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第十

四屆香港青少年軍事夏令營昨日於

粉嶺新圍軍營正式開營。今年首次

吸納200名中一、中二生前來接受5

天體驗式夏令營，而其餘300名中

三至中五學生則會入營15天，與解

放軍駐港部隊官兵同吃、同住、同

訓練，磨礪意志、強健體魄。有參

與活動、土生土長的香港中學生表

示，看到駐軍軍容整齊感到自豪，

又強調：「我本來就很愛國！」

港青軍營訓練 與官兵共甘苦
首有中一中二生入夏令營 同吃同住同練磨礪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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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特區政府、解放軍駐港部隊、香港羣
力資源中心聯合主辦的第十四屆香港

青少年軍事夏令營，昨日舉行開營典禮，
本月29日結業，為期15天。
今年大會從本港138所中學推薦的逾千

名學生中選拔出500人入營，包括270名
男生與230名女生，其中營方指考慮到中
一、中二學生年齡較小，課程將作特別設
置，在營時間亦縮短為5天。

陽光下升旗宣誓
參加本屆軍事夏令營的同學前日入營，
昨日一早身穿整齊的軍裝、精神抖擻地參
加開營典禮。典禮開始前一度下起大雨，
但同學們在雨中依然紋絲不動，盡顯「軍
人風采」。
典禮開始時，雨過天晴，同學們在陽光

下參與升旗儀式，並在解放軍駐港部隊副
司令員田永江、第十四屆香港青少年軍事
夏令營籌委會主席郭澤偉等主禮嘉賓見證
下完成宣誓。
本屆夏令營主題為「自我增值」，活動
新增參觀石崗軍營、參觀軍機、直升機等
軍事設備等活動，同時保留徒步行軍、專

題講座、步操、激光模擬對抗等經典項
目。今年專題講座的嘉賓，分別為第十四
屆香港青少年軍事夏令營籌委會副主席陳
惠仁、藝人歐陽震華、警務處處長盧偉
聰。

學生：本就愛國 何來「洗腦」
土生土長的香港女生、東華三院李嘉誠

中學中四生蘇美雲原本亦有參加同類活
動，而看到解放軍整齊的隊伍就會心生自
豪感的她，很希望學習解放軍不一樣的步
操方法，故抓住難得的入營機會，其決定
亦得到家人支持。
對於外界個別人所謂「洗腦」疑慮，蘇

美雲堅定地說：「我本來就很愛國！」她
指夏令營主要是培養團隊精神，「不擔心
所謂『洗腦』。」她最擔心的是自己不擅
運動，害怕一些動作做得不標準，「但我
一定會努力做。」

睹軍容莊嚴 心感自豪
佛教黃允畋中學中三生潘淳子在內地出

生，小一來港，他想好好利用今年的暑
假，「唔止喺屋企打機」，故報名參加活

動。他認為解放軍步操時氣氛莊嚴，訓練
時他們表現認真嚴肅，日常卻又和藹可
親，大家相處和諧，故解放軍是他的榜
樣。他最期待學習解放軍步操，希望通過
夏令營能變得「有規矩、並應用於日常生
活中」，亦為未來成為消防員的夢想打好
基礎。
上屆夏令營學生代表、迦密柏雨中學的

韓今赫昨日亦有到場，她回憶去年在傾盆
大雨下宣誓，毫無畏懼，在訓練中亦學會
堅持和團隊協作，時間管理能力更有所提

升，實在受益良多。由於通過活動有很多
得着，曾因師兄介紹入營的她亦主動介紹
同學入營，希望更多同學受惠。
夏令營自2005年7月推出首屆活動，至今
已有逾3,700名香港青少年參與，夏令營旨
在幫助香港青少年進一步了解解放軍基本情
況和優良傳統，學習基本軍事技能，樹立國
防觀念，增強國家和民族意識，培養守紀自
律、團結協作、吃苦耐勞的精神，磨煉堅強
意志，為未來建設香港、報效祖國作好準
備。

為支持香港
青少年參與香
港青少年軍事

夏令營活動，鼓勵他們樹立國防觀
念，增強國家和民族意識，多位嘉
賓親臨現場為開營典禮主禮，為一
眾學員打氣加油。
解放軍駐港部隊副司令員田永

江、第十四屆香港青少年軍事夏令
營籌委會主席郭澤偉、籌委會副主
席陳惠仁、香港羣力資源中心會長
戴德豐、教育局代表吳俊輝等嘉賓
昨日蒞臨現場。

田永江：肩負報國重任
田永江致辭時表示，夏令營於

2005年成立，至今已發展成香港青
少年暑期課外活動的一個黃金品
牌，為凝聚社會共識、促進各界團
結，發揮積極重要作用。
他續指，今年夏令營對象擴展至

中一、中二學生，讓更多香港青少
年有機會了解解放軍、增加國防知
識、增強紀律意識、培育堅強意
志、鍛煉健康身體，為將來建設香
港報效祖國打下良好的素質基礎。

他表示，軍事夏令營是一次難得的人生
體驗，同學們不僅要接受嚴格的紀律管理、
正規的軍事訓練，還要接受炎熱天氣和風吹
日曬的考驗，正所謂「天將降大任於斯人
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
膚」。他希望同學們在營期間，能嚴守紀
律、刻苦訓練、不斷挑戰自我、超越自我，
用優秀的成績和突出的表現證明自己。
郭澤偉表示，相信學員通過今次活動必

定有所成長，他們將在官兵身上學習到紀
律、服從和團結，在訓練中培養出強健的體
魄和堅定的意志，以及學到與人溝通和合作
的技巧，「在夏令營，沒有網絡、沒有手
機，你們卻得到了充實和積極的生活。」

■香港文匯報記者 柴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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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韓今赫、蘇美雲、潘淳子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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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
報道）2018年「港澳大學生文化實踐
活動」昨日在北京閉幕。125名港澳
大學生經過5周的實習後，對港澳在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將自身發展與特
區和國家發展相連等問題有了更深的
認識和思考。他們紛紛表示，自己未
來將更多關注文化事業的發展，願意
為支持內地與港澳文化交流合作盡一

分力。
是次活動由文化和旅遊部港澳台

辦、香港中聯辦青年工作部、澳門中
聯辦教育與青年工作部、香港青年聯
會、澳門基金會共同主辦，已連續成
功舉辦14屆。
今年的實習生來自25所高校，他們

在過去5周分別走進故宮博物院、國
家博物館、國家圖書館、上海博物館

等35間北京和上海的頂級文化機構和
博物館展開實習。主辦方安排了文物
保護修復、文化創意產品推廣、翻
譯、藏品管理、講解服務、圖書採編
等與同學們專業及興趣契合的實習內
容。

學生：實習既充實又寫意
香港浸會大學的周健東獲安排在故

宮博物院圖書館實習，主要負責館中
圖書分類、排架、入檔工作。他說，
「除了日常的工作，閒來我便翻翻

書，豐富學識。趁午休時間，我在故
宮實踐書中所學，看建築、展覽，欣
賞古人留下的寶庫，5星期實習過得
既充實又寫意。」
香港青年聯會主席蔡德昇表示，很

多曾經參加實習計劃的同學都認為，
這段經歷對他們的人生有莫大幫助。
他們不僅深入了解了中國傳統歷史

文化，同時還學習了現代文博管理技
能。未來香港西九文化區對人才的需
求很大，他希望同學們能抓住這個機
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蕊、孟冰
重慶報道）63名參加「2018年國
（境）外優秀青年人才重慶實習月」
的港澳學子，過去一個月分別在中國
三峽博物館、重慶醫科大學、西南證
券、重慶大龍網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渝新歐（物流）有限公司等單位實
習，近日共有25位與引才單位代表
簽訂了就業意向協議。

仁大生：會考慮留渝發展
香港樹仁大學經濟與金融專業大

三學生陳冠焯第一次來到西部直轄
市重慶，他表示，高低起伏的地
勢、錯落的山城景色讓他對這座城
市印象深刻。而與不少學子一樣，
此次他選擇了跨專業實習，到美皇
管理信息（重慶）有限公司實習工
廠技術與管理，為的就是有機會嘗
試新的突破。
他說：「現在的就業趨勢決定了
需要橫跨專業，在不同的行業積累
經驗。如果僅僅局限於本專業發展
機會比較少，所以我們需要走出
去。我認為重慶的人才引進政策非
常多元化，也有很多的創業就業機
會，如果條件成熟畢業後也會考慮
到重慶發展。」
香港中文大學大二學生周秀楠此

次也體驗了一把「跨界」，學習心
理學專業的他在中國農業銀行渝中

支行實習大堂經理助理崗位，「接觸到不同
的專業，看一看另一個世界。」他說，「重
慶不僅有美食，還有以前不曾接觸到的當地
文化，相信會吸引不少文藝青年到這裡尋求
發展。」
據香港青年民建聯主席顏汶羽介紹，目前

不少香港大學生來到內地工作，重慶也是學
生們報名參加實習活動較多的城市之一，
「希望透過實習計劃幫助更多學子了解重
慶，了解內地的企業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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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內地文博 懂融國家大局

2018「未來之星·從香港
出發—上海創新創業之旅」
昨日在滬開啟，來自香港17
所大專院校的40名港生將在
滬體驗感受祖國發展。在一

周行程內，港生們將遊覽東方明珠、黃浦江夜景，感受上海特
色；參觀張江科技園、商飛集團等，了解祖國科創建設；走進
楊浦國際時尚中心以及豫園等地，體驗傳統與時尚結合。
在開班典禮上，港生表達了對活動的期待，來自香港大學的
黃芊蕊表示，希望深入了解祖國的創新創業環境，並為將來滬
港兩地青年攜手共謀發展作好準備。
2018「未來之星·從香港出發—上海創新創業之旅」由香

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未來之星同學會、上海市人民政府港澳
事務辦公室共同主辦。昨日，港生們齊聚中國浦東幹部學院參
與了開班典禮，上海市港澳辦副主任周亞軍，中國浦東幹部學
院副院長王金定，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社長助理、未來之星
同學會副主席施倩等出席並致辭，儀式由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
團華東新聞中心主任兼總編輯、未來之星同學會副主席楊明奇
主持。

周亞軍盼港生早日成才
在開幕典禮上，周亞軍首先對於此次活動給予了肯定，他指
今年未來之星上海行已是第二屆，得到了各方重視，而在改革
開放40周年的背景下，希望港生們對祖國、對上海有一個全
新的認識。此次，不僅有5名內地大學生作為志願者全程參
與，港生們還將與上海多所高校學生進行互動，「相信青年之
間會有更多的共同話語，也希望在此次活動中，港生們能開闊
視野，早日成才，開闢更好的未來。」
王金定亦希望港生們能更多地參與交流活動，在服務國家的
同時實現自身更好發展，創造美好生活。王金定還為港生們講
述了中國「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背景與深刻含義，並歡迎
港生來滬發展，共創繁榮未來。
談及青年人發展，施倩表示，作為學生，職業規劃非常重

要，如何開展人生步伐，需要盡早思考。此次大家有機會來
到上海交流，無論是科技又或是金融方面，上海都有着深厚
的實力與發展潛力，此次活動亦涉及眾多不同範疇，希望港
生們珍惜機會，通過此次活動對人生規劃有進一步思考，
「走出去，才能有擴大人生舞台機會，希望青少年把握這樣
的機遇。」

港生冀觀創科區獲寶貴經驗
作為港生代表，港大學生黃芊蕊表示，上海是中國經濟的窗
口，不僅是在岸金融中心，還擁有世界矚目的自貿區建設，也
是強大的科創中心，「我非常希望能從這次的旅程中深入了解
上海這個大都會，感受國家日新月異的進步與發展。」對於接
下來的行程，黃芊蕊最期待的是參觀張江高科技園區，相信從
中可掌握更多上海的科技創新發展和創業環境，「我們也應該
好好的把握與內地青年溝通的珍貴時光，聽取青年創業者的寶
貴經驗，與當地大學生建立友誼，凝聚雙方共識，增進感情，
為將來滬港兩地青年攜手共謀發展作好準備。」

■香港文匯報記者 倪夢璟 上海報道

在 2018
「 未 來 之
星·從香港

出發—上海創新創業之旅」開
啟首日，港生夜遊黃浦江，參觀
新天地，還登上了東方明珠，感
受上海不同特色與文化。尤其在
新天地參觀了石庫門屋里廂博物
館以及新天地各種特色建築後，
來自恒生管理學院的連曉彤流連
忘返。
連曉彤表示，對於上海新天地

印象頗深，因為這裡不僅保留了

舊時精神面貌，新舊文化的結合
亦非常有趣，「上海對文化保留
做的很好，在這裡可以看到以前
是什麼樣的，非常開心。」尤其
在參觀了石庫門屋里廂博物館
後，發現了具有上海特色的石庫
門老建築的風貌，老房子的歷史
感亦讓人趣味盎然。
在東方明珠塔上，來自香港樹

仁大學的蔡穎儀表示，在香港從
未有過類似體驗，尤其是東方明
珠塔內透明的玻璃棧道，很刺激
也很好玩。

她指通過此次活動了解到了上
海歷史，以及石庫門特色，自己
本身對文化頗有興趣，故果然是
不枉此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倪夢璟 上海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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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遊黃浦江 流連新天地

「星」遊上海 了解祖國「雙創」

■同學無懼大
雨和烈日，意
志堅強、精神
可嘉。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劉國權 攝

■■蘇美雲蘇美雲（（左一左一）、）、潘淳子潘淳子（（左二左二））帶領同學宣誓帶領同學宣誓，，多位嘉多位嘉
賓親臨現場監禮賓親臨現場監禮。。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攝

■2018「未來之星·從香港出發—上海創新創業之旅」在滬開啟，眾人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倪夢璟 攝

■港生參觀新天地，了解上海文
化。 香港文匯報記者倪夢璟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