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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動美麗江蘇 與內地生做朋友
參訪南京鎮江常州 領略現代化發展成就 感受家國情懷

領導寄語港生
楊力群：成服務國家香港棟樑材
8 月 7 日至 14 日，2017「未來之星．從香港出發─
江蘇家國情懷之旅」圓滿舉行。本次活動由江蘇省政
府新聞辦公室、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未來之星同
學會共同主辦，主題為「走進美麗江蘇，共抒家國情
懷」。來自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等 12 所高校的近

■港生在西馮村草地上合
照。
香港文匯報南京傳真

60 名香港大學生，赴南京、鎮江、常州三地開展了為
期 8 天的參訪活動，領略錦繡江蘇之美和現代化發展
內地高校的大學生志願者們交流並結下友誼，滿載而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田雯 南京報道

2015 年起，「江蘇家國情懷之旅」活動已連續三年成功舉
自辦，今年交流團由香港文匯報執行總編輯、未來之星同學會副

龍翔：應付出歷史責任

主席吳明任榮譽團長，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華東新聞中心主任、
未來之星同學會副主席楊明奇任團長。參訪期間，南京市委副書記
龍翔，鎮江市委常委、宣傳部部長童國祥，常州市委常委、宣傳部
部長徐光輝分別會見交流團，對未來之星的到訪表示熱烈歡迎。

赴南京大學 聽國情課程
此行中，港生在南京大學進行了開班儀式並聆聽國情課程，先後
參觀了南京明城牆、南京博物院、鎮江醋文化博物館、鎮江西津古
渡、京杭大運河常州段及東方鹽湖城，體味江蘇深厚的歷史文化底
蘊；登上南京閱江樓、漫步南京眼步行橋，飽覽長江兩岸無限風
光；參訪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靜海寺、茅山新四
軍紀念館，深入了解曾經的苦難歷史和祖國人民奮起反抗的頑強精
神；考察最美鄉村西馮村、句容綠色新能源小鎮、常州石墨烯科技
產業園，親眼見證科技進步和經濟騰飛；更走進中國人民解放軍臨
汾旅部隊，觀摩軍演並體驗實彈射擊，感知祖國強大的國防力量。

為大屠殺遇難同胞默哀
南京大屠殺是一段不可磨滅的民族慘痛歷史，參訪大屠殺紀念館
讓港生們對這段歷史有了最直觀的感受。在紀念館祭場上，港生為
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集體默哀一分鐘，並敬獻花束表達沉痛的緬懷
之情。而學生代表黃楚峰，亦宣讀了呼籲香港青年了解祖國歷史、
珍惜和平的《致同學書》，他表示，這是首次來到南京，參觀紀念
館給他帶來很大震撼，「紀念不是為了仇恨，而是告誡國人要自
強，告誡世人不要重蹈覆轍，要珍愛和平和盛世。」

■交流團向南京市委副書記龍翔（中）致 ■交流團向鎮江市委常委、宣傳部長童國
香港文匯報南京傳真 送團服。
香港文匯報南京傳真 祥（中）致送團服。 香港文匯報南京傳真

■未來之星江蘇團大合照。

喜見祖國強大收回香港
另在南京靜海寺紀念館，港生參觀了《南京條約》議約復原場景
和史料陳列館，詳細了解當年英國發動鴉片戰爭的原因及其侵佔和
殖民統治香港的歷史事實。港生馮家輝說，有關參訪他感到沉重，
因為腐敗的晚清政府就是在此與英國商議簽訂不平等的《南京條
約》，開啟了香港長達150多年的被殖民時期，香港人都應該牢牢
記住這段歷史。港生陳思陶說，這是一個充滿教育與歷史意義的地
方，而祖國日漸強大並把香港收回國土，一雪前恥，作為香港學
子，深感榮耀。港生楊江瀛亦指，是次參觀加深了他對條約內容及
背後歷史的印象，感覺到國家強大起來，有能力保衛領土完整。
此外，江蘇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也讓港生印象深刻，港生劉倩
煒指，能源小鎮和石墨烯科技園的發展，證明了國家先進了科技
發展。港生龔俊豪稱，藉着是次考察才知道中國生產的太陽能板
和石墨稀產品都是世界一流，令他非常讚歎及欣賞，「希望國家
在將來會投放更多資源來發展高科技產業，令我們生產的產品可
以更多走向世界。」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青年人處在奠定基
礎、施展才華的階段，科學知識和家國情懷非常重
要。
──常州市委常委、宣傳部部長徐光輝

張建軍：祖國強大 內心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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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南京傳真

■參觀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香港文匯報南京傳真

想起「江南好 風景舊曾諳」
當天，常州時斷時續地下着雨，同學們紛紛表
示，在煙雨朦朧中體會到江南的溫柔和美麗。
「撐着傘漫遊於鹽湖城古鎮中，讓我不禁想起
『江南好，風景舊曾諳』，煙雨臨城，河映兩
旁，隨景忘憂，隨雨思鄉。」港生鄺聰詩意地描
述了自己的感受。
港生黃家豪則說，東方鹽湖城是令他驚喜的地
方，「可謂『春見山容，夏見山氣，秋見山情，
冬見山骨』，非常迷人，我感受到祖國大好河山
的無窮魅力，也看到內地文創產業發展的潛
力。」
香港文匯報南京傳真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田雯 南京報道

香港文匯報南京傳真

8 月 9 日下午，未來之星交流團身穿軍服走進了英雄之師解放
軍臨汾旅部隊，旅長劉勇、政委廖文生、副政委周長青出席歡
迎儀式。港生參觀了部隊歷史陳列館、軍營生活區，觀摩了戰
士們的步操演練和真槍實彈的軍事表演，並在靶場親自體驗實
彈射擊，當晚還與戰士們在軍營食堂共進晚餐，認識解放軍日
常生活和訓練情況。

軍號聲似吹勝利號角紀念抗日
在鎮江期間，港生亦走進茅山革命老區，參觀了茅山新四軍
紀念館，通過圖文史料和珍貴文物詳細了解新四軍建軍歷史，
以及在抗日戰爭期間英勇抗擊侵略者的不屈精神。對於蘇南抗
戰勝利紀念碑處的「碑下放鞭炮，空中響軍號」的景象，大家
更是嘖嘖稱奇，表示軍號聲好似吹響了勝利號角，對紀念抗戰
勝利有着特殊的意義。

再現陳毅粟裕等奮戰場面
該館以翔實的史料真實地反映了以茅山為中心的蘇南抗日根據地
的光輝歷程，再現了陳毅、粟裕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與蘇南人
民浴血奮戰的悲壯場面。館內的廣場上還陳列着當年新四軍在茅山
抗戰期間使用和繳獲的各類飛機、大炮等大型武器。
港生余俊鴻指，通過參觀紀念館，看到了關於新四軍各位勇士的
■港生在參觀茅山新四軍紀念館。
香港文匯報南京傳真
事跡，還有珍貴的展品，「勇士面對種種的難關，都會勇往直前，
毫不畏懼。有些勇士更為中華民族獻上寶貴生命，真的讓人深受感 行艱苦卓越的敵後游擊戰，在這場偉大的抗戰中發揮中流砥柱的作
動。」而此行同樣令港生鄭嘉恆倍感難忘，他說：「思抗戰之苦、 用。作為中國人的我，深感敬佩。」
憶革命英烈。在強敵環伺的敵後戰場中，新四軍始終堅持抗戰，進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田雯 南京報道

這次江蘇之旅，是我首次踏足
江蘇，我們走訪了南京、鎮江及
常州，見證江南的美和聽了許多
歷史故事。旅程的起初，我們有
幸出席南京大學歷史系胡阿祥教
授的講課，老師鼓勵我們從不同
角度認識南京，如歷史、文學、
旅遊等方面，實在獲益良多。
參觀南京博物院則為認識江蘇作了
一個好開始，其中國民館將民國時期
的建築、街道、陳設再次展現眼前，
使我們猶如坐上時光機，回到過去。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果真是
至理名言，往日在中國歷史教科書上
知道的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原來
由自己親眼目睹萬人坑的人頭骨骼，
感覺是更為震撼及真實。南京大屠殺
教會我們的是，毋忘這段歷史傷痛，
鑒古知今，讓世界都高舉和平。

品嚐釀製長達三年手工醋
從南京來到鎮江，醋文化博物館令

我印象最為深刻。它十分有趣，在裡
面可以親身認識醋的製作過程和功
用，我們還品嚐到釀製長達三年的手
工醋，味道香醇，酸中帶甜。
而在常州，我們坐船遊覽京杭運
河，並於乾隆皇帝下江南時登船的
地方上岸，腦海的確有幻想當年的
景況，從導遊的講解中，認識了運
河周邊的事物，明白到它的歷史文
化價值。
在運河創意區內，我們還體驗了
活字印刷，感受古老的傳統文化。
「日出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綠如
藍。能不憶江南？」太陽出來，江邊
的花朵比火還要紅艷，春天來臨，江
水就如藍草一般碧綠。這是白居易筆
下所寫的江南，江南確是一個好地
方，難道能不想念嗎？江蘇之所以與
眾不同，正是因為它是一個讓歷史漫
過的地方，每一處都訴說故事。我
想，我會想念她。
■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文化系 陳綺君

港青盼學內地經驗回港發展

記－者－手－記

8 月 12 日，交流團抵達常州，循着當年乾
隆皇帝下江南的足跡坐船遊覽了京杭大運
河，在運河五號創意園區內參觀「運河記
憶」展覽，並體驗古老的活字印刷所承載的
時光印記，在墨香中品讀唐詩宋詞的底蘊，
又夜遊了極富江南水鄉風情的東方鹽湖城。

不－屈－精－神

大－開－眼－界

水－鄉－風－情

■港生在南京明城牆上自拍留念。 香港文匯報南京傳真 ■港生在茅山景區的老子像下合照。 香港文匯報南京傳真

夜遊東方鹽湖城
感受煙雨江南

■港生在臨汾旅體驗實彈射擊。

值－得－驕－傲

■港生遊覽東方鹽湖城感受煙雨江南。
香港文匯報南京傳真

看到戰士們訓練有素和整齊劃一的軍容，以及在實彈演練
中，冒着轟隆隆的槍炮聲衝鋒陷陣、一往無前的戰鬥，同學們
陣陣驚呼。港生李卓盈說：「軍人的一舉一動、步操都威風凜
凜，他們軍事訓練都很認真，作為中國的炎黃子孫，真的是一
件值得開心、驕傲的事情。」
港生陳佩欣則十分喜歡真槍射擊的體驗，「因為十分刺激，
而且在香港也沒有機會嘗試」。
另一學生梁家俊亦表示，自己雖曾試過射擊遊戲，「但這是
第一次拿真槍射靶，開完第一槍以後我的嘴都變成『O』形，子
彈『崩』一聲出去以後，耳朵會『嗡』一下，這不是每個人都
能體驗到」，他指從中感受到國家的國防力量不斷增強，並為
保衛國家領土的軍人感到自豪。
港生黃觀悅在「當兵」半日後，見識到了士兵們刻苦認真的
軍營生活，感受到解放軍部隊的軍紀嚴明，「令我感到祖國強
大的國防力量，作為中國人民感到無比安全，能夠安穩地生
活。」港生莫婉婷亦指，參訪後自身亦多了一份想為祖國貢獻
出力的歸屬感。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田雯 南京報道

唯有自強方得和平，和平不是乞求來的，而是靠自
己爭取來的。祖國強大了，我們每個人內心強大了，
就沒有什麼畏懼的。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館長張建軍

學－生－感－言

■港生展示
活字印刷作
品。
香港文匯報
南京傳真

萬人坑人頭骨骼 大屠殺慘絕人寰

鍾－靈－毓－秀

其中在 10 日晚，未來之星港生們
於金山湖畔欣賞了大型水景秀《白蛇
傳》，該表演以金山寺為背景，實景演
出了「端午驚變」、「崑崙盜草」、
「水漫金山」等情節橋段，講述了國家
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白蛇傳傳說》中白
素貞與許仙之間的愛情故事。同學們都

香港文匯報南京傳真

體會國防強大 港生感自豪

水景秀《白蛇傳》 宣揚傳統文化

「非遺」
《白蛇傳傳說》故事

■港生在南京眼步行橋上「搞怪」合照。

■交流團向常州市委常委、宣傳部長徐光
輝（左）贈送未來之星水晶座。
香港文匯報南京傳真

讚歎臨汾旅軍演 實彈射擊震撼

對演出印象深刻，其中劉恩來說，之前
對於《白蛇傳》的內容甚為陌生，但今
次重新激發了他對中國傳統民間傳說故
事的興趣。
港生曾梓謙看完表演後驚呼：「讓我
更大開眼界，現場的燈光效果真的是歎
為觀止，是我看過最壯觀的戲劇。」
港生莊勵亦讚道，整個表演以水結合
燈光和舞蹈，再加上舞台設計，效果十
分優美和生動，展示出內地在文化藝術
方面的迅速發展，如此巧妙地運用現代
技術結合傳統元素，能更加有效地宣揚
傳統文化。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田雯 南京報道 ■港生在觀賞水景秀《白蛇傳》。

童國祥：港命脈與祖國緊緊聯繫

徐光輝：科學知識和家國情懷重要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田雯 南京報道

8 月 10 日至 11 日，交流團走進鎮
江，到訪醋文化博物館了解鎮江香
醋的製作過程，又遊覽了西津渡，
古街上展示的不同朝代的路基讓港
生彷彿「一眼看千年」。

香港是祖國的，每一個香港同胞都是中國人，建設
好國家是我們每一個人共同的民族責任，也是香港年
輕一代應該付出的歷史責任。
──南京市委副書記龍翔

國家的發展是香港發展的強有力的後盾和支點，香
港的命脈與祖國是緊緊聯繫在一起的。
──鎮江市委常委、宣傳部部長童國祥

登明城牆逛南博
品六朝古都韻味

未來之星於 7 日到達南京後，首站便來到
有 650 多年歷史的南京明城牆參觀。同學們
拾級而上登上城牆，恰逢傍晚，在夕照下眺
望波光粼粼的玄武湖全景，感受黃昏中古剎
雞鳴寺的靜謐祥和，在城牆之上領略到鍾靈
毓秀的六朝古都南京之美。
港生紛紛表示，從未想像過會有如此壯觀雄
偉的古代城牆，當中濃厚的人文藝術氣息也
讓人歎為觀止。港生鄺聰說，透過鐫刻着銘文的
城牆磚，彷彿能觸摸到那段歷史，「看着城牆上
每一塊磚的痕跡，我都能夠感受到歷史的變遷和
印記。看到先人的文化結晶，我感覺很震撼。」
8日下午同學們又走進南京博物院參觀，更深入
認識江蘇深厚的傳統文化及祖國燦爛的歷史。港
生周凱雯指，實景打造的民國館深深吸引了她，
「這裡的街道好漂亮，就像電視劇裡看到的，有
一種穿越的感覺。」
在民國風的郵政局內，一些同學挑選了印有南
京特色風景的明信片，親手寫上祝福、蓋上南博
的獨特郵戳，寄給香港的親朋好友。

吳明：
「家」
「國」聯繫 把握正確方向
家國情懷是一個人的根與魂，也是植根於我們中華
民族血脈之中的文化傳承，是與生俱來的民族特質。
一個人只有把「家」和「國」聯繫在一起，才能在時
代洪流中把握正確的人生方向，才能在貢獻國家的同
時實現個人人生價值。
──香港文匯報執行總編輯、
未來之星同學會副主席吳明

成就，感受到濃濃的家國情懷，還與來自南京大學等
歸。

「窺一斑而知全豹」，通過此行，同學們感知了江
蘇魅力，感受了家國情懷，已經和江蘇結下不解之
緣，期待大家在今後的日子裡，或者陪伴家人來江蘇
旅行，或者懷揣着夢想與抱負來江蘇創業，在蘇港兩
地交流中做青年友好使者，成為服務國家和服務香港
的棟樑之材。
──江蘇省政府新聞辦公室副主任楊力群

今年是我第三年隨團採訪未來之星江
蘇家國情懷之旅活動，我的年紀在不斷
增長，這也就意味着到訪的香港大學生
們與我的年齡差也在不斷擴大。
然而，我並沒有感受到交流的屏
障，這些20歲左右的年輕人，他們熱
情、開放、自信、包容，他們越來越
渴望了解祖國的歷史文化，追趕內地快速
發展的步伐，他們願意用自己的雙眼來看
一看祖國的壯美河山，願意用自己的腳步
丈量國家創新發展的速度，他們會把內地
與香港作比較，在反思中揚長避短，在尋
找落差中思考自己的定位。

開始考慮北上就業或創業
今年，我驚喜地看到同學們在微信裡搶
紅包，使用支付寶付款，用外賣軟件點
餐，通過手機掃碼騎上共享單車……內地

互聯網科技的發展讓港生享受到生活的便
利。而這僅僅是他們感受國家科技進步、
經濟社會飛速發展的一塊「敲門磚」。
香港青年在試圖融入國家發展的進程
中，也渴求着學習和借鑒內地經驗，並希
望帶回香港以促進香港更好地發展，同
時，亦有相當一部分青年開始考慮到內地
找尋就業機會甚至創業。
我相信，這些變化與香港青年越來越多
地到訪內地，在這裡參觀、學習、結交朋
友是息息相關的，更與兩地之間越來越頻
繁密切的交流合作、經貿往來密不可分。
未來之星國情班及交流團等活動，正是港
生打開心門、擁抱內地發展機遇、了解和
認知祖國的金鑰匙，常來常往中，想必年
輕的香港學子們會油然而生出濃濃的家國
情懷，更會增添一份為國家獻力的歸屬
感。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田雯 南京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