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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未來之星國際青年交流團」結束

了在捷克的交流活動後，來到波蘭行

程的首站——奧斯威辛集中營。在這

裡，二十多名來自香港各大院校的未

來之星親身感受到法西斯的殘暴帶給

世界人民的苦難，備感和平的珍貴。

團員們誓言牢記肩負的責任和使命，

珍惜來之不易的幸福生活，為世界永

久和平，為祖國和香港美好的明天貢

獻自己的力量。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佳男

港生睹「地獄」誓為祖國獻力
未來之星訪奧斯威辛集中營 感法西斯殘暴更珍惜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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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青年
協會每年暑假前舉辦「中國歷史文化
周」，鼓勵青年學生加深認識國情，並從
多角度了解不同領域的歷史文化與發展。
今年的主題「知味尋源」，由飲食文化與
歷史淵源着手，舉辦連串活動，包括「青
年廚神」大作戰等。昨日青協舉行文化周
啟動禮暨中國飲食文化體驗學習活動，並
頒獎予多名「青年廚神」。昨日約200名
中學生出席活動。
「中國歷史文化周──知味尋源」由昨

日起一連4天，於香港青年協會賽馬會
Media 21媒體空間舉行，設有多媒體資料
展覽、美食示範及品嚐等體驗學習活動，
從地理環境、經濟發展、物產器皿及風俗
習慣等多角度，讓學生了解中國飲食文化
的歷史淵源與特色，預計逾1,100名中小
學生參與。現場並設電影欣賞，將會播放
3齣與中國飲食文化相關的電影。
今年「中國歷史文化周」其中一項特色
活動為「青年廚神」大作戰暨「大師傳
承」工作坊，活動已於4月13日至5月19
日舉行。66位青年組成19支隊伍，分為中

學及公開組比賽，他們向特邀廚藝專家學
習四款粵菜，包括廣府菜、潮州菜、客家
菜和順德菜的經典菜式，最後以一款菜式
互相切磋競賽。
經過連串比賽，裘錦秋中學（葵涌）和

德貞女子中學的參賽隊伍共同勇奪中學組
冠軍，他們分別炮製了順德菜「魚味無
窮」，以及廣府菜「江南百花雞」。公開
組則由「心林小火箭」團隊炮製的「黃金
笑哈哈」（蝦棗）獲得冠軍。

譚耀宗：優秀大廚全球搶手
主禮嘉賓、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在致辭

時表示，自己擔任人大常委後壓力很大，
並笑說：「別人都以為我很了解國家文
化，其實我只是『識少少扮代表』，這次
剛好和大家一齊學習中華歷史文化。」
他認為，由飲食了解中國歷史文化是很

好的角度，學飲食可以個人發揮，也可以
團隊合作，可以發揮個人無限創意，也可
以師承傳統精華，發揮空間很大。
若以飲食為專業亦是很好選擇，優秀大

廚全球搶手，發展前景廣闊。

港青「知味尋源」學中菜識中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
道）清華大學高級公共管理碩士（EM-
PA）香港政務人才項目昨日在京正式
啟動，為內地大學首個面向香港招生的
公共管理專業碩士課程，將針對性為香

港特區培養知國情、懂港情、植根祖
國、面向世界的高級公共管理人才。
該課程的設置重點突出五個模塊，分

別為公共管理基礎、中國國家治理和發
展經驗、香港特別行政區治理與發展、

社會實踐和政府實務、公共治理的國際
經驗。在社會實踐和政府實務方面，會
讓學生在政府機構實習，並與清華教育
基地的決策者和領導層進行面對面地交
流與溝通。
清華公共管理學院教授、香港政務人

才項目負責人潘潔對媒體介紹，該課程
是為香港特區高端管理人才培養量身定
制，融合理論性、實踐性、專業性和前
沿性設計，既傳授香港特區政府與區域
治理的知識，又會訓練學員參與社會管
理與政府實務的能力。

在學將赴海外知名大學研修
新的EMPA課程面向持香港永久居民

身份證和回鄉證的中國香港特區居民，
首期招生不超過30人，學制2.5年，採
用非全日制教育方式，主要利用周末在
清華大學深圳研究生院上課，每學年到

清華大學集中學習，在學期間還會安排
赴海外知名大學研修。
清華副校長楊斌表示，過去21年，
香港發展與祖國聯繫日益緊密，粵港澳
大灣區規劃、港珠澳大橋的建設和「一
帶一路」倡議等，均反映香港需要更多
知國情、懂港情，根植中國、面向世界
的高級公共管理人才。
清華公共管理學院院長薛瀾則指，因

應大灣區、「一帶一路」等的發展，香
港政務管理人才需要學習和掌握如何抓
住新的機遇，而全球政務管理人才同時
也面臨加強公共治理能力的課題，新的
EMPA課程對這些內容都有充分考慮。
該課程申請時間為7月3日至19日，
預計於8月底正式入學，合資格者可通
過清華公共管理學院網站報名。相關負
責人強調，報名者必須要擁護中國憲法
和香港特區基本法。另黃廷方慈善基金

亦有捐資為該課程設立「黃廷方獎學
金」，供錄取者申請。

李慧琼籲有志建港市民申請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在fb轉發了有關消

息。她指出，香港社會經常談論缺乏政
治人才的問題。民建聯作為一個有承擔
的政黨，多年來一直投放資源培養從政
人才，並曾向清華大學建議開辦相關課
程，期望透過清華大學高質量、多層
次、國際化的培養公共管理人才的教學
經驗及頂尖師資，為香港的獨特需要培
養政務人才，引領香港繼續發展進步。
她指，民建聯對清華大學決定開辦
「高級公共管理碩士香港政務人才」課
程感到十分鼓舞。「我呼籲有志建設香
港，願意為市民服務，並符合報讀資格
的市民踴躍申請，為香港的未來作出貢
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
政府統計處昨日公佈，5月份本港
零售業總銷貨的臨時估值為405億
元，按年升12.9%，4月份的修訂估
值亦按年升12.2%。扣除其間價格
變動後，5月份零售業總銷貨估量
按年升11.6%，4月份的修訂估量則
按年升11%。香港零售管理協會主
席鄭偉雄表示，本地消費持續強
勁，料今年上半年零售業總銷貨值
的按年升幅約達13%，惟相信下半
年升幅緩和仍可有接近雙位數升
幅。
按零售商主要類別計算，5月份

各類別的臨時銷貨估值均錄得按年
升幅，包括珠寶首飾、鐘錶及名貴
禮物(23.8%)；其他未分類消費品
(20.1%)；藥物及化妝品(18.7%)；燃
料(17.5%)；百貨公司貨品(16.7%)；
眼鏡店(13.9%)；電器及其他未分類
耐用消費品(12.8%)；鞋類、有關製
品及其他衣物配件(11.9%)；服裝
(6.7% )；食品、酒類飲品及煙草
(5.9%)；傢具及固定裝置(4.8%)；中

藥(3.9%)；超級市場貨品(2.8%)；書
報、文具及禮品(2.5%)與汽車及汽
車零件(2.3%)。
政府發言人指出，受惠於樂觀的

本地消費情緒及訪港旅客人次明顯
上升，零售業銷售在5月份繼續錄
得雙位數的按年增長。展望未來，
鑑於勞工市場強勁，加上訪港旅遊
業持續增長，零售業銷售業務的短
期前景應維持正面。
鄭偉雄指出，4月份及5月份的零
售業總銷貨值持續錄得雙位數升
增，對上一次已是2012及2013年
初的時候。他續說，不少協會會員
均指出，6月份總銷貨值增長達雙
位數，因此估計今年首6個月本港
整體零售業銷貨值增長約達13%，
料下半年增幅放緩，但仍可接近雙
位數，「如中美貿易戰爭再拖下
去，對內地及香港經濟都可能有影
響，加上近兩周升幅放緩，相信股
市及人民幣貶值亦有一定影響消
費，加上租金壓力，這些零售業不
穩定性不能完全忽略。」

5月零售銷貨值升幅雙位數

奧斯威辛集中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納粹德
國在波蘭南方建立的一所滅絕營，在這

裡，逾百萬人被屠殺，其中逾九成都是猶太人。
6月29日，交流團一行懷着沉重的心情，走
進奧斯威辛集中營遺址1號營，在當年納粹處
決無辜生命的「死亡壁」前，進行了簡單而隆
重的悼念儀式。

港生敬獻花圈 姜在忠整理輓聯
首先由交流團學生代表宣讀了《銘記歷史、
珍愛和平宣言書》，表示會銘記法西斯戰爭帶
來的深重苦難，並以此為教訓去開闢人類美好
未來，並承諾身為年輕一代，會時刻牢記自己
肩負的責任和使命，珍惜來之不易的幸福生
活，為世界永久和平，為祖國和香港美好的明
天努力奮鬥。隨後，來自香港大學和香港中文
大學的學生代表向集中營死難者敬獻花圈，團
長姜在忠上前整理輓聯。
悼念儀式結束後，香港同學們在講解員的引
導下踏入當年的「死亡地獄」。目睹成堆的死
難者遺物，用死難者的頭髮編織成的地毯等，
心情無比沉重，一幕幕慘絕人寰的歷史畫面彷
彿活生生地再現眼前。
來自香港大學修讀內外全科醫學士的李浩鈞
表示，奧斯威辛集中營的慘劇給他留下了深刻
印象，法西斯慘無人道地滅絕猶太民族，塗炭
生靈，這一切都令人十分震撼。自己通過學習
這段歷史，感悟到幸福生活得來不易，和平是
多麼珍貴。

「盼盡一份力護世界和平」
來自香港科技大學的鄭瑜瑋說：「在集中
營，我感受到戰爭所帶來的禍患。我認為如果
能做到『民心相通』，今後就可以避免此類事
情的發生。希望在未來，我們青少年能盡一份
力，為維護世界和平作出貢獻。」

7月2日，未來之星中東歐交流團來
到中國駐波蘭大使館，大使劉光源與
學員們展開親切交流。

首先，團長姜在忠向劉光源介紹了本次未來之星國際交
流團及未來之星同學會多年來組織香港青少年國情交流活
動的情況，劉光源對此表示非常讚賞，稱有必要幫助青年
一代增強對國家的認同和使命感，無論哪個民族，只有熱
愛自己的祖國才能為國家作出應有的貢獻。劉光源又誇獎
香港青年質素好，國際化程度高，而香港作為國際先進大
都市，在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過程中，於高端服務領
域大有可為。
他並勉勵未來之星們努力學習多方面知識，為將來服務

國家，建設香港做好準備。
劉光源續指，「中波兩國最應該加強的合作還是經貿方

面」，中國資金充裕，基建先進，技術成熟，這些都是波蘭
所缺少的，目前中波經貿來往規模仍有很大上升空間，希望
「一帶一路」能在波蘭結下更多果實。會上，學員向劉光源
提出了各自關心的問題，獲一一細心解答，令同學倍感親切，
都言有「家人」的感覺。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佳男

■少年廚神鍾同學和兩位指
導老師。

香港文匯報記者殷翔 攝

■少年廚神黃同學（右）
和蔡同學。
香港文匯報記者殷翔 攝

■主禮嘉賓與「少年廚神」們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殷翔 攝

駐波蘭大使勉融入「帶路」

「未來種子計劃」（Seeds for the Future）是中
國華為公司全球企業社會責任旗艦項目，旨在幫助
各國培養本地化ICT（資訊及通訊科技）青年人
才，並鼓勵各國家及地區參與建立數字化社區的工
作，該計劃得到中波兩國政府的高度重視。
7月1日，未來之星交流團一行來到華為在波蘭

的東北歐客戶解決方案創新與集成體驗中心，與部
分參與「未來種子計劃」的波蘭青年展開面對面交
流。
華為波蘭代表處政府與溝通部部長Marzena Sliz

對香港學生的到來表示歡迎，並介紹了華為在全球
及波蘭的情況。交流團團長姜在忠隨後向Marze-
na Sliz介紹了本次未來之星行程狀況，並寄語青年
們將來要在自己的崗位上努力工作，伴隨企業成
長，從而獲得成就感。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佳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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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之星向死未來之星向死
難者致哀難者致哀。。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佳男劉佳男 攝攝

■中波青年熱烈交流共話「未來」。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佳男 攝

■■未來之星交流團在奧斯威辛未來之星交流團在奧斯威辛
集中營舉行悼念儀式集中營舉行悼念儀式。。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佳男香港文匯報記者劉佳男 攝攝

■■未來之星向劉光源大使致送團服未來之星向劉光源大使致送團服。。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佳男香港文匯報記者劉佳男 攝攝

■■清華大學高級公共管理碩士香港政務人才項目昨日在京正式啟動清華大學高級公共管理碩士香港政務人才項目昨日在京正式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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