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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大國外交底氣 體驗京津冀一體化
外交知識賽參訪團行程豐富 深入了解國家成就機遇歷史

學生談感受 各有收穫
沙田培英中學鄭恩婷
在外交部感受到中國很開放，願意讓世界了解中
國，許多細節都反映到 40 年來改革開放的成就，願意
走向世界舞台。此行明白作為香港青年在香港與內地
應建立的連接，更加了解自己的祖國，在祖國謀取到
發展機會，增進對中國人身份的認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旁聽外交部新聞例會與
發言人面對面交流；參觀北京 2022 年冬奧組委、亞投行、騰訊
等機構；赴雄安新區感受國家發展機遇；抵天津體驗京津冀一體
化進程，近 80 名參與第十二屆「香港盃」外交知識競賽訪問團的
香港中學師生，近日在京津冀地區展開了豐富多彩的參訪過程。

拔萃女書院陳尚萱

此次參訪旨在增加香港學生對國家全面深入地了解，深刻感受國
家 40 年改革開放成就，掌握國家發展為香港青少年帶來的機遇。

改革開放讓國家實力迅速增長，感受到祖國在世界
上的影響力和地位，讓我非常驕傲。此行也讓我知道
國家未來發展藍圖和方針，應該有多些機會讓香港青
年到內地感受，全面了解，並在成就中找到作為中國
公民的驕傲。

團員們皆對香港文匯報表示，是次參訪不枉此行、獲益匪淺，更
感受到在祖國內地同樣能找到適合自己的未來方向。
問團由今年第十二屆「香港盃」
訪外交知識競賽
12 所優勝學校近

80 位師生代表組成，近日於京津冀三
地展開為期一周的行程。此行行程豐
富，走訪目的地約 20 個，重點包括到
外交部旁聽「藍廳」新聞例會，又與
外交部發言人和外交官進行了面對面
的深入交流。訪問團也到訪了曾經舉
辦過 APEC 及「一帶一路」國際合作
高峰論壇的雁棲湖國際會議中心、前
身為廢棄工廠的「綠色」冬奧組委辦
公區、多邊金融機構亞投行的總部、
可體驗高科技技術應用的騰訊總部，
及天津市規劃展覽館等；而在備受外
界關注的雄安新區起步區，香港師生
們更成為服務中心接待的第一批港澳
同胞，全面了解其未來規劃。其他行
程還包括到訪天安門廣場、國家博物
館、後海、前門大街、白洋淀、抗戰
博物館、周恩來鄧穎超紀念館等。

走訪20地點 四方面知國是
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新聞及公共
關係部主任、公署發言人孫振對香港
文匯報表示，「香港盃」外交知識競
賽舉辦 12 年來，獲香港師生認可及參
與度逐年遞增，而因應今年改革開放
40 年，香港於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及
突出貢獻，今屆賽事及參訪團主題亦
定為「開放 40 年中國與世界」，希望
讓同學們更深入了解國家開放成就，
感受國家發展所帶來的機遇。
孫振介紹說，是次參訪行程精心設
計，主要突出四個方面，「首先突出
外交性與政治性，在外交部、雁棲湖
等地，同學可直觀感受外交活動和禮
賓知識；其次要充分展示改革開放 40
年成就，透過騰訊和亞投行等，可讓
團員們感受國家對世界最新科技的趕

超與發展，感受中國為世界發展所作
的貢獻；第三，突出國家重大發展戰
略，雄安新區既體現國家改革開放的
決心和發展理念的轉變，又可以讓同
學們從中尋找自身發展良機；第四則
突出中國悠久歷史文化，可以讓同學
們全面了解國家經歷了哪些發展歷
程，意識到國家今日成就的來之不
易，從而增進對國家的認同感和自豪
感。」

聖公會陳融中學陳建琳
▲同學們與耿
爽自拍。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馬靜 攝

最大感受是看到祖國在經濟發展和綠色理念的改
變，改革開放以來因為注重經濟發展造成許多環境問
題。我在學校有學習可持續發展，冬奥組委首鋼辦公
區看到廢棄工廠「活化」，如果綠色理念貫穿每一
處，相信我們的環境會愈來愈好。

不避發展難題 全面剖析機遇

英華書院方啟希

孫振指，在參訪安排上，除了帶同
學們到發達的一線城市外，此前還曾
帶隊到中西部地區參訪，「我們並不
會對香港青少年避諱改革中所遇到的
問題，不只是展示國家發達的先進的
一面，而是向同學們展示最真實的、
全面的祖國國情。」
他強調，參與活動的中學生正處於
成長發展的關鍵階段，應該帶引他們
能對國家國情有全方位認識，「當然
我們更希望讓香港青少年明白，到內
地發展空間很大，即使他們將來留港
發展，國家也提供了很多機會。」

■參訪團在雁棲湖國際會議中心合影
參訪團在雁棲湖國際會議中心合影。
。

▲感受人臉識別。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靜 攝
◀參訪團參觀雄安新區的
展示中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靜 攝

增長見識開竅 發展北望神州

演話劇以明志 創科金融皆宜
在參訪團末段的分享會上，來自觀塘
瑪利諾書院和基督教宣道會宣基中學的

幾位同學，用自創話劇表達了參訪感
受，在談及自己未來抱負時，好幾位同
學都表示出想到內地工作的想法。
當中有同學說志願成為銀行家，加入
亞投行工作，「不僅為了事業，同時也
為了祖國，甚至為世界出一分力。現在
很多發展中國家都需要很多資源和幫
助。我希望成為他們的橋樑， 作為一個
幫助者，設計不同方案，協助他們去建
造重要基建，讓他們走向更繁榮的時
代。」
還有同學希望能考上好的大學，加入
祖國科技界龍頭企業騰訊公司，以科技
改善人民的生活，提供便利，「同時也

參訪外交部是
此次主要行程之
一，也是不少港生最期待的一站。當日同
學們於外交部「藍廳」旁聽了外交部新聞
例會，與外交部發言人耿爽及 6 名青年外交
官近距離溝通和交流。
他們表示，親眼目睹外交部發言人和外
交官風采後，方知做一名真正「外交人」
的不易，對國家外交及國情認知亦有加
深，特別是了解到外交部領保中心為包括
港澳台同胞在內的中國民眾在各個國家和
地區的安全和利益「保駕護航」後，作為
中國人的「安全感」也有所提升。
參訪團師生在外交部首先參觀了全球領
事保護與服務應急呼叫中心，認識到 12308
應急呼叫熱線的設立背景和處理機制，又
了參觀領事保護中心機制建設、預防性領
保、應急處置等方面圖片展覽。
在知悉外交部領保中心一年要為包括港
澳同胞在內的中國民眾提供約 8 萬多宗領保
服務，包括著名的也門撤僑後，同學們一
致認為，這些是大國外交為民的真實見
證，作為中國人的「安全感」也由此提

祖國後盾

訪問團同學們對香港文匯報表示，
參加外交知識競賽是「讀萬卷書」，
通過比賽讀本了解中國歷史和外交知
識 ， 而 此 次 參 訪 更 讓 大 家「行 萬 里
路」， 親 身 感 受 國 家 國 情 ， 開 闊 視
野，增加對祖國的認知，更了解到原
來內地也存在着許多發展機會，對於
自己的未來要認真進行規劃。
是次參訪團由外交部駐香港特派員
公署、香港特區政府教育局、香港明
天更好基金主辦，香港賽馬會給予特
別贊助。

是次參訪團行程
初期，記者曾與多
名港生談到「將來
願不願意到內地發展」的話題，當時大
多數人都提到傾向留港發展，亦有人表
示有機會出國升學。不過，經歷多日的
深入了解，行程結束時不少同學都有新
啟發，提到包括亞投行、騰訊、雄安新
區、天津都有很多機會很多選擇，北上
發展成為了未來考慮之列。

希望我們的努力能讓國家在科技上領先
世界，在全球市場中發揮領導作用，提
高我國的軟實力。科技同時也能改變世
界，希望我能為發展中國家在工業化和
訊息化中提供必要的幫助，讓祖國在科
技上擔當世界大國的角色，在提升自身
實力的同時也不忘與世界接軌，幫助其
他有需要的國家。」

溝通各地民心 參與智城建設
此外，亦有同學希望做一名導遊，向
全世界展現國家先進與傳統並存的一
面；有同學則希望在「一帶一路」國家
教書，傳播祖國文化知識，讓其他國家

了解到祖國是一個文化博大精深的國
家；還有人說希望做一名外交官，在海
外領事館代表祖國工作，在祖國同胞遇
到困難時給予幫助，並向其他國家講述
中國故事。
雄安新城和天津也對同學們有一定吸
引力，沙田培英中學的陳樂行告訴記
者，從雄安新區的規劃可以看出，那是
一座未來之城，是一座智慧城市，居住
環境舒適且有很大發展空間，自己很樂
意未來有機會在該處工作。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的許茜瑤則對天
津「很感興趣」，她告訴記者，自己以
後希望從事生物醫學方面的研究，在香
港機會並不是很多，此行看到天津的規
劃，感覺得到天津相關發展非常不錯。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

■北大生帶領同學參觀北京大學。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靜 攝
升。
「這次我聽到了好幾個關於領保中心在境
外援救國人的感人故事，我為自己是一個
中國人感到驕傲，以後到世界的每一個地
方，我也會因此更有底氣，更有安全感。
我們的國家在不斷進步，在為人民利益方
面也在進步。」來自保良局董玉娣中學的趙

爾納告訴記者。

視耿爽為「偶像」同學爭住合影
隨後，參訪團成員於外交部「藍廳」旁
聽當日外交部新聞例會，與耿爽近距離接
觸及合影留念。
有同學表示，之前在準備競賽時，都是

體驗
「中國速度」盼港高鐵早通

快穩準又舒適 反映創新有方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靜 攝

聖言中學杜偉恆

觀塘瑪利諾書院劉卓浚

在前往雄安新區採訪
時，參訪團特意安排同
學們乘坐高鐵和動車往返，親身感受「中國速
度」。在經歷了高速、穩當、舒適的行程後，有
團員直言，現在對高鐵充滿信心，也期待着廣深
港高鐵盡早開通，此後往返內地可以多一種舒適
快捷的交通選擇。

◀在亞投行合影。

此行見識到人臉識別技術、無人駕駛汽車，體現了
國家科技一日千里；以前我以為無人駕駛汽車都在國
外，想不到內地技術也如此進步。

從很多地方感受到中國傳統文化，在抗戰紀念館和
周恩來鄧穎超紀念館、國家博物館學習到許多歷史，
身為中國人一定要知道。在騰訊了解到許多機遇，對
我們青少年就業有很大幫助。此行開闊了眼界，對祖
國的認知更加深刻。

一日千里

▲在白洋淀遊船上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靜 攝

浸信會呂明才中學許燕洋

■同學們在天安門廣場留影
同學們在天安門廣場留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靜 攝

■乘坐高鐵
乘坐高鐵。
。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馬靜 攝

■參觀騰訊公司
參觀騰訊公司。
。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靜 攝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靜 攝

親睹外交官風采 遊世界更感安全

同學「行萬里路」積極規劃未來

&

◀參觀周恩來
鄧穎超紀念
館。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馬靜 攝

此行嘗試了租借充電寶和雨傘等先進的科技服務，
十分方便，亦深入了解發展國家最新進程，例如雄安
新區的規劃非常完美，十分期待未來能看到這些規劃
完成落實。此前也曾考慮過到內地工作，現在想法更
加認真和強烈，對國家發展很有信心。

從北京西站到河北保定距離為 150 多公里，參
訪團乘高鐵只用了 41 分鐘就順利到達，列車最
高時速達每小時 350 公里以上；而回程返回北京
時，參訪團乘坐去年新開的北京至雄安新區動
車，也僅用了一個多小時。

■於老舍茶
館感受傳統
文化。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馬靜 攝
參訪團成員中部分同學第一次到內地，也是第
一次乘坐高鐵，有同學直言感覺很新鮮，對行車
平穩且沒任何顛簸感到讚歎，亦有人認為，高鐵
正是國家改革開放中吸收國外先進技術進行創新
的一個好例子，深信國家未來發展會愈來愈好。
聖言中學的杜偉恆對記者說，高鐵速度快，環境
好，確實是中國發展速度的有力見證，完善的交通
網絡對國家發展而言也很重要。他期待廣深港高鐵
盡快開通，以後回到內地可以多一種舒適的選擇。
漢華中學的龔萬濱則提到，小時候曾隨父母返
鄉，坐火車從泉州到浙江，當時需要很長時間，
車上環境和感覺也很不好，「現在需要時間很
短，速度很快，又乾淨又穩當，國家這幾年的發
展確實很快！」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

通過電視學習外交部發言人的言語動作，
是次實地觀看，才明白在真實環境的外交
部發言人，更需要特別敏捷的反應能力，
和從容不迫的應對能力，大家紛紛對耿爽
「點讚」，稱呼其為「偶像」。
此外，外交部不同部門的 6 位青年外交
官，亦與香港師生們面對面深入交流，分別

講述親歷的外交故事，獲得現場熱烈掌聲。
交流結束後，有團員表示，以前只表面
地以為做外交官很風光，也很輕鬆，現在
才知道外交官要深入前線，甚至到很艱苦
的地方從事艱難的工作，需要不斷學習，
提升各種能力，實在很不容易。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

感受到內地社會的進步與繁榮，科技發展一日千
里，而民眾文化修養也有所提升，很熱情，友善。我
覺得自己將來也可以在內地發展，甚至更有可能多一
些與世界接軌的機會。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中學伍祈諾
一方面感受到北京發展快速，高科技產品和技術得
到充分應用，便利市民生活，另一方面北京又保留了
傳統的一面，例如老舍茶館能讓人感受到中國傳統文
化。

漢華中學龔萬濱

環境未必無瑕 環保肯定無假

此行到了國家博物館、周恩來鄧穎超紀念館，充分
了解到中國的文化，我自己有修讀中國歷史，也明白
改革開放 40 年來中國變化如此之大，知道今日成就來
之不易。

保良局董玉娣中學林嘉澔
■
「環保達人」
肖佳
鈺展示監測儀。
香港文匯報
記者馬靜 攝
在近一周的行
程中，參訪團的
其中一位女生，
每到一個參訪地都會拿出綠色的儀器
認真測量，她是來自漢華中學的肖佳
鈺。平日已是「環保達人」的她分享
指，因為於媒體知悉內地污染嚴重，
「這次我想自己測量一下，用數據來
看看內地的環境究竟是什麼程度。這
次我們會到 3 個城市，我還想對每一
個城市做一個對比。」
肖佳鈺告訴記者，此次參訪自己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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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冬奧組委辦公區。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靜 攝
關注的就是內地環保問題，包括在冬
奧組委辦公室，了解到冬奧組委「綠
色」辦奧，又將廢棄工廠「活用起
來」減少浪費。不過她亦指，此行所
見一些新建的辦公室，仍有出現建築
裝修污染的情況，值得注意。
在白洋淀和雄安新區參觀時，肖佳
鈺又拿出了監測儀，「這裡的空氣質
量明顯好於別的地方，可以看出，我
們國家正在關注環境保護問題。特別
是雄安新區的規劃，提出要使用新能
源、新技術，不能造成污染，在新區

內也禁止燃油機動車進入，都要用新
能源車輛，這就是很好的環保做
法。」
「總的來說，我覺得內地環境質量
雖然還存在很多問題，但是許多地方
已開始重視環保問題，在尋找環境保
護與經濟發展之間的平衡。而且，這
幾座城市的空氣質量其實也沒有一些
媒體所說的那麼差，這幾天空氣都還
不錯呢。」參訪團行程快結束時，肖
佳鈺對記者說。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

對北京冬奧致力推動綠色奧運印象最深刻，冬奧組
委採用很多環保措施，又重用奧運會場館，節省資源
減少污染，展示了要讓環境更加清潔美麗的決心。

皇仁書院葉承熹
內地的確在經濟發展上有進步，有成功之處，但在
人民質素教育、環境保護等方面還存在一定不足，需
要政府及社會關注和改進。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盧佩琳
此行看到了許多香港看不到的東西，學到了學校學
不到的知識，增加了見識，對內地的印象也與之前不
一樣，大有改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