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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清麗）香
港善德基金會主辦的「認識憲法、
《基本法》－與法治同行」系列
比賽，日前在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
王錦輝學校舉辦頒獎典禮。中聯辦副
主任陳冬，特區政府政制及內地事務
局副局長陳帥夫，善德基金會主席董

「與法治同行」助學生更識法
陳冬陳帥夫董吳玲玲等主禮 系列比賽深化對基本法認識

吳玲玲等出席主禮，逾百位家長、學
生和嘉賓出席。有參賽學生表示，通
過賽事令自己更準確認識基本法對港 色比賽及家長平面設計比賽等多種比賽形
人權利和自由的保障。

董吳玲玲在頒獎禮上表示，今年是新中
國成立 70 周年大慶，基本法系列活動

也已舉辦五屆，希望鼓勵同學通過不同類型
的比賽，更積極主動地認識憲法和基本法，
從而進一步了解「一國兩制」和法治精神。
今年比賽由善德基金會主辦，新界校長會
統籌，九龍地域校長聯會、香港島校長聯會
及香港家庭與學校合作事宜委員會協辦，旨
在深化香港學界對憲法和基本法的認識。

331 校逾 2.5 萬生參加
系列比賽於今年 3 月啟動，採取中學校際
問答賽、小學標語創作比賽、幼兒園親子填

式，全港共有 331 間中學、小學、幼兒園超
過 2.5 萬人參加。而在過去 4 年，共有超過
1,000間學校、9萬多人次參賽，規模可說是
全港同類型比賽之冠。
全港中學校際問答賽包括搶答、必答和論
證等環節，今年冠軍由中華傳道會安柱中學
奪得，這也是該校第四度捧走冠軍獎杯。負
責搶答環節的該校參賽者黃梓康、傅綺琳等
同學一同接受訪問時指，整個團隊共有 10
人，為賽事花了近月準備，包括背誦往屆題
目、查閱基本法原文並互相抽問練習。
同學又指，賽事最考驗答題時的速度和準
確度，也令比賽更添競爭性和趣味性。他們
認為賽事很有意義，通過比賽加強了對憲法
和基本法的認識和了解，也更準確認識基本
法對港人權利和自由的保障。

■香港善德基金會舉辦「認識憲法、《基本法》—與法治同行」系列比賽頒獎典禮，賓主合影。

國際教育就業展 玩 VR 見工練技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由香港中
華廠商聯合會（廠商會）舉辦的「第二十
六屆香港國際教育及就業展覽」（教育及
就業展）將於7月6日（周六）至7日（周
日）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為放榜前
全港最大型教育及就業展覽。今年展覽更
特設「職業廣場」展區，為青年提供 700
家院校及2,000個職位空缺資訊。
是次展覽共設 4 大主題展區，分別是
「海外升學區」、「本地升學區」、「台
灣升學區」以及「職業廣場」，將匯集來
自 18 個國家及地區，超過 700 家著名院校
及教育機構，為學生提供高級文憑、學
士、副學士、職業培訓及專業資格認證等
課程資料。
至於「職業廣場」則為求職者提供
2,000 個來自政府部門、紀律部隊及公私
營機構的全職及兼職職位空缺，部分機構
更會進行即場招聘及面試。

■廠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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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亦會提供「VR 見工體驗遊戲」，
讓入場者測試自己的面試技巧。
活動期間，場內將會舉行30多場升學及
就業專題講座，包括藝人馬浚偉及香港桌
球運動員吳安儀向大家分享其成功心路歷
程，藉着自己的親身經歷勉勵年輕一代，

同時亦有多位專家名人講授升學及職場規
劃心得，以及介紹多個熱門及新興行業的
前景。
此外，學友社專家亦會到場為同學即席
解答升學或就業疑難，協助他們探索未來
路向。

滕錦光履新：提升理大在灣區角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
鈺）理工大學新任校長滕錦
光昨日履新，他向師生校友
發電郵，強調教育的責任除
了讓下一代擁有專業能力之
外，還要培養他們正面的價
值觀，希望學生能成為具備
社會責任感、創新能力、批 ■滕錦光。
判思考能力，且善於溝通的
專業人士及領袖。他又提到，未來數年會
重點提升理大在大灣區的角色，與區內其
他城市合作，在人才培育、科學研究和知
識轉移方面作貢獻。
滕錦光表示，對獲委任理大校長深感榮
幸，承諾會履行大學的使命及實現大學的
願景，未來數月他會專注於與學生、教職
員和校友建立聯繫，並與校內外持份者進
行溝通，分享他對理大未來發展的構思和
計劃。
在教育層面，他認為應同時培養學生專

■港生向成都創業者提問
■港生參訪寬窄巷子等文化點 交流。
位。 香港文匯報記者向芸 攝 香港文匯報記者向芸 攝

■成都交流團
的港生們首次
走進軍營。
成都市港澳辦
供圖

2019
「未來
之星．
香港青
少年成都交流團」6 月 29 日在成都舉行結
業儀式。來自香港大學、中文大學、理工
大學、科技大學、城市大學等 15 所香港
專上院校近 70 名港生在 8 天的豐富行程中
聽講座、看熊貓、進軍營、逛古鎮、觀川
劇、學竹編、吃火鍋，並與成都的創業者
和大學生深入交流，他們都大讚此行收穫
滿滿。
成都市副市長牛清報 6 月 28 日會見了香
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副總經理、未來之星
同學會副主席張錦川及交流團的港生代
表。他表示，蓉港之間開展了多個領域的
交流，落點還是人與人的交流，這需要從
青少年學生起步。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

組織學生來蓉參訪，對於促進兩地交流、
合作，促進港人對內地的了解和認同，作
用突出。

牛清報歡迎港青赴蓉創業
牛清報又以「歷史悠久」、「經濟發展
快」、「文化獨特」三個關鍵詞介紹了成
都發展，並提到近年蓉港兩地聯繫日益密
切，特別是在經貿方面，目前港資企業數
量已佔成都外資企業的 40%，投資額佔
60%。
他希望港生通過此行進一步加深對成都
的了解，「歡迎香港年輕人才來成都創
業、工作，青年學生也可以將成都作為實
習的機會，為未來的工作積累更多經
驗。」
張錦川表示，未來之星同學會成立以
來，已帶領4,000多名學子到內地，對港生

了解及認識祖國發揮重要作用，而是次成
都交流團的很多學生都是首次來內地，通
過走訪交流，真正看到了內地的發展變
化。
他還在 29 日的結業儀式致辭中表示，
去年四川省委書記彭清華與香港特區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共同主持了「蓉港青年
創新創業夢工場」揭幕儀式，希望共同
推動兩地青年「雙創」熱潮。未來之星
緊隨時代步伐，適時安排了與之相關的
活動，希望同學們能學以致用，勇於突
破既有的舒適圈，放眼更廣闊的天地，
不斷提升自己。
他又指，雖然香港現時社會多紛爭，但
總要以和平理性去守護繁榮穩定，以自強
不息的「獅子山精神」去守護獨有的文化
氣質，令香港在和諧平穩中不斷前行。
「希望同學們回去後能認真總結此行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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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所聞，吸收『天府之國』的發展經驗，
融匯貫通，為香港和國家發展作出建設性
的貢獻。」

張妍瑋盼港生當交流使者
成都市人民政府港澳事務辦公室副主任
張妍瑋亦在結業儀式上表示，從同學們臉
上的喜悅笑容，可以感受到這是一次有意
義、令大家印象深刻的交流活動，「希望
大家以後能做成都和香港交流的使者，向
更多親友和香港青年介紹成都，歡迎大家
再到成都。」
據悉，這是未來之星同學會第四年與成
都市港澳辦聯合舉辦成都交流團，成為香
港特區政府的資助項目，也得到年度資助
機構同心俱樂部和莊紫祥慈善基金會的鼎
力支持。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向芸 成都報道

業能力及正面價值觀，從而
令世界變得更加美好。至於
科研上，他指理大積極招募
全球頂尖人才，加強跨學科
研究和與業界夥伴協作，推
動知識轉移，並於包括人工
智能和機械人技術等新興領
理大圖片 域，為香港、國家以至世界
的可持續發展作貢獻。
他表示，理大未來將拓展環球聯繫及影響
力，推進學術交流及拓闊學生多元文化的國
際視野；而大灣區發展亦是理大的策略重點
工作，他將帶領大學加強區內合作。
滕錦光校長任期由 7 月 1 日開始，為期 5
年。他早在 1994 年加入理大正名前的理工
學院，與理大淵緣深厚，歷任校內多個教
協及行政管理職務。
他亦為成就傑出的結構工程學者，獲得
多個學術榮銜，包括中科院院士及香港工
程科學院院士等。

賞城市速發展 「星」重新識祖國

港生赴蓉交流 結業讚收穫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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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業儀式上，港生代
表、來自浸會大學的陳小
&
寶分享說，8 天的成都之
旅不但讓大家加深了對彼
此的認識，更得以深入了解成都這個美
麗城市的風土人情、習俗文化和規劃建
設，開始重新認識祖國的發展。
「初到成都，映入眼簾的是機場裡的
『國寶』熊貓圖案與標誌；而四通八達
的馬路、新穎的城市建築、完善的環境
保育工作，都使我們驚歎於成都急速的
發展。」陳小寶說，此行拜訪了成都市
檔案館、天府綠道、環球中心、都江堰
水利工程及成都市博物館，更深化了香
港同學對成都城市規劃的認識。
而洛帶古鎮及都江堰熊貓谷等地，則
讓陳小寶和其他港生認識到成都着力於
保護熊貓及竹編、川劇等民間技藝，展
現了對中華文化傳承及自然生態的重
視。「除了拜訪古蹟外，更有幸能與成
都大學及四川香港賽馬會奧林匹克運動
學校的學生進行交流，了解中國新生代的培育
與現代國情，開闊了眼界。」
是次成都交流團首次安排港生走進軍營，近
距離體驗軍人生活，感悟內地青年保家衛國的
使命擔當，這也成為最令陳小寶印象深刻的行
程，「我們非常難得地和空軍交流，了解其工
作和日常，更親眼目睹到直升機和運輸機隊。
我感到異常的氣勢磅礡，很感謝他們在災難和
有需要的時候出動，救急扶危，雪中送炭。我
還看見女軍人，她們那英姿煥發又甜美嬌羞的
樣子，實在令我佩服。」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向芸 成都報道

扮熊貓跳廣場舞 兩地生共融
唱歌、跳舞、說唱……帶着青春的活力與激
情，港生們於結業儀式中把 8 天成都之行的所
見所聞融入一個個小節目中，全場笑聲、掌聲
不斷，大家還意猶未盡地大呼：「Encore！
Encore！」
看熊貓一直以來都是港生成都之行最期待的
活動之一。黑白相間的顏色、呆萌有趣的姿
態，讓港生忍不住大呼可愛，更在結業儀式上
表演了「9 隻熊貓去成都」，9 名港生把熊貓
慢吞吞行走、三兩下爬上樹等舉動模仿得惟妙
惟肖，引得大家一陣歡笑。
另一節目「帥氣的廣場舞」則把阿姨們跳廣
場舞的場景，還原得淋漓盡致，「我們之前到
寬窄巷子參訪，看到廣場上很多阿姨在跳舞，
給了我們靈感。加上成都美食又以麻辣為特
色，所以我們小組用動感舞蹈和《辣妹子》等
歌曲的融合，記錄下了這段有意思的經歷。」
浸大學生陳小寶說。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向芸 成都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