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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生滬電實習 拓人脈開眼界
姜亞兵冀港青了解內地發展 李健勁囑感受當地文化

由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與上海
電氣共同主辦、未來之星同學會承
辦的「2017 未來之星—香港大學

■未來之星香港大學生上海電氣實習計劃啟動
未來之星香港大學生上海電氣實習計劃啟動。
。

生上海電氣實習團」，於 25 日正式
在滬拉開帷幕。來自香港 15 所大專
院校的 24 名港生即將在滬展開 3 周
的實習交流。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
團董事、未來之星同學會執行主席
姜亞兵在開班儀式上表示，冀港青
趁此機會了解內地的發展變化，更
學有所得。上海電氣集團黨委副書
記李健勁亦希望港生在參與社會實
踐的同時，也能感受上海文化。

■姜亞兵（右）贈送未來之星水晶座給上海
電氣集團黨委副書記李健勁。

■香港文匯報記者 倪夢璟

港生們也有機會感受上海文化，讓此次行程
充實愉快。

了讓香港的年輕一代了解國家的發展新
形勢，並增加工作閱歷，香港大公文匯
傳媒集團與上海電氣首次聯合舉辦了未來之
星香港大學生上海電氣實習計劃，讓港生實
地了解內地高端製造業的特點及企業環境，
領略上海人文氣息並積累工作經驗。此外，
港生還有機會體驗上海家庭生活的氛圍，並
參與運動友誼比賽，與上海青年增進交流。

為

港生望有機會在內地工作
「上海的競爭力一直在提升，香港工業發
展比較少，所以我這次選擇參加未來之星實
習團，就是希望拓寬眼界，也尋找未來可能
的就業機會。」來自恒生管理學院的黃浩林
此次參團的目標很明確，他指若有機會願意
來內地工作，並希望通過在內地實習了解不
同行業發展，拓闊眼界，「過去參加過類似
的實習團，都是參觀多、體驗少，此次能親
身體驗民眾生活，肯定是一個難得的機會，
我也希望了解上海的本土文化。」
香港科技大學的雷嬋娟亦表示，內地有很
大的發展空間，自己也一直期待有機會在內
地工作，「我希望通過這次實習能加深對內
地工作環境的認識，也能擴展自己在內地的
人脈關係。」提到實習計劃中的各種交流活
動如羽毛球友誼賽、家庭生活體驗等，港生
們均十分期待。
港生陳曉悠則希望通過此次實習，深入內
地，以多角度、多層面去了解中國歷史、感
受內地日新月異的發展變化，「我也盼能透
過各類聯誼活動與內地青年人增進感情。」

盼多走多看互相借鑒發展
姜亞兵表示，今次計劃的主題是「做社會
實踐、聽電氣故事、看上海發展」，希望港
生利用在滬實習交流時間「多走多看」，感
受上海世界創新發展魅力之都「多元的文化
背景、深厚的歷史積澱和躍動的時代脈
搏。」他指滬港兩地常被比較，兩者各具特
色各有所長，更應互相借鑒、共同發展，
「通過實習，同學們若對自己的人生道路有
所啟發，那麼你們此次便不虛此行。」
李健勁表示，今年是香港回歸 20 周年，此
次實習計劃是希望港生們了解祖國內地，搭
建起溝通的橋樑；其間港生們可以近距離認
識裝備製造業，還可以參與社會實踐，體驗
生活。李健勁強調，上海有着獨特的文化和
深厚文化底蘊，東西方文化在滬交融，期望

共享單車發展佳 內地民眾生活變
來自諾丁漢大學的港

 & 生余妙童，在此次未來
之星實習計劃的開班儀

式上，以港生代表身份分享了對於此次活
動的期望。曾在香港讀書，又曾出國交流
的她，對於港生「走出去」，有着獨特的
理解。對於此次實習機會，她十分珍惜，
「既然選擇來這裡，我希望能突破自己，
看到自己的潛能，我也一定會推薦我周邊
的同學，建議他們離開香港，參加類似實
習計劃，也希望他們對祖國有一些新的發
現。」
正讀大二的余妙童，其實早已和未來
之星結緣，「我去年就參加了未來之星
的深圳實習計劃，當時我不單能接觸所
學學科以外的領域，還驚訝地發現，內
地的經濟、科技和文化有很大的進步，
所以，我也很期待親身感受上海的蛻變
和與上海本地青年交流。」
結合自身經歷，余妙童介紹了通過實
習計劃，學到、看到的新事物，她顯然
也對上海近年發展做足了功課，對於上
海如創新發展等方面已有自己的觀察，
「今天早上在坐大巴過來開班的路上，

■港生余妙童在發言中表示，會珍
惜實習機會開拓眼界。
■港生與志願者互動。
我發現上海的共享單車非常發達，而這
在香港並不常見，這其實也能體現出，
內地民眾的生活也在大大改變。」

用學到知識打基礎作貢獻
為報名參加此次活動，余妙童在英國
時便錄製了視頻發送至香港，「我在香
港唸書後，又轉去英國讀書，我發現每
個地方都有好的東西可以欣賞。」
在她看來，實習不應該是「為了實習而

實習」，而應該看到更多方面的東西，
「我對上海的傳統、現代發展都非常感興
趣，我非常期待能通過此次機會了解上
海，用學到的知識為未來打基礎，為社會
作貢獻。」
在發言時，余妙童努力使自己的普通話
說得更標準，「既然我有這個機會來上海
實習，我希望做到最好，也在學習技術的
同時，開闊眼界，不斷學習。」
■香港文匯報記者 倪夢璟

由 7 月 24 日至 8 月 10 日 (星期一至星期五
星期一至星期五)) ，每日刊登
每日刊登「
「第七屆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
賽」50 條參考題目
條參考題目，
，考考各位對中國歷史和國情的認識 (答案
答案同時刊登
同時刊登))！本比賽致力於增進全
港市民對中國國情的了解，
港市民對中國國情的了解
，提供相互交流
提供相互交流，
，相互競賽的平台
相互競賽的平台。
。
(選擇題)
1. 下列名茶中被譽為「天下名茶之冠」的是？
A.安溪鐵觀音
B.黃山毛峰

C.西湖龍井

2. 奧運福娃中的「迎迎」是一隻馳騁如飛的藏羚羊，請問它是下列哪個地區特有的
保護動物？
A.雲貴高原
B.黃土高原
C.青藏高原
3. 青藏高原上有一些著名畜種，其中被稱為「高原之舟」的是？
A. 灘羊
B.犛牛
C.三河馬
4. 湖南省的省會城市是？
A. 湘潭
5. 河北省的省會城市是？
A.秦皇島
6. 江西省的省會城市是？
A.南昌

B.長沙

C.懷化
C.石家莊

B.保定
B.贛州

C.九江

7. 中國最小的省級行政單位是？
A、甘肅
B、重慶

C、澳門

8. 中國有一種特有的珍稀動物，棲息於貴州東北部梵淨山的高山密林中，屬國家一
級保護動物，俗名線絨。這種動物是？
A、黔金絲猴
B、黑頸鶴
C、熊貓
9. 秦淮河是哪裡的遊覽勝地？
A、北京
B、上海

C、南京

11. 世界自然基金會是用的什麼圖像作為組織標誌？
A、大象
B、月熊
12. 2022年冬季奧運會即將在哪裡舉行？
A、張家口
B、承德
13. 中國第一個國家級森林公園是？
A、張家界
B、九寨溝

C、熊貓

C、秦皇島
C、西雙版納

14. 有「日光城」和「高原古城」之稱的是哪一個城市？
A、拉薩
B、銀川
C、日喀則
15. 中國產量最大的煤田是？
A、大同
B、淮北

C、開灤

16. 世界聞名的三大活化石植物是？
A、珙桐、水杉、銀杏
B、銀杏、水杉、銀松
17. 中國內地的火警電話？
A 999

B 119

18. 中國境內離海洋最遠的城市是？
A 烏魯木齊
B 哈密

21. 香港賽馬會是香港最大的僱傭者之一，其歷史可以追溯到19世紀。以下關於賽馬
會的說法，不正確的一項是：
A. 香港賽馬會成立於1864年，成立之初即舉辦職業比賽
B. 賽馬會成立之初，通過主持賭博性質的比賽，為港府開闢了新的財源
C. 香港賽馬會從20世紀初開始參與慈善事業，至今成為香港最大的慈善機構之一
22. 香港第一份中文報紙的名字是╴╴╴╴。
A. 《遐邇貫珍》
B. 《循環日報》

C、銀杏、銀松、珙桐

C 110
C 包頭

19. 以下關於香港開埠初期人口的說法，不正確的一項是：
A. 在1841年，南京條約簽訂之前，港島居民多居住在南端的赤柱
B. 19 世紀 50 年代，由於中國內地太平天國運動興起，華南地區大批居民湧
入香港
C. 香港開埠後，英國居民數量遠遠超過華人

33. 香港開埠初期，港府默許華商主導華人社會，其原因不正確的是：
A. 華商奉行儒家思想，強調社會和諧秩序，便於英人統治
B. 華商勢力強大，港府難以抗衡，只能默認其統治華人社會
C. 華商提供社會服務予華人，大大減少了港府的財政支出
34. 英人統治香港初期，總督擁有極大的權利，以下關於最早期的幾任總督的說法不
正確的是：
A. 總督同時兼任駐華全權特使和商務總監
B. 保護鴉片走私是他們的一項重要任務
C. 對洋人華人一視同仁
(問答題)
35. 三國時期的大數學家劉徽，最早提出了什麼方法計算圓周率?
答案：割圓術
36. 曹植的《洛神賦》是為誰而作？
答案：甄氏

C. 《華字日報》

23. 19世紀末，關於香港華人民族主義興起的原因，以下選項不正確的是：
A. 華人經濟實力提升，民族主義有了物質基礎
B. 西式教育以及報社傳播了民族主義思想
C. 清政府暗中支持，意圖奪回香港主權

37. 西周之前銅也可稱作為？
答案：金

24. 1895-1911年間，孫中山等人以香港為基地，策劃了多次起義活動。港英政府的
態度在容忍與壓制之間變化不定，請問港府態度變化的最終原因是什麼？
A. 謀求更多在華利益
B. 受到清政府的壓力
C. 不同總督對革命黨人的態度不同
25. 1894年，香港爆發鼠疫，死亡者達兩千者眾，以下關於此次鼠疫的說法不正確的
是：
A. 此次事件是香港開埠以來最多人死亡的瘟疫
B. 感染瘟疫者多來自貧民居住的太平山區
C. 華人染病者較少，非華人染病者眾多

C、南京

10. 2010年世博會在哪一個城市舉辦
A、廣州
B、上海

20. 太平紳士源於英國，由政府委託民間人士維持社區秩序，防止非法刑罰。在香
港，太平紳士制度已經有了 100 多年的歷史，以下關於香港太平紳士的描述，不
正確的一項是：
A. 香港最早的太平紳士可以追溯到1843年，第一任港督設立「英屬香港治安委員
會」，這也是太平紳士的前身
B. 太平紳士制度確立初期，成員即有洋人也有華人
C. 1997年香港回歸後，太平紳士制度予以保留

26. 19 世紀末，英人租借新界，同新界當地居民產生嚴重衝突，關於衝突原因，以下
選項正確的是：
（1）居民民族意識較重，不願接受洋人統治
（2）居民擔心英人接管新界後會徵收重稅
（3）港府宣佈將強制遷徙原新界居民到廣東居住
A. （1）（2）
B. （2）（3）
C. （1）（2）（3）

38. 世界第一部法醫學專著《洗冤集錄》的作者是誰？
答案：宋慈
39. 中國傳說中，養蠶的始祖是？
答案：嫘祖
40. 毛澤東的《沁園春 長沙》寫於哪個政府統治時期？
答案：北洋政府
41. 《隋書》中哪兩篇總結了南北朝以後一百多年來天文學方面的成就？
答案：《律歷志》、《天文志》
42. 傳國玉璽在戰國時期又稱什麼？
答案：和氏璧
43. 公元前28年，漢成帝給世人留下了最早的關於什麼天文現象的記載？
答案：太陽黑子
44. 舉例說出三種以上中國各地的戲曲種類？
答案：京劇、河北梆子、豫劇、評劇、越劇、粵劇、秦腔、黃梅戲等

27. 行政局是行政會議的前身，協助港府最高長官決策的機構，其議員分為當然官守
議員，委任官守議員和非官守議員。但是為了便於港督集權，在最初成立時哪一
種議員是不包含在內的？
A. 當然官守議員
B. 委任官守議員
C. 非官守議員

45. 1844年10月，港英政府設立何種機構作為當時港島的最高司法機關？
答案：香港高等法院

28. 英國殖民統治時期，港府成立立法局，協助港督制定法律和管理政府財政開支，
請問下列哪一種人士對法律的制訂有決定性影響？
A. 立法局議員
B. 港督
C. 香港市民

46. 香港開埠初期，為了管制華人及維持香港秩序，港府組建警察隊伍。及至1849年，
警察隊伍已擴充至百人以上，請問當時的警察主要以哪三種種族的人員組成？
答案：英警、印警、華警

29. 香港在英國殖民統治時期，英國統治者掌握了香港的司法權，香港法律基本上照
搬英國模式，請問當時香港的法律屬於哪一種法系？
B. 普通法系（英美法系）
C. 歐陸法系
A. 中華法系

47. 自香港開埠以來，輪船運輸業蓬勃發展。英、法、美國先後在香港成立遠洋航
線。請問第一家開設香港航線的中國機構是哪一家？
答案：輪船招商局

30. 自鴉片戰爭以來，西方銀行資本逐步滲入中國政經體制內，其中以英資銀行地位
最為重要。請問第一間在香港開業的銀行是什麼？
A. 東藩匯理銀行
B. 渣打銀行
C. 匯豐銀行

48. 《四庫全書》的內容十分豐富。按照內容分類，分為哪四部？
答案：經、史、子、集

31. 早期香港治安狀況惡劣，後於1866年，華人成立了╴╴╴╴這一半官方組織，協
助香港警員維持治安，處理民間糾紛。
A. 團防局
B. 治安署
C. 民兵團

49. 香港開埠後，隨著經濟的發展和人口的增長，城市用地日益不足，填海造地成為
了擴充土地的重要途徑。請問香港第一次正式填海工程是哪一年開展的文鹹填海
計劃？
答案：1852年

32. 1878年，部分華人士紳上書港督，請准成立保良工局，取「保赤安良」之意，這
也是保良局的前身。請問最初成立保良局的目的是什麼？
A. 發展華人教育
B. 遏制拐賣婦孺
C. 照顧孤寡老人

50. 古詩「風、雅、頌」中的「風」是指？
答案：《國風》

報名及比賽詳情，請瀏覽：http://cnc.wenweip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