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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天軍訓錘煉身心 300 學員展隊列操岳家拳

港青軍營磨礪
「演武」報效祖國
第 十
四屆香港青少年軍事
夏令營昨日在駐港部隊新
圍軍營舉行結業典禮，300 名青
少年學員穿着整齊的制服，進
行隊列操及岳家拳表演，向在場
嘉賓和家長展示 15 天的訓練成果。全國
政協副主席董建華，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
鄭月娥，中聯辦主任王志民，外交部駐港
特派員謝鋒，駐港部隊政委蔡永中等出
席並主禮。林鄭月娥致辭指青年工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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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政府的重要施政之一，她希望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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勵、吸引各位同學在畢業後能加入香港政
府的紀律部隊成為優秀的成員（見另
稿）。

10 時 40 分許，300 名身着迷彩服的青
上午少年在烈日驕陽下，組成數個方陣路過主

席台，他們口號鏗鏘有力，步伐整齊有序，贏
得在場嘉賓和家長們的熱烈掌聲。隨後，在莊
嚴的國歌聲中，五星紅旗冉冉升起，為結業典
禮揭開序幕。
接着，學員們進行了岳家拳表演，他們以整
齊的隊形、熟練的動作及高昂的氣勢獲得觀禮
嘉賓的一致認可和肯定。

蔡永中：將所學規劃人生

學習隊列軍歌出海勘察
戴德豐指很高興看到同學們學有所成、威風凜
凜，讓他深感驕傲，希望同學能把所學所得落實
到日常生活中，將來貢獻香港、報效祖國。
是次軍事夏令營活動主要包括體能訓練、專

題講座、參觀見學及文體活動等，200 名中
一、中二學生們在體驗班中學習了隊列、軍
歌、手語通信等課目；300 名中三至中五的學
生還額外接受了岳家拳、體能、戰備基礎和地
圖使用等多項軍事訓練，參觀了石崗軍營、乘
坐輕護艦海上勘察以及觀看《大美中國》綜藝
演出等。
本屆軍事夏令營從香港 138 所中學推薦的千
餘名學生中選拔 500 人，共 270 名男學生、230
名女學生，當中的 200 個名額更是首次開放予
中一、中二學生，特為他們設置為期 5 天的相
關課程，提供寶貴的體驗和學習機會。

學員：明白團結就是力量
學生們紛紛表示，從夏令營中學習了不少國
防知識，更增強了自身紀律性，加強凝聚力，
明白到團結就是力量的道理。
夏令營由解放軍駐港部隊、香港特區政府、
香港羣力資源中心聯合主辦。特區政府政務司
司長張建宗、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律政司司長
鄭若驊、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教育局局長楊潤
雄、民政事務局副局長陳積志，羣力資源中心
會長戴德豐，夏令營籌委會主席郭澤偉等亦出
席典禮。
主禮嘉賓並為學生代表頒發結業證書，全體
學員一同合唱《強軍戰歌》、《回歸頌》等歌
曲，並與主禮嘉賓合影留念，為本年度軍事夏
令營畫上完美句號。
■女學員整齊
列隊，步伐矯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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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潘達文 攝 政之一，表示很
高興特區政府的同事們也非常支持有關
青年培訓的工作。她說，今次出席活動
的特區官員特別多，共有 3 位司長及幾
位局長和署長，其中來了 5 位香港政府
紀律部隊的首長，「他們的到來就是希
望鼓勵、吸引各位同學，在畢業後能加

學員心得

蔡永中致辭表示，從同學們表演時整齊的步
伐、流暢的動作，以及真誠分享的心得體會
中，能看出許多同學在此感受到人民軍隊的光
榮傳統、家國情懷，錘煉了不怕艱難困苦、勇
於嚴守紀律、積極拚搏進取的意志品德，許多
同學在這裡培養了理解與尊重、團結與友愛、
真誠與真情、責任與榮譽等崇高情懷。
他表示期待同學把學到的知識技能、培養
的友誼友情，用於規劃，從而指導充滿期望
而光明的人生，在中國夢的新時代征程中實
踐夢想。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摯

入香港政府的紀律部隊，成為優秀的成
員。」
林鄭月娥表示，夏令營為香港學生提
供了寶貴的學習經驗，讓他們有機會親
身體驗駐香港部隊的生活，並鍛煉體
魄，培養領袖才能，以及刻苦、自律、
守紀和團結的精神。她表示很高興再一
次看到同學精神抖擻、昂首闊步的雄
姿，以及嚴正的軍容、整齊的陣勢，
「這都是同學努力學習、刻苦鍛煉的成
果，我為你們感到自豪。」

寶貴經歷 一生受益
她續說，今年夏令營以「自我增值」
作為主題，各位同學經過多天的軍營生
活體驗，接受駐港部隊的專業指導，學

人生難忘經歷
學會堅強團結

會了基本的軍事知識和技能；藉着嚴格
的體能訓練，鍛煉出堅持、永不言棄的
心志；亦透過團體生活，體會到個人紀
律及合作精神的重要。「這些寶貴的學
習經歷和成果一定能為同學未來的發展
增值，而且一生受益。」
林鄭月娥又指，國家正迅速發展，中
央又非常支持香港融入國家的發展大
局，「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等政
策，正為香港帶來種種機遇，同學應及
早裝備自己。她寄望各位同學回校後能
做好「自我」的探索，了解個人的強
項、弱項，訂定清晰的學習目標，積極
為自己增值，為香港、國家和世界的未
來發展作出貢獻。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摯

本屆青少年軍事夏令營內容豐富，讓學員
們獲益良多。同學們紛紛於結業禮上分享心
得，指活動有助提升自身能力，是人生中難
忘的一段經歷。

改壞習慣 為國自豪

開始不適 堅持成功

盼當警察 不迷打機

17 歲的梁瀟月
分享指，夏令營
的日程設計十分
緊湊且有規律，
讓她改掉了拖延
的壞習慣，指
「改正了手腳慢的缺點」，她並
認為專題講座的內容十分豐富，
詳細講述了祖國歷史，以及國家
最新的政策、發明等，看到祖國
的飛速發展讓她深感自豪。

15 歲 的 周 鋒
經朋友介紹參
加夏令營，希
望能體驗軍人
生活，他指剛
開始時感覺不
適應，但在努力堅持下、大家
的共同支持下，很快就熬下來
了，後來的作息時間都調整得
十分規律，也養成了守時的好
習慣，讓他感到十分開心。

13 歲 的 吳 晟 韜 表
示，短短 5 天的訓練讓
剛開始時並不認識的朋
友打成一片，讓他體會
到團結和堅持的重要
性，更指未來將參加中
三至中五的 15 天夏令營。他表示希望
未來能加入紀律部隊，成為警察，維護
社會治安。他認為夏令營有助其個人提
升，指自己以往就知道在家打遊戲，夏
令營讓他提升不少，內心更強大，不再
留戀遊戲，無所事事。

培養紀律 敬佩軍警
為體驗軍營生活、訓
練自身紀律，14歲的林
琪騏參與了是次夏令
營，活動讓她感受到生
活規律的好處及重要
性，培養出遵守紀律、
作息準時、做事乾脆的良好習慣。她更
表示未來有興趣加入警隊，維護社會治
安，皆因經過是次夏令營體驗，讓她十
分敬佩軍警的精神，因此希望能加入警
隊，為社會作出貢獻。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摯

■學員擺出各種Pose，慶祝結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近四千港青曾入營
香港回歸以
來，駐軍在履行
防務職責的同
時，一直注重與香港社會各界加強溝
通交流，駐軍參與主辦的香港青少年
軍事夏令營便是其中重要一項。一年
一度的夏令營由 2005 年首次舉辦至
今，已踏入第十四屆，共吸引 3,700
多名青少年學生參加。
香港社會各界人士認為，香港青少
年軍事夏令營的成功舉辦，增進了駐
軍官兵和香港學生之間的溝通與交
流，受到香港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和
高度評價。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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