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13

香  港  新  聞

■責任編輯：霍柏宇、戚鈺峰

2017年
2017
年 8 月 29
29日
日（星期二
星期二）
）

「星」級國情班 港生拓視野

「2017 未來之星—中國國情教育課程
班」於 8 月 13 日至 20 日在北京舉行。今次

課程班共有 50 餘名香港大學生及中學生參
加，他們走進清華大學聆聽名師授課，深入軍營觀摩三軍英姿，參觀抗戰

紀念館緬懷英烈，登長城、進故宮，感受傳統文化之美……經過 8 天的交
流學習，學員們於清華順利結業。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民進中央主
席嚴雋琪在人民大會堂為學員親授結業證書，並寄語港生進一步深入了解

祖國。同學們均表示，透過交流，提升了對祖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

嚴雋琪親授結業證書 同學：心生國家民族自豪感

發展等各方面的認識，國家富強、民族振興的自豪感在心中油然而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實習記者 張子雯 北京報道

未來之星國情課程班由香港大公文匯傳
媒集團、未來之星同學會主辦，清華

大學承辦。作為一個立足香港的常態化青
少年交流活動平台，未來之星 12 年來已經
聚集起近 4,000 顆「小星星」共同發光，港
生們通過交流和實習，體驗國情、了解國
情，拓寬視野，增加了對國家的認知和關
注。
今次課程班的學員由來自香港大學、香港
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理工大學、
■施一公致辭。
香港樹仁大學、香港浸會大學、英國諾丁漢 ■莊紫祥致辭。
大學等多間本地及海外大學的 40 名大學
生，以及保良局顏寶鈴書院的 15 名中學生 兩制」，並告訴同學要用全面、發展的眼光
組成，他們在京的 8 天行程中，經歷了一趟 來看待「一國兩制」。樹仁大學學生施安妮
表示，通過教授的講解，同學們明白了香港
充實的學習之旅。
特別行政區被賦予的高度自治權。
為在清華上課感自豪
通過參觀抗日戰爭紀念館，以及聆聽國防
大學教授孫旭的「中國夢、強軍夢、我的
總結全程活動，許多同學為能走進國家最
高學府清華大學聆聽頂級教授講座，學到國 夢」主題講座，港生們深感和平來之不易，
家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知識而深感滿 應倍加珍惜。樹仁大學學生劉雙文說：「這
也讓身在和平年代的我深深地反思了自己平
足，並為獲得清華的結業證書而驕傲。
保良局顏寶鈴書院學生鄺倩平同學激動地 時的所作所為，學着用一種更開闊的心態去
說，「在清華聽課是很多人夢寐以求的事 看待全球化這件事情。」
情，而我以後可以自豪地告訴親友，我曾在
最深刻話題是「中國夢」
清華上過課！」
談及印象最深刻的話題時，有近半數學員
據了解，今次課程講座內容豐富，涵蓋
說是「中國夢」。浸會大學學生龔杏明告訴
「一國兩制」與香港基本法，「中國夢、強
軍夢」與中華民族復興，「一帶一路」、國 記者，「以前經常聽到『中國夢』，心裡都
家發展與青年責任，國家經濟社會形勢與發 有疑問，到底是什麼意思？聽完講座後，我
展前瞻，青年領導力培養與提升等不同課 知道『中國夢』的本質是實現國家富強、民
族振興、人民幸福，也不禁多了一份使命
題。
感。身為一個中國人，我們肩負着弘揚民族
陳欣新釋港落實「一國兩制」
精神、凝聚國家力量的使命。」
樹仁大學學生徐影彤對「一帶一路」課程
「一國兩制」與香港基本法講座是本次課
程班的學習重點。在課上，全國港澳研究會 印象深刻。她說：「經過這堂課，我認識到
理事、中國社科院法學所研究員陳欣新結合 『一帶一路』倡議不僅能振興祖國經濟，還
香港實際問題，講授「一國兩制」的科學含 可以惠及數十個沿線國家，對於彼此都是一
義，闡釋了香港基本法如何貫徹落實「一國 件好事。」

■ 參觀國家博物館
參觀國家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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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復興之路
。
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鑫嫻 攝

嚴雋琪：做
「民心相通」
使者
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香港回
歸已經整整 20 年，在「一國兩制」、「港
人治港」方針指引下，香港這顆「東方之
珠」依然璀璨耀眼。希望同學們能繼續深
入了解祖國厚重的歷史，感受她日新月異
的發展，從而規劃自己的人生方向，把個
人發展與祖國和香港的美好明天聯繫起
來，肩負起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中
國夢」的重任。
每次來參加未來之星活動，我都能感受
到香港年輕人渴望了解北京、了解祖國的
熱情，為此我要為你們喝彩、加油！希望
你們能在未來的日子裡，繼續保持這份熱
情，擔任「民心相通」的溝通使者，將這
份熱情傳遞給更多香港年輕人。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民進中央主席嚴雋琪

歐陽曉晴：帶動小夥伴識國情
■「2017
2017未來之星
未來之星—
—中國國情教育課程班
中國國情教育課程班」
」在人民大
會堂舉行隆重的結業典禮。
會堂舉行隆重的結業典禮
。 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鑫嫻 攝

訪抗戰紀念館 感和平最重要
「2017
未 來 之
星—中國國情教育課程班」學員
於 8 月 19 日專程來到位於北京豐台
區宛平城內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
念館緬懷歷史，向英烈致意，祈願
世界和平。參觀過程中，同學紛紛
表示，以前只能在書本上看到抗日
戰爭內容，今次看到很多實物和圖
文，感到非常震撼，認為中國人要
記住這段歷史，勿忘國恥。更有同
學感慨說，「對於人類而言，和平
才是最重要的。」
在抗日戰爭紀念館大廳，同學首
先向烈士雕像獻花，並默哀一分
鐘。隨後，同學們在志願者的帶領
下參觀了《「偉大勝利 歷史貢獻」
─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
法 西 斯 戰 爭 勝 利 70 周 年 主 題 展
覽》，對 80 年前中華民族奮勇抗擊
日寇侵略的歷史有了更直觀的感
受。

緬 懷 先 烈

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鑫嫻 攝

期望
「續約」
首都 貢獻一份力量
在是次國情課
程班結業之時，
很多港生都表達了意猶未盡之情。樹仁大
學陳國浩表示，希望能有機會再和清華的
同學們多多交流。
香港大學的鄭逸軒同學更直言，如果將
來有機會一定會再次來到北京，因為有太
多地方還沒有去，「我想要去深入了解我
們國家首都的歷史背景，切身感受它的文
化底蘊。如果有可能，我也想為首都的發
展貢獻我的一份力量。」
在結業禮結束後，港生們興致勃勃地參
觀了人民大會堂。鄭逸軒告訴記者，今次

意 猶 未 盡

活動令其印象最深的就是能夠來到人民大
會堂，親眼看到其內部的雄偉結構。「印
象中這裡是國家領導人才可以來的地方，
如今我也能站在這裡，倍感榮幸，同時也
讓我感到身為一名中國人的驕傲與自
豪。」
樹仁大學學生施安妮在結業禮上發言時
表示，通過這次活動，同學們學到了很多
知識，當然也會有人帶着許多問題離開。
她希望，未來能有機會帶着答案、帶着更
多的問題回到清華課堂。
■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
實習記者 張子雯 北京報道

■同學們為抗日戰爭期間的死難者默哀
同學們為抗日戰爭期間的死難者默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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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鑫嫻 攝

■同學們現場受訓。

■港生代表向國防大學教授孫旭致送未來之
星紀念衫。
星紀念衫
。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子雯 攝

觀解放軍風采 為軍人感自豪

■:參訪三軍儀仗隊
參訪三軍儀仗隊。
。
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鑫嫻 攝

「中國有如此
威 武 之 師 『門面』，真是
令人自豪」，在觀看了中國人民解放軍三
軍儀仗隊以迎接外國元首規格展示的閱兵
式、分列式表演後，浸會大學的周詠芯同
學發出上述感慨。而其他香港同學也紛紛
對儀仗隊員的威武風采、超越常人的訓練
以及對國家的奉獻精神大表歎服。
8 月 14 日上午，未來之星 50 餘名同學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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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威武之師

■歐陽曉晴為港生頒發結業證書。

領導寄語

同學們對不同專題的展廳均十分
感興趣，尤其對日軍暴行這一主題
感觸很深。
公開大學學生文浚彥表示，以前
在課本上也有學到抗戰內容，今次
實地看到如此全面的展覽，對這段
歷史有了更深的了解，感到戰爭太
殘酷，「如今在這裡看到更多的資
料，我為苦難的同胞心痛，為英勇
的抗日將士自豪。希望以後世界和
平，不要再有戰爭。」
保良局顏寶鈴書院學生林上皓表
示，展覽令其深感震撼，看到日本
侵略者殺害同胞的照片，更深切體
會到戰爭對中華民族的傷害，祖國
的今天來之不易。
隨後，同學們來到屹立了幾百年
又飽經抗戰烽火的盧溝橋，真切感
受到中華民族曾經遭受的苦難和抗
日先烈誓死報國的決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

的魅力。
訓練場上，151 名儀仗兵邁着整齊的步
伐集體亮相，示範迎接外國元首規格閱兵
式。奏國歌儀式後，儀仗隊執行長以漂亮
的動作亮出軍刀，正步走向檢閱台，洪亮
的聲音響徹檢閱場：「中國人民解放軍三
軍儀仗隊列隊完畢，請您檢閱！」在檢閱
進行曲中，身着陸海空三軍禮服的儀仗男
女隊員威武地行經學員們面前。同學們對
自己享受到了元首級的待遇而大表興奮，
爭相與威武帥氣的儀仗兵合影留念。

隨後，港生們受邀體驗儀仗兵真實的訓
練生活。港生五六人一組，在一名儀仗隊
戰士指導下，有板有眼地進行着正步、稍
息、踢腿等專業訓練。不到半小時的訓
練，已令很多同學感到異常吃力。
大家紛紛表示，親身體驗後才知道戰士
們的訓練如此艱苦。
樹仁大學學生陳寶詩說：「在這裡，我
看到了身高出眾、精神奕奕的中國軍人，
以及他們『百米不差分厘、百步不差分
秒』的整齊隊形，更初次體驗扛槍訓練。

學藝耍長嘴壺 領略傳統魅力
「2017 未來之星—
中國國情教育課程
班」的學員們8月16日晚來到北京市西城區，開
啟中國傳統文化之旅。學員們觀看了長嘴壺表
演、抖空竹表演，參加了茶文化知識互動，還親
身參與到京劇臉譜、兔爺、扇面、麵塑和品茶等
活動中，認真「學藝」，在實踐中充分領略中國
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
在欣賞完長嘴壺表演後，同學們還現場拜師學
藝，在老師的指導下艱難地將水倒入茶杯。英國
諾丁漢大學學生余妙童告訴記者，平時沒有接觸
過長嘴壺，這次能向師傅學習感覺很開心，但長
嘴壺表演真的很難學。「長嘴壺的長度感覺和我
身高差不多，看起來容易但弄起來其實是很講技
巧的，感覺表演的師傅真是台上一分鐘，台下十
年功。」
隨後，活動進入茶文化知識互動環節。中國有
幾大茶類、喝茶的功效、隔夜茶能不能喝……這
些問題既考查了學員們日常的茶文化積累，也令
他們感受到了中國茶文化的博大精深。

接 觸 傳 統

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鑫嫻 攝 ■與教授互動。

繪京劇臉譜 學習畫扇面

在傳統文化體驗環節，學員們根據自己的興趣
選擇了不同項目進行學習體驗。他們有的跟着臉
譜老師認真繪製生動的京劇臉譜，有的向麵塑師
傅一板一眼地學習捏麵人，有的發揮自己的想像
力在老師的指導下繪製專屬於自己的兔爺，還有
的則圍坐在老師身旁學習畫扇面，也有人選擇跟
隨茶藝老師學習茶道。
樹仁大學符王娜同學選擇與茶藝老師繼續深入
交流。她告訴記者，自己在中學時期就接觸過茶
文化的相關知識，對此有濃厚的興趣，在今次活
動中也學到了不少以前不知道的茶文化。她希望
以後有機會能來北京參加茶文化節。
余妙童聽說兔爺是北京人小時候的玩具，便去
體驗了一番兔爺的繪製。她告訴記者，「我在英
國讀書，想把這個帶去英國送給外國朋友，特別
有意義。」
在活動的尾聲，學員們紛紛拿起自己的作品與
老師合影。這次與傳統文化的親密接觸，學員們
收穫的不僅僅是一份自己製作的傳統工藝品，還
有關於傳統文化最鮮活生動的記憶。
■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
實習記者 張子雯 北京報道

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鑫嫻 攝 ■參觀北京市規劃館。

拿上這支重達7.5公斤的禮賓槍後，走起那
看似容易的步操，手上的槍不斷晃動，再
看軍人的專業示範，立刻想到他們背後所
付出的汗水。祖國有這些無私奉獻、堅毅
不屈的人才，令我很驕傲。」
最後，同學們獲邀在戰士餐廳享用午
餐，深入了解解放軍的日常生活。用餐之
前，同學全體起立，誠摯感謝三軍儀仗隊
官兵的招待，並向威武之師致敬。
■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

登長城「當好漢」觀升旗增自豪
一眾未
來之星學
員在8天學習期間，不僅學了許多國
情知識，還登上了萬里長城及觀看了
天安門升旗儀式。有道是「不到長城
非好漢」，同學們於8月19日登上了
他們期待已久的長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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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感興奮，頻頻
拍照留念。
公開大學學生文浚彥表示，
「『不到長城非好漢』，但當我真
的來到這裡，爬上萬里長城後，發
現能登上長城的固然是好漢，興建
萬里長城的先輩，更是好漢中的好
漢。用於防禦外敵的長城如此堅
固，幾千年過去了它依然完好無損
地屹立在神州大地之上，令人歎為
觀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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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高 感 悟

驚歎故宮設計
漫行國博展館
在北京學習國
情期間，同學們
還有機會走進宏偉的故宮、中國國家博物
館，以及北京市規劃館。他們紛紛表示，參
觀讓他們對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有了更深的
認識與思考。
在保良局顏寶鈴書院學生張嘉殷眼中，故
宮是個雄偉的地方，歷史悠久。她說：「當
中最令人驚歎的是，古人在故宮設計所投放
的心思。例如故宮完備的排水設施，足以體
現古人的聰明才智。祖先為後人留下了寶貴
的想法，也為今天北京的繁榮立下穩固的根
基。」
她的同學叢筠又則聯想到了香港故宮文化
博物館，她期待能盡早在家門口看到更多北
京故宮的精品文物。
香港大學的鄭逸軒亦說：「這些天去的地
方，最喜歡故宮。因為故宮不僅代表我們中
國悠久的歷史文化，也刻畫了中華民族的發
展歷程。」
悠悠中華文明史帶給香港學子深深的觸動
與強烈的震撼。港生們於8月16日下午走進世
界上單體建築面積最大的博物館—中國國家
博物館。在中國古代文化展區、復興之路展
區、各類專題展區，都能見到港生們的身影。

深 受 觸 動

■登上長城。 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

讚市規劃影片3D技術高

奏起，學員全神貫注地行注目禮。
保良局顏寶鈴書院同學林上皓表
示，在天安門廣場前、嘹亮的國歌
聲中觀看升旗儀式，絕對是此次北
京之行中深刻而難忘的時刻。
擔任學校升旗手的他表示，「天
安門的升旗儀式是我認為最莊嚴、
最隆重的升旗儀式。在這裡，我找
到了學習的榜樣—國旗護衛隊隊
員。」
■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

「國博的展品很多，我想一一觀賞，但參
觀時間卻十分有限，只好匆匆走過展品。對
於未能詳細了解每個展品和歷史的由來，我
感到十分可惜。期望下次到北京的時候，我
能重新到沒有看完的展館裡去。」保良局顏
寶鈴書院鍾楚雯同學顯然意猶未盡。
在參觀北京市規劃館後，中文大學學生羅
婉盈表示，當中最感深刻的是觀賞北京市規
劃影片，除了感歎北京由古到今的完善規劃
外，更驚詫於國家的3D影片製作技術之高。
■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

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 ■學做兔爺，與老師合影留念。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子雯 攝

■現場拜師學茶藝。

無論同學們是否第一次來北京，相信這
次的北京之行對大家而言都是耳目一新、
受益匪淺的。短短 8 天，豐富多彩的交流
活動不僅使同學們增加了對首都北京的感
性認識，更重要的是令同學們對祖國的日
新月異和中華民族的燦爛文化有了更深入
的了解。
今年適逢香港回歸祖國 20 周年及香港特
別行政區成立 20 周年，在場的同學們大多
出生於香港回歸前後，與香港同誕生共成
長，見證了香港和祖國休戚與共及經歷過
的風風雨雨，祖國好，香港才會更好，已
經是不爭的事實。同學們回港後，要發光
發熱，帶動更多的小夥伴來見識內地、了
解國情。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副董事長兼
總經理、未來之星同學會主席歐陽曉晴

施一公：秉清華校訓成就事業
同學們通過清華的課堂以及多項參訪活
動，對祖國的不同方面均有了更深入認
識，相信會獲益良多。作為中國人，我與
大家分享在國外的生活故事，說明了「國
強則民強」的道理。希望同學們能秉承清
華校訓「自強不息、厚德載物」，擁有家
國天下的情懷，以及捨我其誰的擔當，為
香港和祖國的美好未來，為中華民族的騰
飛，成就一番事業。
──中國科學院院士、
清華大學副校長施一公

莊紫祥：用包容心迎接挑戰
短短 8 天，雖不能盡覽北京的美，但一
定會激發同學們心中更渴望了解祖國的願
望。我也希望同學們，相信自己雙眼看到
的和用心感受到的，用一顆包容的心去迎
接挑戰，牢牢把握祖國給你們提供的大好
機會，實現自己的夢想，我相信未來一定
是屬於你們的！
──中道集團董事長、
未來之星同學會榮譽主席莊紫祥

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鑫嫻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