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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屆「香港盃」外交知識競賽參訪團
由知識競賽優勝隊學校師生代表組成，

包括12間本港學校69位師生在內的80餘位團
員，相繼在京、黔兩地展開為期一周的行程，
走訪目的地二十多個。
在北京，參訪團在曾經舉辦過APEC、「一
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等國際盛會的雁棲
湖國際會議中心，看到風景如畫，感歎國家既
注重經濟發展，又重視綠色生態；登上世界文
化遺產慕田峪長城，團員們各個爭做「好
漢」，感慨古人保護家國的堅毅與不屈。

與航天員合影 感受國家成就
在航天員科研訓練中心，團員們參觀了難得
一見的宇航員訓練大廳，與航天員親密合影，
感受中國航天事業發展成就；在外交部，與發
言人耿爽和青年外交官面對面交流、請教外交
技巧，感受大國外交官的風采。
在國家博物館，館長王春法特意抽出時間與
同學們親切交流，親自向同學們推薦古代中
國、復興之路重要展覽，勉勵同學們通過展覽
深切感受「做中國人的驕傲」。
在貴州，同學們走進紅色聖地遵義會議會
址，感受紅色文化，重溫紅軍長征的崢嶸歲
月；在紅軍山烈士陵園，團員們集體默哀，向
先烈們敬獻花圈；在貴州平塘，同學們參觀了
世界最大望遠鏡「中國天眼」，感受中國科技
發展的偉大成就。此外，參訪團還走訪了故
宮、天壇、國子監、鳥巢、黃果樹瀑布等地。

乘高鐵體驗「一地兩檢」便利
參訪團還特意安排同學從貴州乘坐高鐵返
港，親身感受中國的「高鐵速度」以及「一地
兩檢」的便利。
「今年適逢新中國成立70周年，舉國歡
慶，愛國愛港的香港師生們也應在其中。為
此，我們對參訪行程做了認真設計，精心安
排。」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新聞及公共關係
部主任、公署發言人李華對香港文匯報表示，
參訪團行程安排突出三個主題，首先是外交，
希望同學們通過參訪領略到新時代中國的外交
使命及外交在國家事務中發揮的重要作用；第

二個主題是愛國，安排多項愛國主義教育活
動，讓同學們親身感受先輩們拋頭顱灑熱血，
用生命和信念換來現在的幸福美好生活，希望
包括香港青少年在內的所有青年一代能夠銘記
歷史，珍惜和平；第三個主題則突出發展與機
遇，進入新時代的國家日新月異，香港也要更
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希望同學們能從參訪
過程中尋找機遇，增加自信，為自身發展挖掘
更多空間和機會。

李華盼港青傳承愛國情
李華指出，愛國並不是抽象的，而是實實在
在的。生長在新時代的每一個中華兒女首先應
該對國家有正確的全面的完整的認識，要有家
國意識和愛國情懷，相信香港青少年在這方面
也能薪火相傳。其次，新時代賦予當下香港青
年重要責任，他們是「一國兩制」的接班人，
是香港進一步提升競爭力、發揮引領作用的中
流砥柱，「希望香港青年們看到前輩們為國家
發展的付出和承擔，也能思考當國家發展的接
力棒交給他們時，應該具備什麼樣的責任感、
意識和能力。」
「香港盃」外交知識競賽已經成功舉辦13
年，李華介紹，知識競賽在香港得到廣大師生
的充分認可，參與度與積極性在今年創下歷屆
新高，有2.85萬名香港學生參加比賽。
有隨團老師告訴記者，參加知識競賽已經成

為學校的傳統項目，學生們積極踴躍，通過參
加競賽也進一步提升了同學們對國家的了解和
認知。

團員：今天和平非易 應加珍惜
有團員告訴記者，是次參訪「獲益匪淺」，

此前對國家歷史及發展的認識和了解都來自書
本、網絡、媒體，但是「紙上得來終覺淺」，
通過參訪，對國家發展有了更深刻的感受。透
過愛國之旅，亦能深切感受到今天的和平和穩
定來之不易，是許多人付出鮮血和生命換來
的，年輕一代應倍加珍惜。
是次參訪團由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香港

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
辦，香港賽馬會給予特別贊助。

旁聽外交部例會，與外交部發言人面對面交流，在航天員科研訓練中心與航天

員近距離接觸，在國家博物館感受中國歷史文化及中華民族復興歷程，在遵義會

議會址感受紅色文化，在紅軍山烈士陵園向先烈敬獻花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

立70周年紀念日前夕，第十三屆「香港盃」外交知識競賽參訪團先後在京、黔

兩地展開內容豐富、形式多樣的參訪行程。相關負責人表示，是次參訪旨在加強

香港中小學生對國家的了解，感受新時代中國特色的大國外交，增強對國家的認

同感與愛國情懷，了解並把握國家為香港青年提供的發展機遇。參訪團團員表

示，此行獲益匪淺，對國家的了解，不再只是從教科書、網絡、資料上看到的籠

統概念，而是變得真實而深入。團員們亦感慨國家今日之和平穩定來之不易，包

括香港學生在內的年輕一代應好好珍惜。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

參訪外交部是參
訪團的固有項目，

也是參訪團「小外交迷」們最期待的行程之
一。在外交部，同學們走進「藍廳」旁聽了
發佈會，又與發言人耿爽來了一場面對面的
「問答交流」。團員們表示，親眼目睹了發
言人在發佈會上與記者的「唇槍舌戰」後，
方知外交官在捍衛國家利益時是多麼堅定堅
決，也增加了對國家新時代外交的了解。特
別是在外交部領保中心了解到國家全天候、
零時差、無障礙地為在海外的中國民眾「保
駕護航」，為香港同胞提供「四位一體」的
領事保護體系後，同學們表示，身後有一個
越來越強大的祖國，「很安心」。
7月22日下午，參訪團走進外交部「藍
廳」，前一天發生元朗「白黑衝突」、激進
分子塗污中聯辦門前國徽等事件，當天外交
部例會上，包括香港、台灣、日本等媒體記
者頻繁就香港問題提問，耿爽皆直面問題作
出回應。此外，還就華春瑩任司長的問題作
出幽默回答。

親睹發言風采 欣賞耿爽情商
發佈會結束後，耿爽特意抽出半小時與同

學們交流。「遇到敏感問題時如何應
對？」「如果在發佈會上遇到沒有準備的問
題，怎麼辦？」「您在回答問題時很風趣，
出於什麼考慮？」……「外交迷」團員紛紛
抓住機會向耿爽提問，請教做發言人的方法
和技巧。耿爽對同學們的提問耐心作答，幽
默的回答引得同學們笑聲陣陣，耿爽更讚團
員們年紀雖小，提問卻是「非常專業，很
棒！」耿爽還與團員們親密合影。
「之前都是在電視上看發言人，今日能在

現場向發言人提問很開心。發言人和藹風

趣，但是在事關國家利益的問題上又非常嚴
肅和堅決。可以感覺到他很熱愛祖國也很熱
愛香港，也能感受到中央是真的很重視香
港，相信我們香港的明天會更好。」保良局
百周年李兆忠紀念中學的羅蔚芝說。還有團
員讚耿爽「情商很高」，「該硬氣的時候硬
氣，該風趣的時候風趣」。

參觀領保中心 了解援助機制
參訪團師生在外交部還參觀了全球領事保

護與服務應急呼叫中心，了解了12308應急
呼叫熱線的設立背景和處理機制，觀看了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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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到外交部領保中心
在過去一年為包括港澳同胞在內的中國民眾

提供約八萬多起領保服務，同學們一致認
為，這些是中國以民為本、大國外交為民的
真實見證，作為中國人的「安全感」也由此
提升。
在領保中心，工作人員介紹外交部、特區

政府、駐外使領館、駐港公署構築了「四位
一體」的涉港領事保護機制，每當香港同胞
在海外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或遇到困難和危
險，都能在第一時間獲得支持和援助。聽到
此處，同學們紛紛表示，「更安心」，「更
放心」，「做中國人很自豪」。
拔萃女書院的趙鈺荃告訴記者，以往以為

在國外只有遭遇非常重大的事故或者事件時
才可以尋求領事保護，參觀完領保中心後，
知道只要是中國公民，無論是香港人還是台

灣人，只要遇到困難都可以得到祖國強大的
保護和幫助。「真正感受到祖國在你身後，
而且是一個越來越強大的祖國。」還有同學
說，可以感受到國家的話語權越來越多，祖
國越強大，民眾的底氣就會越足。

港生堅志報國 盼投外交事務
參加外交知識競賽的同學很多都對外交有

着濃厚興趣，許多團員立志做一名外交官，
參訪外交部後，同學們表示，做一名大國的
外交官很不容易，而自己投身外交事業的願
望更強烈了一分，很期待將來能在外交事務
上，像今日的外交官一樣，在維護自己國家
的主權和利益時，毫不猶豫地築起銅牆鐵
壁。

參訪團特意
在今年行程中

安排了貴州行，前往紅色聖地遵義感受
紅色文化，一方面了解紅軍、長征等中
國革命史內容，接受愛國主義教育，一
方面深入感受祖國西部地區的發展情
況，以期對國家有全方位的了解。
在遵義會議紀念館，同學們參觀了當

年舉行遵義會議的二層小樓，了解遵義
會議對中國革命的重要性。在陳列館，
團員們認真聆聽講解員的解說，結合珍
貴的圖片資料、陳列文物，重溫紅軍長
征波瀾壯闊的崢嶸歲月，深入了解紅軍
在曲折中不斷前進的奮鬥歷程，真切感

受長征路上的苦難與輝煌。
在紅軍山烈士陵園，參訪團所有成員

在紅軍長征烈士紀念碑前集體默哀，敬
獻花圈。
「當初在課本、國歌歌詞裡，我學到

烈士以鮮血染紅國旗，但是這些都只是
虛幻的概念，今天在紀念館才有了更深
刻的感受。知道了紅軍四渡赤水、翻越
大雪山，兩萬五千里長征有很多不容
易。最讓我感動的是，他們在物資極度
缺乏，整個班可能只有一件大衣的情況
下，依然接濟民眾，送給民眾很多東
西。正是他們重視人民，以民為本，才
會取得最後的成功。」拔萃女書院趙鈺

荃參觀結束後表示。
趙鈺荃又說，毛主席在長征途中下達

指令，要與當地苗民建立情誼，讓中華
民族真正團結起來，值得深思。「正所
謂，一花獨放不是春，百花齊放春滿
園。在今時今日撕裂的香港，我們這一
代更應該將團結包容的精神秉承延續下
去，共同努力步向團結的未來。」
還有團員表示，紅軍長征之路的艱

苦，讓自己意識到現在生活的得來多麼
不容易。「和平生活是用先烈的鮮血和
生命換來的，我們要珍惜現在所擁有的
一切，盡可能地為祖國出一分力，報效
祖國。」

「希望同學們可以
通過此次參觀，更加

深切地了解中華民族是一個什麼樣的民族，我
們是一群什麼樣的人，也可以更加深切地感受
作為一名中國人的驕傲與自豪。」中國國家博
物館館長王春法在會見參訪團時說。參訪團的
同學於參觀後表示，在國家博物館，那些在書
本上見到的文物彷彿「活起來」了，向同學們
訴說中華民族的悠久歷史，這些都讓自己深感
作為中國人的驕傲。
參訪團到訪國家博物館時，王春法正好有重
要活動要出席，即使如此，他還是擠出時間，
「一定要與香港的學生見見面，介紹一下國家博
物館和我們國家的歷史文化。」他向香港師生介
紹了中國國家博物館基本情況，又親自向同學們
推薦了「古代中國」、「復興之路」兩個重要展
覽。「看完這兩個展覽，你就知道作為中國人有
多驕傲。」
在參觀「古代中國」時，同學們對展覽中的
甲骨文、青銅器等文物很感興趣，不同時期的
中國地圖更是引起同學們的濃厚興趣，師生們
一起在地圖上找香港位置，有熟悉歷史的同學
在現場講起當時的國家佈局和歷史故事。
在參觀「復興之路．新時代部分」時，當看
到《南京條約》簽署的史料和圖片，很多同學
在現場歎息，深表痛心。
此外，大家還對其中的外交單元表現出濃厚
興趣，並在「北斗導航」、「磁控膠囊胃鏡」
等科技發明創造前駐足停留。

參觀展覽後，有同學告訴記者，昔日在書本
上看到的許多文物，此時就在眼前，彷彿
「活」了起來，古代中國就有如此輝煌的成
就，中間雖然經歷了被侵略踐踏的階段，但是
在中國人的奮發努力下，又實現了民族的復興
與強大。「這些都是我們作為中國人的驕傲與
自豪，中國今日的強大確實不容易。」

港生：國家崛起增民族認同
皇仁書院莊秉康說，「復興之路」展覽展示
了國家由近代被列強侵略，到現時和平崛起成
為大國的歷程，證明國家實力強了很多，也增
強了自己的民族認同感。
觀塘瑪利諾書院陳俊瑋表示，展覽讓他對中

華上下五千年有了更深刻的認知，看到在香港
很難見到的各個歷史時期、多個領域的豐富展
品，感受到古時中華民族已如此強大，提升了
民族自豪感。

在外交部，參訪團的同
學們還與5名優秀的青年外
交官交流，外交官們為同
學講述了許多生動的駐外
經歷和故事，也分享了各

自與香港的一些不解之緣。有外交官提到
自己在駐外過程中協助香港同胞尋找失物
的經歷，亦有外交官提到自己對香港這個
城市的嚮往。其中一位外交官在現場為同
學講述了一個小故事引發大家的深思。
有位青年外交官在講述完自己在一些

戰爭國家的危險經歷後提到，生活在一
個和平穩定的國家大家應該倍感幸福。
隨後，他又講了一個故事：「從前有一
個大戶人家，比較富有，但是有強盜拿
着武器闖入他家，搶走了很多錢物，還
強行抱走了一個孩子，可想而知，這戶
人家有多麼的悲痛。很多年後，這戶人
家終於找到了自己的孩子。」

以家庭喻兩地同屬一家
「講到此，大家肯定都知道了，這家

人就是中國，被抱走的孩子就是香港。
在座的同學都是香港優秀的年輕人，我

希望大家完成學業的同時可以思考一些
問題，哲學家說人要常有三問，我是
誰？我從哪裡來？我要到哪裡去？那麼
香港青少年，香港各界也可以思考，自
己的身份是什麼？從哪裡來？將來要到
哪裡去？希望大家有一個更深的思
考。」外交官說。
這位青年外交官講完這個故事，現場

同學陷入深思，在交流環節，有同學當
場向外交官提問，「這個故事很感人，
但是大家也知道香港回歸祖國後，還有
許多問題，那麼請問，國家怎樣才能真
正接回自己的這個孩子呢？」

信港能依法處理暴力違法
青年外交官回應，首先，還是要搞清楚

自己是誰，搞清楚國家與香港的關係，國
家與香港，內地與香港，那是一家人的關
係，兩千多年前，香港就是中國的一部
分。其次，一家人之間的摩擦都是很正常
的，香港回歸，國家設立50年的過渡期，
就是為了要磨合好這些摩擦與衝突，為了
讓香港和香港青年都有更好的未來。第
三，今日之香港所發生的事情，要看清楚

本質，一些暴力違法的事件已經突破底
線，相信高度法治化的香港，可以依法處
理好這些事情。
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紀念中學的羅同學

告訴記者，外交官講的故事很感人，也值
得很多香港青年深思。「正如外交官說，
包容與融合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香港
現時有撕裂，但是相信大家能冷靜下來，
理智平和地表達自己的主張，相信許多問
題都可以得到解決。也相信香港的明天會
更美好。」

位於北京郊區的慕田峪長城是
明朝萬里長城精華所在，登上長
城也是許多團員們最感興趣的行
程之一，尤其是一些男團員夢想

着爬上長城做一次「好漢」。在北京攝氏38度
高溫下，團員們圓了做「好漢」的夢想，領略
到了世界文化遺產的魅力。在這處古代軍事要
衝，有同學感慨，古人尚且知道努力地保衛國
家，維護國家安全，今日的青年一代更要全力
維護國家利益與安全。
登長城當天正值北京高溫，但團員們依然興

致勃勃地翻越一座又一座烽火台，年紀最小的
團員也沒有掉隊，一直堅持到最後。「長城真
的很高，雖然很累，但我覺得很值得，因為這
是我們國家的世界文化遺產，是名副其實的。
站在這裡，想到過去的將士們身穿厚重的盔甲
登上這麼高的長城，保家衛國，真的很不容
易。建造長城的古人也很厲害。」只有12歲的
團員黃澍僖說。
「這座明代長城見證古代中國人的偉大，站

在這座軍事要衝上，我想到古人在那個時候奮
力保護國家，許多人不惜付出生命。聯想到我
們今天的外交官們，他們在許多個場合回應各
種質疑，也是在努力保護我們的國家利益。作
為中國的青年一代，無論是內地還是香港，我
們也應該以保護國家為己任」。英華書院的馮
同學告訴記者。

■港生參觀國家博物館。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靜 攝

拜會外交官「學師」自豪祖國強大後盾

外交官說故事 盼港生深思身份認同

參訪紅色聖地 回顧崢嶸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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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生參訪 收穫豐盛

通過參訪，我才知道之前對國家的認
知少之又少，現在對我們的國家有了更
深入的了解。在長城，我學習到無論做
什麼事都要有堅毅的品質。生活在這個
國家，我一直都覺得「很安全」，參觀
完外交部，感覺「更安全」。

沙田培英中學廖偉健

漢華中學黃曉彤

我的生日是10月1日，之前沒有什麼感
覺，這次參訪之後對國家有更深入的了
解。看到我們國家有如此璀璨的文明，悠
久的文化，有不屈的抗爭。今年是新中國
成立70周年，我感到驕傲和自豪。我為
我與新中國同一天生日感到開心。

觀塘瑪利諾書院陳俊瑋

我平時很喜歡攝影，這次到內地參
訪，特意帶了最專業的相機。感覺祖國
有拍不完的美景、文物，這次參訪拍攝
照片早就超過了一千張。我希望用鏡頭
記錄下祖國的風土人情，回到香港與同
學朋友分享，讓他們要好好看看祖國的
壯闊山河，蓬勃生機。

這次在航天員科研訓練中心看到了最
難得的航天員訓練大廳，了解到航天員
訓練情況，特別是看到國家的航天科技
成果，真的是令人驚歎，也令國人驕
傲，別的國家需要七八年才能研製出來
的宇航服，我們只用了不到四年時間。
我自己很喜歡科技，國家也提出要讓香
港成為國際科創中心，未來會有很多機
會，我自己也要加油。

拔萃女書院黃嘉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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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團在慕田峪長城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靜 攝

■參訪團在鳥巢前留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靜 攝

◀港生參觀天壇。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靜 攝

■■港生參觀外交部領事保護中心港生參觀外交部領事保護中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靜香港文匯報記者馬靜 攝攝

■耿爽與同學們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靜 攝

■港生與五位青年外交官交流。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靜 攝

■港生在遵義會議會址前合影。 參訪團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