他又期望此行可以訓練
良好作息，規劃好生活時間，好
好訓練站姿與坐姿，體驗解放軍
的辛勞。
周鋒表示自己兩歲從廣州來

港，絕不認同內地與香港存在矛
盾。他又認為軍事夏令營主要涉
及生活作息與軍事訓練，不存在
坊間所謂「洗腦」問題。談及未
來目標，他表示有意投考警察，
服務市民，相信此行經歷會很寶
貴。

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學生關育燕表示，
過往未有機會接觸軍人生活，「希望借此
行試下自己能否克服困難，戰勝自己。」
人生首次離家長達15天，夏令營生活將包
括眾多戶外劇烈活動，關育燕坦言有些擔
心體能未必足以應付，但同時又很期待射
擊訓練。她笑言到目前為止，入營生活愉
快，因在家亦有幫忙家務，洗碗疊被等自
理項目上並無適應問題，其間更結識到一
班朋友，也有機會與軍人接觸，相信軍營
生活將十分充實。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姜嘉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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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之星同學會主辦的「星動上海．未來之
星——香港大學生暑期內地實習計劃」於
昨日正式在滬啟動，並舉行開班儀式。修
讀經濟與金融、法律、中國語言文學等多
個專業的22名港生，將在滬15家企業展開
為期一個月的實習交流。來自港大經濟金
融學系的學生王綽渝表示：「上海和香港
是相互學習的夥伴，我希望此次實習可以
累積經驗、豐富人生觀、開闊視野。」
除了實習交流，主辦方亦希望港生能更好地

融入內地，了解上海文化及風土人情，故會安
排港生遊覽上海多個知名景點，從歷史、發展
及創新角度，感受屬於上海的特色。

徐豪冀兩地青年攜手並進
上海市團市委合作交流部部長、市青聯

副秘書長徐豪表示，青年是國家發展的希
望，未來將由青年人書寫和創造，同時，
創新創造也是青年的特質，冀兩地青年人
能攜手並進，創造更美好的人生。他指
出，此行讓滬港兩地青年有更多機會交
流，希望通過相互協作，讓港生學員滿載
而歸。
在開班儀式上，港生與上海企業家進行

了交流。對於未來一個月的實習生活，不
少港生均表現興奮，而企業家則真誠地分
享自己的創業、工作經驗。
「大家好！」上海飛馮文化傳播公司的

聯合創始人徐博文走上演講台，用粵語向
港生問好。「這一句話我學了幾個月，但
好像還是不標準。」徐博文笑指，雖然只
是短短一句話，現場氣氛卻已活躍起來。
他分享自身故事時表示，在步入社會初
期，由於沒有找準發展方向，即使工作獲
得了客戶認可，也很難獲得幸福感。
而通過與不同行業的工作人員交流後，

徐博文最終投身熱愛的行業，成為文化公

司的聯合創始人，開啟了更豐富、精彩的
人生，「所以無論是實習還是工作，都希
望大家能找準自己的方向，不斷交流，多
聽多看，才能充實自己，學到更多。」

仁大生：了解內地發展
香港樹仁大學三年級學生梁穎琦對此表

示贊同。她指此次來到內地，除了感受內
地與香港的不同，更希望全面了解內地發
展，「當一回上海老百姓」，交更多朋
友，「我還希望通過實習，體驗上海生
活，為今後發展積累更多知識。」
港生王綽渝表示，參與此次實習，難得

的是有機會與公司職員交流，從中了解他
們的文化及當地風土人情等，「這次實習
讓我們衝出自己所熟悉的環境，挑戰自
我，並透過觀察及與實習機構的同事交
流，以獲取經驗、開闊視野。我相信，通
過此次實習，我們會得到成長，我對此次
行程充滿期待。」

■香港文匯報記者 倪夢璟 上海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
報道）2017年「港澳大學生文化實踐
活動」昨日於北京閉幕。來自31所高
校的111名港澳大學生在過去5周分
別走進國家博物館、故宮、國家對外
文化貿易基地（上海）等30間京滬知
名文博機構，開展工作實習。完成實
習的同學紛紛表示，中華傳統文化的
博大精深和祖國經濟社會的飛速發展
令人驚喜和讚歎，希望可以與身邊同
學分享實習經歷與感悟，盼望以後有
更多機會到內地交流。

李健鋼冀同學獻力國家
是次實習活動由文化部港澳台辦、
香港中聯辦青年工作部、澳門中聯辦
文化教育部、香港青年聯會和澳門基
金會共同主辦。同學的實習範疇廣
泛，包括數據處理、文化推廣、藝術
品修復、翻譯、藏品管理、講解服務
等。
主辦方還組織學生參觀了恭王府、
故宮博物院、天橋藝術中心、長城等
地，又到國家京劇院體驗國粹，及到
北京會議中心參加創業論壇。此外，
還舉行了交流座談、聯誼聯歡等文化
活動。
文化部港澳台辦副主任李健鋼在閉
幕式上表示，今年是香港回歸祖國20
周年、澳門回歸祖國18周年，同學們

都是回歸後，與港澳特區共同成長起
來的一代，正在成長為港澳青年的主
力軍。他希望同學們在學習和實踐
中，不斷開闊眼界和胸懷，將個人發
展融入國家、特區發展之中，為特區
繁榮、國家昌盛貢獻青春力量。
香港青年聯會主席郭永亮表示，很

多曾參加實習計劃的同學都表示，這
段經歷對他們的人生有莫大幫助。許
多人畢業後，繼續從事與文化相關的
工作，為香港文化事業默默耕耘，作
出貢獻。
他並希望，同學們能將今次實習所

學化為己用，開拓自己的美好前景。
來自香港浸會大學的何美燕獲安排

在國家博物館社會教育宣傳部實習，

主要負責對「倫勃朗和他的時代」畫
展進行觀眾調查及編寫相關報告，
「能在不同的文博機構實習，對同學
們而言是一次難得的機會。在國博實
習期間，我每天進出展館，與專業人
士交流，練就了一個新技能——只要
觀眾大概描述那幅畫，我就能從74幅
展覽作品中找到相匹配的一幅。」
她希望有機會深入到更多的內地城

市去感受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
「港澳大學生文化實踐活動」項目
自2005年推出以來已成功舉辦12屆，
安排近千名港澳大學生到北京、上海
的文博機構開展工作實習和文化交
流，得到港澳主辦方的充分肯定和港
澳大學生的廣泛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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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生贈送未來之星團服。 ■港生認真聆聽企業家分享。

■「星動上海‧未來之星——香港大學生暑期內地實習計劃」團員合影。

■港生入營受訓，學習遵守紀律。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近500名學生無懼風雨，於操場上宣誓入營。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廖正榮

■戴進傑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冼愛霖
香港文匯報記者

彭子文 攝

■周鋒
香港文匯報記者

彭子文 攝

有關「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
識大賽」資料，可瀏覽 http://
cnc.wenweipo.com/，或掃描
有關二維碼。

編者按：
為提升學生對中國國情、歷史、文化及社會科學等

方面的知識水平，培養學生常閱讀、多思考的良好學
習習慣，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即將舉行「回歸盃—
第七屆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賽」，為此大會特別
推出「中華學堂」專欄，以輕鬆手法介紹與香港回歸
及國情相關知識，深化讀者對國情的了解。

出外旅行，身上有什麼是最重要？不少人
會以土豪姿態回答︰「有錢使得鬼推磨！」的
確，小時候媽媽好像也有教過，有錢不是萬
能，但沒有錢就萬萬不能。不過，筆者今天就
要告訴各位，出門在外，沒錢可以叫香港的親
友匯款給你，但沒了護照，只怕連上飛機回香
港也不行。

免簽證國家地區多達158個
香港回歸祖國後，香港人大多數都會用特區護
照去旅行，而這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護照，因為
特區護照的免簽證國家和地區多達158個，包括
英國、歐盟、加拿大、日本、泰國、新西蘭等熱
門旅遊國家，亦包括如埃塞俄比亞、布基納法索、
開曼群島、中非共和國等冷門地方。
能豁免簽證真的很方便，筆者舉個例子，如果
香港人申請美國簽證，首先要填表申請，然後付
款，現在去美國的旅行簽證盛惠1,280港元，交
完錢再預約，然後前往總領事館面談，便有機會
拿得到簽證。換言之，免簽證待遇愈多，要周遊
列國，就可以節省更多時間和簽證費。

拿着特區護照，可
以看到有很多防偽特
徵，部分更隱蔽得

很，像是個人資料那一頁，青馬大橋的橋墩原
來有護照持有人的姓名；護照上的照片，則是
用英文字母拼出；若把護照捲起，就可以發現
香港和HK的文字。除了這些，護照還有不少
有趣的防偽特徵，大家有興趣可以發掘一下。

發生意外求助中國領事館
身在外地，要是有突發意外，那該怎麼辦？除
了打電話回香港，找入境處求助外，還可以拿着
特區護照，去找中國領事館。持有特區護照的香
港人，可以得到中國領事館的協助。若一個不小
心，把護照弄丟了，那怎麼辦？放心，領事館方
面會向特區政府核實你的身份，確認後就會發出
一份《中華人民共和國旅行證》或《入境身份陳
述書》，拿了這份證明文件，就可以訂機票回香
港。 ■文澄

出外旅行沒護照萬萬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