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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衛星探高鐵雪中留足印 姜亞兵勉港生學史識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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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們近距離觀看
學員們近距離觀看「
「初教
初教-6 型」飛機座艙
飛機座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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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吉林省旅遊發展委員會、
未來之星同學會共同主辦，吉林大學、吉林省港澳事務

：「特別高興的是中國的航天發展確實很快」

星之語

辦公室協辦的 2017「未來之星‧從香港出發—冬聚吉
林」國情交流班已於 12 月底順利完成，並於 30 日在吉林松原舉行結業儀式。在前
後 6 天的行程中，來自香港十多所大專院校 140 多名未來之星學員看衛星、探高
鐵，感受祖國科技事業的日新月異；聽歷史識文化，了解祖國更多風土民情；滑雪
觀冬捕，在冰雪中留下難忘回憶。

松原市委常委、宣傳部長施大寧，香港大公
文匯傳媒集團董事、未來之星同學會執行

主席、榮譽團長姜亞兵，吉林省旅遊發展委員會
副巡視員田雲鵬，松原市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連
振剛，松原市外辦副主任張仁等嘉賓出席結業儀
式並為學員們頒發結業證書。
姜亞兵在結業儀式上表示，背靠強大的祖國是
香港的巨大優勢，大灣區、「一帶一路」倡議
等，都帶來無限發展機遇。他希望香港青年學子
能夠深刻了解國情，「知道國家所需、香港所長
和自己所長，進而實現個人發展，青年人要把自
己命運同國家發展結合起來，實現夢想。」
姜亞兵又指，未來之星同學會積極組織香港青
少年內地交流及其他延續活動，不過能親身交流
的畢竟是少數，希望同學們能將這 6 天行程的感
觸和認知，以各種方式和親朋好友分享，繼續關
心、支持和參與未來之星的活動。

觀景又交流 同學收穫豐
在本次活動的開班儀式上，吉林省最資深「導
遊」、吉林省旅遊發展委員會主任楊安娣曾向學
員們描繪冬日吉林的童話美景，讓同學們倍感期
待。而經過多天交流，同學們確實收穫滿滿，紛
紛在結業儀式講述吉林的難忘之旅。
來自中文大學的張侃婷很高興與夥伴們共享這
段珍貴時光，「在這 5 個晝夜裡，我深深感受到
長春、松原這兩個城市獨特的文化、創新和繁
華。我們參觀了長光衛星技術公司，近距離了解
衛星設計和科技研發的成果，那張香港維多利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冶 吉林報道）很
多香港學子還記得，幾年前在香港大球場，
航天英雄翟志剛、劉伯明和景海鵬在香港警
察銀樂隊威武奏樂的帶領下，各自乘車緩緩
駛入大球場的跑道，並繞場一周，現場掌聲
雷動，3 萬香港觀眾座無虛席，為航天英雄
們高聲喝彩。而在是次國情交流班中，未來
之星學員們亦有機會走進這些航空英雄們的
搖籃——空軍航空大學，參觀航空館，了解
航天英雄究竟是如何煉成的。
在這座 5 層展館中，學員們感受着中國航
空事業發展的縮影。珍貴的歷史照片、各種
型號的航空武器和遼寧號航空母艦等模型，
讓學員們感受到中國航空事業發展的進程。
在航空航天展區，學員們還有幸坐進「初
教-6 型」飛機座艙，親身體驗駕駛飛機的感
覺，一圓「飛行夢」。來自浸會大學的梁汝
其，在體驗過「初教-6 型」飛機訓練模擬器
後表示「很酷，如果是真的應該會更好」。
梁汝其以前只在電視中聽過「殲-10」、
「殲-11」等戰鬥機的型號，這是他第一次
近距離看到和接觸中國空軍歷年來退役下來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盧冶 吉林報道
港及夜景的衛星圖像依然歷歷在目；我們也實地
探訪了中車長客，了解國家自主品牌的發展；並
且走過了溥儀生活的地方，偽滿皇宮博物院，從
歷史中學習，總結前人寶貴的經驗；昨天我們更
嘗到了滑雪的滋味，跌跌撞撞的，在雪地上留下
屬於我們的足跡。」
這次旅程中她印象最為深刻的是一場蒙古族特
色文化演出，張侃婷認為透過表演者的深情演
唱，以及舞蹈、樂器的演出，呈現了國家非物質
文化遺產的巨大成果。她說：「6 天 5 夜的冬聚
吉林交流團是我們全團人專屬、珍貴的回憶。那
些學習、遊覽、愉悅、依依不捨的時刻，都深深
地印在我的腦海裡，希望團友們日後也能回憶起
我們在這裡那段美好的時光。」
教育大學學生黃翠環對內地移動支付的普及和
便捷感觸良多，「對於平常用現金付款的我而
言， 掃一掃二維碼就可以付款，覺得非常方
便，原來內地電子交易平台已經發展到這麼成
熟。」她認為讀萬卷書，不如走萬里路，很多經
歷都讓她大開眼界。
來自嶺南大學的陳靖兒對查干湖冬捕印象深
刻，「我們乘坐的巴士在冰面上行駛，停在查干
湖中央，下車之後奔向捕魚的冰洞，看到一張張
大網從冰洞中緩緩而出，一條條肥碩的大魚爭相
躍出水面，我們的心情亦都隨之雀躍，真的體會
到和查干湖漁民一樣的喜悅。這樣特別的體驗，
讓我感受到了祖國民族的多元、深厚文化以及國
家疆界的遼闊，也加深了我今後在祖國神州大地
繼續探索的信心。」

■學員在冰雪大世界合影
學員在冰雪大世界合影。
。

■松原市委書記李相國（中）接受未來之星團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冶 吉林報
道）從銀裝素裹的蓮花山滑雪場離開
後，同學們向本次交流之旅的後半程活
動城市——松原市出發。松原市委書記
李相國一行亦接待和會見了姜亞兵和 15
名未來之星學員代表，讓同學們感受到
松原市的熱情。
李相國向港生介紹了松原市的基本情
況，他表示，蒙古族、滿族、漢族文化交
融久負盛名；松原的查干湖冬捕，漁獵文

■學員在偽滿皇宮合影留念
學員在偽滿皇宮合影留念。
。

：「國家富強才不被欺負，香港人就是中國人」

識末帝生活 深入知歷史

■學員在冰面上跳起了十字步
學員在冰面上跳起了十字步。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冶 吉林報道）體驗當
地民俗風情，也是本次吉林冬日行的重點之
一。松原有一項聞名世界的傳統活動——查干
湖冬捕，被譽為最後的漁獵部落創造的世界奇
觀。正值冬捕出魚季，一眾未來之星學員來到
查干湖冬捕出魚現場，期望看到一網萬斤鮮魚
的盛況。
隨着高頭大馬拉動絞盤，陸續有鮮魚出水，
引發陣陣歡呼，還有幾位學員大膽上前，拿着
剛剛捕上的查干湖魚拍照留念。
「魚很新鮮，這種體驗也很新鮮」，恒生管
理學院三年生張敏儀說，「我都沒有拿過這麼

化千年世代傳承，可謂世界奇觀。李相國
告訴同學們，雖然松原市當前有數家港資
企業在當地投資興業，但還沒有像本次未
來之星交流班這樣一大批香港青年學子同
往參觀交流，希望港生們通過此次松原之
行，更深入地了解內地的城市發展和文
化，回到香港以後多了解、多宣傳內地發
展和變化。
姜亞兵表示，吉林之旅讓同學們親身感
受祖國內地城市的發展和變化，尤其是一

星之語

查干湖冬捕 賞冰湖騰魚

在這裡也能看到最後一位皇后婉容晚年的生活，
我覺得來這裡參觀，更能切身體會明白他們當時
的狀況，更深入了解歷史。」
來自城市大學的廖凱婷指，歷史課本雖也有提
及這段歷史，但都是比較基礎的內容，而從偽滿
皇宮博物院了解到的溥儀，比在書本上了解的更
豐富更立體，引證「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
在東北淪陷史陳列館，來自城市大學的洪英毅
感言，連續參觀偽滿皇宮和東北淪陷史館是一堂
很好的歷史課，「我覺得陳列館最後傳達的信息
很重要，國家富強才不會被欺負，香港和祖國是
密不可分的，香港人就是中國人。」

敬佩飛行員 盼當飛機師
「我知道當飛行員的資格要求很高，所以
她們很厲害」，珠海學院學生羅兆晴說，
「女飛行員們都好棒，很希望自己也能夠有
機會駕駛飛機。」

直感受到吉林人的熱情好客。他鼓勵同學
們在松原的精彩行程中用心體會，回到香
港之後講好此次吉林之旅的精彩故事。隨
後，姜亞兵和學員代表向李相國贈送了未
來之星紀念水晶座和未來之星團服。
晚間，松原市特別為未來之星同學們準
備了蒙古族特色的專場文藝演出，色彩斑
斕的服裝、燈光與精湛的舞藝和歌喉，為
今次交流活動添上了一個極具民族特色的
記憶。

：「這個鞋子有點緊，還很重，很難上去滑雪的斜坡」

：「魚很新鮮，體驗也很新鮮」

星之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冶 吉林報道）偽滿皇
宮博物院是吉林省重要的歷史遺蹟，也是是次未
來之星「冬聚吉林」國情交流班行程中十分具教
育意義的一站。12 月 28 日下午，同學們走進吉
林省偽滿皇宮博物院，觀看那些不能忘卻的記
憶，鑒往知來。
走進這座清朝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充當偽
滿洲國傀儡皇帝時的宮廷遺址，伴隨着講解員詳
細的描述，一幅關於末代皇帝的生活畫卷在同學
們面前徐徐展開。
科技大學二年級生李菀桐認真傾聽講解，覺得
「雖然皇宮很大，但是溥儀的生活也比較拘束，

的飛機和眾多模型，十分興奮地拍照記錄這
一時刻。
來自嶺南大學中文系的馮家輝，一直對航
空航天感興趣，也有在網上關注近期關於
「殲-20」的相關信息，「特別高興的是中
國的航天發展確實很快」，他更希望未來可
以把這些高科技帶到普通人中間，帶動生活
中的科技應用。
走進航空館大堂，學員們就被眼前的四人
像主題雕塑吸引。講解員介紹，這個雕塑，
象徵着空軍航空大學的歷史和榮譽，建校70
餘年來為祖國培養了大批航空航天人才。
講解員介紹說，除了楊利偉、翟志剛、費
俊龍、聶海勝等航天英雄，中國首位女航天
員劉洋和第二位女航天員王亞平，也是空軍
航空大學畢業的優秀飛行學員代表。

松原市：感受
「熱情吉林」

■吉林省旅發委主任楊安娣向港生描述冬日吉林美景。

星之語

參觀航空館 一圓「飛行夢」

大的魚，也沒有見過這樣冬捕的場面，能夠親
身體驗，很震撼。」她還計劃把拿着魚的照片
發佈到社交軟件上，「因為很特別、很新鮮，
一定要跟大家分享。」

冰躍十字步 拍片作紀念
香港大學機械工程四年生朱朗然表示，南方
人很少有機會在冰面嬉戲；珠海學院新聞及傳
播系學生羅兆晴則和她的夥伴們在查干湖一望
無際的冰面上跳起十字步，她說，此次行程中
每個地方都會與友人一同跳這個舞步，在後期
會串聯成一個視頻短片，作為特別的紀念。

■學員在查干湖冰面上搞怪合影
學員在查干湖冰面上搞怪合影。
。

蓮花山滑雪 港生呼「過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冶 吉林報道）長春
蓮花山滑雪場是一眾未來之星學員此行十分期
待的一站，港生們在驚聲尖叫中紛紛大呼過
癮，親身體驗了一把冰天雪地中的「速度與激
情」。
當日，隨着寬闊的滑雪道出現眼前，很多同
學忍不住驚呼，他們中大多數人都是第一次滑
雪，更沒有來過如此寬闊的滑雪場，壯觀而美
麗的場景令他們驚歎連連，更有人好奇地問身
邊的吉林大學學生「你們是不是經常會滑雪？
是不是都滑得很好？」在教練的指導下，很多
同學都躍躍欲試，亟不可待地想要親自在滑雪
場上一展英姿。
有些同學很快掌握要領在雪地上穿梭自如，
有的人則難以控制平衡左搖右擺。雪場裡滿是
歡聲笑語，即使摔倒，大家臉上依然笑得燦
爛，可以如此近距離地在大自然中玩雪，是在
南方都市裡難以感受到的暢快體驗。
此次滑雪之旅是教育大學黃翠環同學此行最
為期待的一站。在滑雪場，她以雪為背景拍了
很多照片，真正地穿上雪鞋、踩上雪板之後，
她發現滑雪比自己想像的要難，「很難走，而
且第一次穿這個鞋子有點緊，還很重，很難上
去滑雪的斜坡。」
中文大學哲學系一年生黃楚恩之前沒有滑過

■很多學員都是第一次滑雪
很多學員都是第一次滑雪，
，既緊張又期待
既緊張又期待。
。
雪，也沒來過這麼冷的地方，「之前行程裡最
想來的就是滑雪場，今天來了覺得很興奮。」
在到吉林之前，黃楚恩特意去上網搜索過滑雪
的教學短片，「之前看以為很簡單，但是實際
上很不容易，自己穿上鞋子都有困難，我本來
打算上到高一點的地方，但是需要很多技
巧。」
痛痛快快地玩了一場雪後，她笑言，「因為
是第一次滑雪，一開始很擔心安全問題，但是
到現在都還沒摔，覺得很開心。」親身領略到
吉林冰雪的魅力，黃楚恩感歎「吉林有天然的
冰雪，我覺得生活在這裡的人很幸福」。

■學員們爭相與組裝中的動車合影留念
學員們爭相與組裝中的動車合影留念。
。

：「看到車都比較新，感覺到科技的進步」

星之語

觀高鐵組裝 感科技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冶 吉林報道）12
月 28 日，未來之星同學們來到中車長春軌
道客車股份有限公司（中車長客）總裝車
間，觀摩了高鐵組裝的全過程，井然有序的
流水線作業以及寬闊的組裝車間，給他們留
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即便有近 200 人站在車間，但現場卻一點
不顯擁擠和凌亂，所有正在作業中的動車整
齊地排列在流水線上，完工後它們便會駛向
全球各地，展現「高鐵速度」。
「全車所需大的料件全部需要人工安裝、
連接、組裝，目前整個車間一共是 11 條
線，每條線上有 7 台車，也就是說整個車間
有 77 台車正在同時組裝。」伴隨着工作人
員的解說，學生們十幾人為一組，分批登上
了總裝車間的觀禮台，俯瞰高鐵「從零到
整」的製作過程。
寬闊的車間裡，大型氣墊船將一個個高速
動車組車體移至工位上，77個車體同時進行
組裝，景象頗為壯觀。一時間，同學們紛紛
拿起手機，爭相合影留念。

從高處觀看了車間全景後，同學們又在工
作人員帶領下與高鐵進行「零距離」親密接
觸。據工作人員介紹，每台車都需要組裝幾
萬個部件，而其中很多部件都由人工手動組
裝。同學們近距離觀看了工人作業的場景，
雖然無法用手直接觸摸車身，但無論是車底
還是車身的構造都可盡收眼底，令很多同學
感歎祖國科技的發展日新月異。
「好厲害啊！」嶺南大學社會科學系四年
級生劉惠賢在參觀高速動車組製造中心時
指，如果國家把更多資源投到高鐵發展方
面，相信可以更有效輸出到國外，「就可以
增加我們高鐵的產品。」
中文大學四年級生郭信亨第一次參觀高鐵的
組裝車間，「很有新鮮感」，他表示，不少港
人對現在的內地科技不太了解，印象還停留在
10年至20年前，「但是今天來到這裡，看到
車都比較新，感覺到科技的進步。」
他又指，香港地鐵四通八達，是同學們出
行的首選，但很多人並不知道，2016年正式
通車的南港島線新列車正誕生在中車長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