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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
耀巴爾幹 民相親心相通

「民心相通」是「一帶一路」建設的人文基礎。國之交在於民相親，
民相親在於心相通。未來之星同學會在中國駐阿爾巴尼亞大使館、駐
波黑大使館、駐塞爾維亞大使館的鼎力支持下，今年再次組織「青春
啟航．前進巴爾幹—未來之星『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交流團」，帶

領20多名香港同學遠赴巴爾幹半島，實地考察「一帶一路」的建設成果，與當地青年交流聯誼，使「一

帶一路」成為看得見、摸得的震撼，「民心相通」成為凝聚共識的橋樑。 ■香港文匯報記者 石磊

交流團團長姜亞兵感謝大使館周密安排 勉港生獻力貢獻祖國
鼎－力－贊－助

陳清霞：多觀察學習 拓知識視角

此次「未來之星『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交流
團」得到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的鼎力贊
助，這已是政協聯會連續第二年贊助該項活
動。全國政協委員、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
主席、未來之星同學會榮譽主席陳清霞在接受
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表示，「一帶一路」倡
議不僅給沿線國家帶來實惠，也給處在轉型期
的香港帶來重要發展機遇，而且香港在「帶路」建
設中具有「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和專業領域的服
務優勢，憑藉此雙重優勢，香港完全可以發揮更積
極的作用。
陳清霞進一步指，香港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的
「超級聯繫人」作用十分明顯，許多同學將來也會在

各專業服務領域中工作，香港國
際化程度高，在金融、會計、法
律、資訊、仲裁等領域尤其具有
領先優勢，同學們應把握好香港
的特殊優勢，努力裝備自己，學會包容和理解、溝通
和交流，將來才能發揮好「專業營運者」的作用。
陳清霞又稱讚未來之星此次交流活動組織周密，有
影響力，效果明顯。她寄語香港年輕人充分利用未來
之星提供的難得機會，深入了解「一帶一路」倡議的
內涵及所取得的成就，多觀察多學習多思考，拓展自
己的知識和視角，把個人的發展機會和參與「一帶一
路」建設結合起來，在大勢中做事、成事，從而實現
人生價值。
■香港文匯報記者 石磊

■中國駐阿使館臨時代辦白雲斌（前排左六）、商務參贊連鋼（前排右四）、交流團團長姜亞兵（前排右五）、副團長
李華敏（前排左五）與交流團同學合影。
『一帶一路』沿線
是次「未來之星
國家交流團」，於 8 月 12 日至 21

日出訪，歷時 10 天，到訪「一帶一
路」在巴爾幹地區的三個重要節點國
家 — 阿爾巴尼亞、波黑和塞爾維
亞。一眾港生為異國風光的旖旎多姿
和人文歷史的悠久絢爛而神迷，更因
中國大使館的熱情接待和周密安排而
感動和自豪，體會到祖國強而國人
榮！在行程中，同學們親眼目睹「一
帶一路」在沿線國家生根開花，為當
地人民帶來友誼與福祉，其互惠共贏
的「絲路精神」令他們感慨良多。
耳聞民族紛爭與國家分裂給當地國
家帶來的災難與痛苦，亦讓同學們感
受到珍惜和平、保持社會穩定的重
要，當中的深切體驗成為未來之星們
的一段難以忘懷的記憶。

「回家」獲禮遇 親會使館要員
在巴爾幹三國，交流團活動的第一站
都是「回家」—當地的中國大使館。
有港生感言，出外交流活動很多，但能
受邀進入中國大使館作客的少之又少，
能有機會與中國駐當地最高級別的外交
代表—大使和臨時代辦面對面交流更
屬鳳毛麟角。此次「未來之星 『一帶
一路』沿線國家交流團」不僅得到中國
駐阿爾巴尼亞、波黑和塞爾維亞三國大
使館的工作支持，而且受到高度禮遇，
可與每一位大使和臨時代辦的座談交
流，對大家而言，都是一堂難得的國情
教育課，使館領導高屋建瓴的一席分
享，令同學們茅塞頓開，勝讀十年書。
在阿爾巴尼亞首都地拉那，儘管此
前為交流團提供諸多指導和支持的大
使姜瑜因故不在阿國，但臨時代辦白
雲斌也同樣在大使館熱情接待了交流
團。在與同學們的座談中，白雲斌臨

■身穿未來
之星團服的
中國駐波黑
大使陳波
（中）與交
流團工作人
員和幹事合
影。
時代辦高度評價了未來之星同學會的
工作非常重要、非常有成效，稱讚交
流團可令更多的香港青年人了解「帶
路」沿線國家，也有助於延續新時期
中阿兩國青年的交流和友誼。
在波黑首都薩拉熱窩，大使陳波在交
流中指出，飽受戰亂之苦的波黑各界非
常羨慕中國社會的長期和平穩定、民族
團結以及國家政策一以貫之的連續性，
所以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在波
黑受到極大歡迎，而此次未來之星交流
團更是體現了「帶路『五通』」中的
「民心相通」。
陳波此後更換上了交流團致送的未來
之星團服，作為青年朋友中的一員，參
加了香港青年與薩拉熱窩大學和東薩拉
熱窩大學學生的交流聯誼。

親聞戰亂苦 體會祖國盛
在塞爾維亞首都貝爾格萊德，大使
李滿長在使館會見了交流團一行。李
滿長以自己的親身經歷為例，對比貝
爾格萊德這座歐洲歷史名城，先後作
為國家分裂前的南斯拉夫首都和分裂

後的塞爾維亞首都的「前世」與「今
生」，告誡同學們：儘管南斯拉夫內
戰已經過去 20 多年，但直到現在，部
分前南斯拉夫加盟共和國人民的生活
還沒有恢復到戰前的水平。而在這期
間，中國穩定發展，集中精力建設社
會，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為塞爾維
亞帶來了先進的技術與亟需的資金，鐵
路、大橋等多項基礎設施的成功落實推
進，更是為經濟、生活停滯不前的塞國
帶來福音，獲得廣泛讚譽。
未來之星同學會執行主席、交流團
團長姜亞兵在總結交流團行程時，感
謝中國駐阿爾巴尼亞、波黑、塞爾維
亞大使館對未來之星同學會交流活動
給予的鼎力支持和周到安排，令同學
們遠在萬里之外仍感受到「回家」的
溫暖。
他期望同學們好好把握「一帶一路」
難得的歷史機遇，珍惜香港的繁榮穩
定，找到「國家所需」和「自己所長」
的結合點，為建設國家和香港貢獻力
量。

■交流團成員在薩拉熱窩老街合影
交流團成員在薩拉熱窩老街合影。
。

「星」
之感悟 我的關鍵詞

■交流團和阿爾巴尼亞青年菁英共植秋海棠和友誼樹 。

體現
「帶路」
成果 百聞不如一見

褚珏然（香港浸會大學） 關鍵詞：鏡鑒
在本次交流團中，我們有幸與中國駐塞爾維亞大使李滿長面對面交流。李大使為我們
講解了南斯拉夫解體和東歐劇變為巴爾幹地區帶來的巨大震盪，這一地區政治模式的轉
變成為經濟發展的桎梏，且使民族矛盾、宗教矛盾更為激烈，最終導致內戰的爆發。我
們中國作為多民族的國家，必須引以為戒，力爭保持和平與穩定。
黃曉婉（香港大學） 關鍵詞：No War
波黑戰爭剝奪了無數人的生命，摧毀了無數人的家園，我隨交流團參觀薩拉熱窩「希
望隧道」時，仍可見佈滿彈孔的斷垣殘壁，使我深切地感受到當地人民所受到的戰爭苦
難。時至今日，中國的實力逐漸強大，更提出「帶路」倡議與這些國家共同發展當地經
濟。「一帶一路」倡議可謂意義重大！

實－地－體－會

■交流團成
員在貝爾格
萊德跨多瑙
河大橋前合
影。

■中國駐塞
爾維亞大使
李滿長（右
三）向交流
團介紹使館
情況。

「民心相通」是「一帶一路」建
設的民意基礎，而國家主席習近平
亦曾形容，推進「一帶一路」，
「要切實推進民心相通，弘揚絲路
精神，推進文明交流互鑒，重視人
文合作。」在是次未來之星交流團
中，香港與阿、波、塞三國的青年
學生們投入分享彼此的知識及文化，暢
談自己的理想和人生，以心相交建立了
珍貴的友誼。

互談理想 互秀才藝
在阿爾巴尼亞，該國執政黨社會黨
青年組織 FRESSH 的青年政治家們，
一早就來到香港交流團下榻的酒店，
隨後與交流團港生一同乘坐大巴參觀
考察，並在中國大使館臨時代辦白雲

斌的見證下，與香港同學共同種下秋
海棠和友誼樹。
而在波黑，港生們與薩拉熱窩大學
及東薩拉熱窩大學的同學們同台演
出，在使館舉辦的燒烤晚宴上，兩國
青年一邊享用當地美食，一邊暢談自
己的理想和人生，彼此之間的距離瞬
間拉近。
於塞爾維亞，貝爾格萊德大學的
師生特地為遠道而來的香港同學表
■溝通無須語言，友誼搭建橋樑，中
演了充滿「中國風」的節目，貝大
塞青年快樂自拍。
同學操着流利的漢語表演快板和香
港流行歌曲，令交流團同學直呼沒 體 表 演 的 廣 東 話 教 學 說 唱 《Hello!
想到，而未來之星的同學們也精心 Hong Kong》 、 合 唱 《 獅 子 山
準備了拿手節目：蘇諾培同學的笙 下》、《中國話》等，都引起貝大
獨奏《晉調》技驚四座，馬瑋鍵同 師生的極大興趣。
■香港文匯報記者 石磊
學的魔術表演生趣盎然、同學們集

「百聞不如一見」，對於很多香港市民
而言，「一帶一路」雖然可說耳熟能詳，
但做到真正領會尚有一段距離。是次未來
之星交流團精心策劃，在中國大使館的推
薦和安排下，實地考察了一些「帶路」建
設在巴爾幹地區的代表性項目，引領同學
們親身感受「帶路」倡議為沿線國家帶來
的巨大變化。

帶動經濟 譽滿國際
在地拉那國際機場，在斯塔納里火電站和科斯托
拉茨火電站，在貝爾格萊德跨多瑙河大橋…… 未
來之星的足跡踏遍一個個重要節點。同學們聽取當
地負責人的項目介紹，了解項目對推動當地經濟發

■交流團參
觀斯塔那里
火電站。
展、生活水平提高發揮的巨大作用，耳邊不時聽到
當地人民對中國人的欽佩和讚譽，有同學感歎說：
「我們所到之處人家都問我們是不是中國人，可見
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非常高。」
曾於中學當通識科老師、現於香港大學擔任助
教的蘇諾培在交流團小組分享會指，自己於是次
交流活動希望以客觀冷靜的角度去了解「一帶一
路」。他表示，透過參觀交流，明白「一帶一
路」不僅在當地有了成果，也了解到當中的具體
效益。
他計劃將今次所認識到的「一帶一路」實況與
學生分享，將來也會帶領學生們一起出團，讓更
年輕的一輩也對「一帶一路」有親身體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 石磊

余雅斯（香港樹仁大學） 關鍵詞：反思
華為波黑子公司的負責人在分享中提到，在波黑經營最大的挑戰，是要有非常好的耐
心，公司每一個項目都要分別跟三族商議平衡各方利益。政治問題使得經濟上的時間周
期、行政成本大大提高。令我反思香港，香港擁有很好的地理優勢，背靠祖國面向世
界，但近年立法會的拉布，就讓很多民生政策無法落實，大量政府公帑也浪費了。我們
應該積極反思：良好的發展，須以和平穩定為前提。
洪英毅（香港城市大學） 關鍵詞：自省
在波黑，華為公司波黑子公司的負責人為我們分享了華為在波黑一步步發展的歷程。
我十分認同他提出的一點，就是要為「帶路」建設作出貢獻，先決條件是努力提高自身
的專業水平和知識儲備。作為法律界未來的一員，我深信香港可以於國際仲裁為「一帶
一路」作出貢獻。因此，接下來的日子，我會努力學習國際仲裁相關的知識，為這個機
遇作好準備。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石磊

■港生在阿爾巴尼亞斯坎德培古城堡
自拍留影。

■中塞兩國青年聯歡晚會上，未來之星與貝爾格萊德大學孔子學院的同學們合影。

重要參觀項目
項目名

四－海－承－風

友－誼－橋－樑

異國結友緣 他鄉遇相知

謝昕樂（華威商學院） 關鍵詞：感恩
未來之星交流團令我分外感恩，感恩自己是中國人。祖國的強大，令我們中國人在國
外更有尊嚴。比如在波黑，感恩中國駐波黑大使館的安排，我們受到了高規格的外交禮
遇——兩天的參觀考察過程中，有兩輛波黑警車為我們的旅遊大巴開道、全程護送。在
阿爾巴尼亞與當地青年的交流時我得知，由於該國青年人才流失嚴重，所以當地居民辦
理旅遊簽證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情。相對而言，我很感恩自己生長在香港這個自由而繁
榮的城市。

■交流團成員與薩拉熱窩扇子舞演員合影。

驚歎中國熱 體會漢語通

此次未來之星交流團給予了香港學生們難
得的機會，與阿爾巴尼亞、波黑、塞爾維亞
三國的大學生交流聯誼。許多未來之星的同
學們都不約而同地發出感慨：「當地青年學
習漢語的熱情好高！」、「外國同學普通話
說這麼好，我們也要學好普通話！」
在阿爾巴尼亞，執政黨社會黨的青年組織
FRESSH派出12名青年菁英陪同未來之星的同學
們參觀考察。正在倫敦大學留學的彭斯明同學
說，通過交流，發現這些阿國青年心中都有一個
「中國夢」：中國對於他們來說是一個充滿機遇
與希望的地方，他們都努力學習中文，希望藉助

「帶路」東風，成為阿爾巴尼亞走進中國的先行
者。

中華魅力 無遠弗屆
在薩拉熱窩，聯誼活動中的波黑同學鄔雅麗說
得一口流利的普通話，令不少香港同學都十分驚
訝。她告訴記者，「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
中國與波黑之間的交往日趨頻密，自己的中文能
力變成了她最核心的競爭力，給自己帶來了很多
發展的機會。
來自香港大學的曹媛婷同學則表示，她在交
流中了解到，中文已經成為了波黑除當地語言

和英語之外的第三大語言，而這種變化正體現
了中國文化對於當地影響的加深。
來自香港城市大學的江柵發現，波黑同學對
漢語十分熱愛，把握每次練習說中文的機會，
更積極參加「漢語橋」和去中國內地的大學做
交流生。「這些都充分體現了漢語以及中華文
化的魅力。」江柵說。
來自塞爾維亞大學的思遠同學，在聯歡活動
中為中國同學獻上了一個字正腔圓的漢語快
板節目。他表示自己剛剛從塞爾維亞大學中文
系畢業，今年 9 月就會前往廈門大學進修漢語碩
士課程。思遠還興奮地說，他很小就很嚮往中
國文化，能前往中國求學是圓了他心中的一個
夢想。
■香港文匯報記者 石磊

位置

特點
阿爾巴尼亞最重要的交通樞紐

地拉那國際機場

阿爾巴尼亞

歐洲增長最快的機場之一
光大控股100%收購股權
中波建交以來首個大型基礎設施合作項目

斯塔納里火電站

波黑

首個使用「16+1合作」百億美元專項貸款的項目
首個竣工的「16+1合作」大型能源項目
環境友好型火電站，完全超過歐盟環保標準

科斯托拉茨火電站
貝爾格萊德
跨多瑙河大橋

塞爾維亞

中國第一個進入歐洲的電力總承包項目
全面使用中國技術、中國裝備、中國標準
中國企業在歐洲承建的第一個大橋項目

塞爾維亞

塞爾維亞在多瑙河上近70年來首座新建大橋
被當地人民譽為「中國橋」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石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