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動杭州」結業 收穫最多是開心
港生臨別依依 盼下年實習增時感受杭州美

由 香

港 大 公

文 匯 傳

媒集團、未來之星同學會、浙

江省青聯、杭州市委統戰部等

聯合主辦的2018「星動杭州·
未來之星——香港大學生暑期

內地實習計劃」27日在杭州舉

行結業典禮。杭州市委常委、

統戰部長佟桂莉，共青團浙江

省委副書記、省青聯副主席王

慧琳，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

青少年中心主任兼未來之星同

學會專職副主席李華敏等向同

學們頒發了結業證書。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莉 杭州報道

結業式設有分享環節，6名同學分享
了此行的得着。在三花控股集團實習的
香港樹仁大學工商管理專業學生李建偉
表示，他所在的實習單位雖然只是一個
傳統型製造企業，但是目前市場上幾乎
所有品牌的空調裡面都有一個電子閥，
均由他們生產，甚至連電動汽車國際品
牌特斯拉上的電子閥也由該企業供貨。
李建偉透露，實習期間他去了工廠參

觀，「感覺很震撼，在生產流水線上，只要
有一個零件出現問題，負責人馬上就會進行
詳細的記錄並反饋情況。工作中出現任何問
題都要做到快速反饋，這是我這次實習最深
刻的體會。」此外，公司同事工作時非常實
幹，分工細緻又能相互合作，也正是因為這
樣的工作氛圍和效率，企業的產品才能愈做
愈好，目前企業還在不斷研發創新之中。
修讀科大工商管理專業的曾柏皓第一次

接觸人工智能語音技術，對杭州企業的科技
創新能力讚嘆不已。
他於科大訊飛實習，公司就是由一群大
學生創立而成，目前已成為專業從事智能語
音及語音技術研究、軟件及芯片產品開發、
語音信息服務的國家級骨幹軟件企業，「這
次實習讓我對高科技行業，特別是人工智能
語音技術行業有了進一步了解。我工作的部
分內容就是翻譯腳本，在這過程中我了解到
有關人工智能如何與教育融合，裡面有很多
有趣的內容，比如運用人工智能大數據技
術，去分析學生的成績，分析不同課程的強
弱點，然後給老師的教學提出建議。」
最讓他難忘的是，公司研發的智能機器人

能準確的分析他的問題並進行回答。他笑着
說：「我的普通話不是很好，但機器人仍然
能聽懂我的話，還能回答我，我給這款產品
好評。」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莉 杭州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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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體驗震撼 同事實幹細緻

實習過程中，杭州濃濃的
人情味給香港學生留下了深
刻印象。嶺南大學工商管理
系學生練德順表示，實習期
間正好遇到颱風天氣，下班
時同事都再三叮囑他路上一
定要小心，不要待在室外，
到家後發微信給大家報平

安，「我覺得內地企業非常有人
情味，非常關心同事。有時你都
不知道是誰放了水果在你辦公桌
上，給你一些小小的鼓勵。就算
我們是實習生，但他們都把我們
當作朋友、家人一樣，很有家的
感覺。」

公司感關愛 同事像家人
仁大學生李建偉也表示，「在公

司時刻能感受到關愛，經常被照
顧，同事們對待我像家人一樣。下
班後他們會發微信問我有沒有到
家，還囑咐我晚上不要太晚回家，
我很喜歡那裡的同事。」
浸大人力資源管理專業學生鄭

子豪則分享一個暖心小故事，「有一晚去
一家火鍋店吃飯，老闆聽我們口音不像本
地人，得知我們是香港學生後，送來一個
果盤，上面寫着『杭州歡迎您』，頓時感
覺杭州是一個很有親切感，很窩心的地
方，我很想一直待在這裡。」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莉 杭州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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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動杭州星動杭州」」未未
來之星實習團畢業來之星實習團畢業
典禮合影典禮合影。。

記者王莉記者王莉 攝攝

由7月2日起，來自香港大學、中文
大學、科技大學、理工大學等12

所高校的30名大學生分別在螞蟻金服、
海康威視、科大訊飛、三花控股等18家
企業實習28天。

佟桂莉：「杭漂」成時髦標籤
佟桂莉在致辭中指出，杭州現在已
經成為一座創新活力之城，目前有29
家獨角獸企業和105家準獨角獸企業，
是名副其實的「造夢之城」；人才流入
率13.6%，位居全國榜首，原來流行
「北漂」、「滬漂」，現在「杭漂」已
成為年輕人的時髦標籤，「非常歡迎香
港學生來杭州學習、實習、就業、創
業、生活，我們一定給大家做好服務，
能讓香港青年共同分享內地發展、改革
開放、創業創新的紅利。

王慧琳：加深對內地了解
王慧琳提到，浙江省團省委和青聯
對香港青年來浙江進行暑期實踐非常重
視，已經與未來之星同學會合作8年，
有250多名港生來到浙江實習，取得了
很好的效果。
她表示，通過實習，兩地學生進行
了很好的交流，也加深了港生對內地的
了解。在8年實踐的基礎上，未來還將
更努力辦好未來之星活動，特別是在進

一步提供實習崗位上進行挖掘，接下來
會整合資源，挑選更多更好的實習崗位
供同學選擇，優化實習服務。

港生：不捨得，不想走
理大會計與金融專業學生陳承恩表

示，「一個月的實習過程這麼快就過去
了，感覺還沒有把杭州好好走一走就結
束了實習，感覺很不捨得，很不想走。
希望下一年的杭州實習計劃時間能長一
點，讓香港的學生能更多地感受杭州的
美。」
浸大人力資源管理專業學生鄭子豪原

本計劃可能會在香港或廣東周邊工作和
發展未來的事業，「但通過這次實習，
我發現杭州其實是一個很好的選擇，因
為它的生活環境非常舒適，工作環境非
常好。一個月來收穫得最多的兩個字是
『開心』，因為這樣的開心我還會選擇
再次來到杭州。」

■李建偉
記者王莉 攝

■陳承恩
記者王莉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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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題）
1. 岳飛是南宋時期的抗金名將，後被秦檜以「莫須有」的罪名陷害，請問他死後被

葬於何地？
A浙江杭州 B江蘇揚州 C江西南昌

2. 宋朝官服有明確的等級分別，以顏色予以區分，請問以下哪一種顏色的官服顯示
的地位最高？
A青色 B紅色 C紫色

3. 宋人的一般衣服是袍，根據質地和顏色的不同可反映出穿着者的身份，穿白袍的
是哪一類人？
A勞動階層 B未有功名的讀書人 C官員

4. 明朝初年建都南京，但在明成祖時期，為防範退居漠北、蓄勢待發的蒙古諸部而
決定遷都至哪兒？
A北京 B西安 C開封

5. 嘉峪關是現存長城關口中最完整的一個，也是明長城最西端的重要關口。明朝的
嘉峪關屬於當時的哪一個鎮？
A太原鎮 B寧夏鎮 C甘肅鎮

6. 明朝中期後，歐洲新興強國紛紛東來，其中最終佔領澳門的國家是哪一個？
A西班牙 B葡萄牙 C荷蘭

7. 繼宋朝的程朱理學之後，心學在明朝中葉風靡一時。首度提出「心學」兩字，並
提出心學的宗旨在於「致良知」的明代著名思想家、哲學大師是誰？
A王守仁 B鄒守益 C王艮

8. 明朝初期，皇帝為維護統治階級的特權，對服飾嚴格區分等級，頒佈了關於百姓
衣飾的禁令。以下顏色的服飾中，在當時禁止婦女穿着的是哪一種？
A桃紅 B綠色 C黃色

9. 《呂氏春秋》是戰國末年，秦國丞相組織門客集體編撰的雜家著作。這位秦國丞
相是誰？
A呂尚 B呂光 C呂不韋

10. 秦始皇役使七十萬人建造阿房宮，成為秦朝滅亡的導火線之一。於秦朝末年火燒
阿房宮，將其焚毀的人是誰？
A項羽 B劉邦 C韓信

11. 在1979年9月召開的第幾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決定重建司法部？
A第三屆 B第四屆 C第五屆

12. 1984年一共有多少個沿海城市被國務院批准為全國首批對外開放城市？
A 7個 B 14個 C 21個

13. 2008年3月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了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
這次改革後，國務院部委一共有多少個？
A 12個 B 21個 C 27個

14. 以下哪一項舉措是中國在2009年宏觀調控的目標？
A防止經濟轉向過熱和明顯通脹 B貨幣政策從緊
C保增長、促民生、調結構

15. 「他是一位真正的耕耘者。當他還是一名鄉村教師的時候，己經具有顛覆世界權
威的膽識；當他名滿天下的時候，卻仍然只是專注於田疇。淡泊名利，一介農
夫，播撒智慧，收穫富足。他畢生的夢想，就是讓所有人遠離饑餓。喜看稻菽千
重浪，最是風流……」材料中的「他」指的是誰？
A鄧稼先 B毛澤東 C袁隆平

16. 以下作家和作品對應不正確的是哪一項？
A王蒙—《在伊犁》 B老舍—《龍須溝》 C賈平凹—《爸爸爸》

17. 以下哪一個少數民族的人口數沒有超過400萬？
A傈僳族 B苗族 C回族

（問答題）
36. 目前世界上僅有兩個瑪珥湖：一個是位於德國Manderscheid, Rheinland-Pfal地

區的瑪珥湖。另一個是世界上發現的最大瑪珥湖，且保存得非常自然、完整，請
問它位於廣東省哪個城市？
答案：湛江市

37. 《史記．項羽本紀》中有「是時，還定三秦」。三秦指潼關以西的秦朝故地關
中地區。因項羽滅秦後曾將此地封給京兆、左馮（ping）翊和哪位秦軍降將而
得名？
答案：右扶風

38. 在任刑部右侍郎期間，因為楊乃武與小白菜這一冤案平反昭雪而廣為人知的清代
書法大家是？
答案：翁同龢

39. 「太牢」、「少牢」是古代帝王祭祀社稷的等級稱謂。「太牢」以牛、羊和什麼
動物為祭祀品？
答案：豕(shi，豬)

40. 藏語屬於漢藏語系藏緬語族藏語支，它的三種方言分別是衛藏方言、康方言和什
麼方言？
答案：安多

41. 1851年，洪秀全領導號召農民在哪裡宣佈起義，建號「太平天國」？
答案：（廣西壯族自治區）金田

42. 洋務運動後期的口號是「求富」，並以此口號創辦了什麼工業？
答案：民用

43. 中國最高的科技獎的名稱是？
答案：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

44. 四川、廣東、湖南、湖北等省人民反對清政府將民辦的川漢、粵漢鐵路出賣給帝
國主義的群眾運動名為？
答案：保路運動/鐵路風潮

45. 中國歷史上重武輕文，地方藩鎮經常篡奪中央政權，且當時的燕雲十六州被割給
契丹的時期是？
答案：五代十國

46. 創下中國帆船航海最遠紀錄，堪稱中國歷代古船設計思想和建造技術結晶，並於
1846年被一位英國商人秘密購買的船，名為？
答案：耆英號

47. 傳統上，中國用二十四節氣中的八個節氣來劃分四個季節，請講出出這八個節氣
中的任意四個？
答案：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春分、秋分、夏至、冬至

48. 明朝時期，在倭寇入侵中國東南沿海時，以58歲高齡率隊連殲敵兵，為保國安民
立下赫赫戰功，被明嘉靖皇帝封為二品夫人的女性是？
答案：瓦氏夫人（岑花）

49. 路政署以比例來定義斜路的斜度，斜度的定義為垂直高度除以水平長度，通常以
幾分之幾 來表示，香港最斜的道路斜度為幾分之一?
答案：四

50. 坐落在深圳市沙頭角海濱的，中國第一座以航空母艦為主體的軍事主題公園是？
（它被授予「全國科普教育基地」及「廣東軍事科普教育基地」等榮譽稱號。）
答案：中信明思克航母世界

18. 關於「一國兩制」，下列說法錯誤的是哪一項？
A「一國」是指，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香港特別行政區是國家不可分離的部分。
B「兩制」是指，在「一國」之內，國家主體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香港等某些區

域實行資本主義制度。
C「一國」之內「兩制」並行，等量齊觀同等重要。

19. 關於中央政府在港駐軍的相關規定，下列說法錯誤的是哪一項？
A駐港部隊不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地方事務。
B駐港部隊在必要時，可向特區政府要求協助維持社會治安和救助災害。
C駐軍費用由中央人民政府負擔。

20. 下列不屬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行使的職權是哪一項？
A聽取行政長官的施政報告並進行辯論。
B就任何有關公共利益問題進行辯論。 C擬定並提出法案、議案及附屬法規。

21. 十九世紀的近代中國歷史上，所謂「獨口通商」，是指哪一個海外通商的城市？
A上海 B廣州 C香港

22. 以下哪一項描述與《對外宣言書》的事實不符？
A承認前清政府與列強簽訂的不平等條約
B鼓勵發展實業 C要求鏟除封建土地制度

23. 以下哪一項不是革命黨人進行二次革命的原因？
A宋教仁被刺殺 B善後大借款 C袁世凱維護《臨時約法》

24. 1918年11月，經參眾兩院同意，誰於12月20日起任北京政府第13屆國務總理?
A段祺瑞 B錢能訓 C章宗祥

25. 《共產主義宣言》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為共產主義者同盟起草的綱領。誰翻譯了中
國第一篇《共產黨宣言》，並擔任過曠世巨著《辭海》的總主編？
A陳望道 B陳獨秀 C蔡元培

26. 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選舉了誰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
A項英 B陳獨秀 C羅章龍

27. 1924年9月至10月期間，爆發了什麼戰爭？
A第二次鴉片戰爭 B二次革命 C第二次直奉戰爭

28. 1926年北伐戰爭中，任北伐軍總司令的人是誰？
A葉挺 B毛澤東 C蔣介石

29. 黃埔軍校剛剛成立時，誰任教練部正主任？
A聶榮臻 B李濟深 C熊雄

30. 周恩來青年時期曾就讀於哪一所中學，後留學日本？
A河北衡水中學 B北京四中 C天津南開中學

31. 在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哪一個人未被選任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
時中央政府副主席?
A項英 B朱德 C張國燾

32. 1945年8月28日，以下哪一個人未曾陪同毛澤東飛抵重慶參加國共兩黨和平
談判?
A周恩來 B張國燾 C王若飛

33. 以下三個中國民主黨派中，哪一個是在上海成立的？
A中國民主建國會 B中國民主促進會 C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

34. 清朝第一個在關內修建的帝王陵墓是哪一座？
A孝陵 B福陵 C昭陵

35. 清末時期，上海成為中國的傳教中心，各式教堂陸續落成，其中最大的教堂是哪
一座？
A石室聖心大教堂 B徐家匯天主教堂 C長安耶穌堂

由7月23日至8月9日（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日刊登「第八屆全港學生中國國情知識大賽」50條
參考題目及答案，本比賽致力於增進全港學生對中國國情的了解，提供互相交流及競賽的平台。

報名及比賽詳情，請瀏覽：http://cnc.wenweipo.com 網站將於8月1日開通，具體報名時間請参考大賽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