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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情教育課程班」清華開班 港生了解「帶路」灣區發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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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悉，今次活動由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
團、未來之星同學會主辦，清華大學承

辦。來自香港大學、中文大學、城市大學、理
工大學、浸會大學等十多所高等院校的超過
30名大學生，以及香島中學和福建中學的20
名中學生參與。學習內容涵蓋「一國兩制」與
香港基本法，中國夢、強國夢，「一帶一路」
建設與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前景，從文化產業到
創意經濟，青年領導力培養與提升等不同課
題。

張文雪勉生融入國家發展
清華大學繼續教育學院黨委副書記張文雪對
同學們的到來表示熱烈歡迎。她以清華學子愛
國奉獻、追求卓越的家國情懷，以及清華「自
強不息、厚德載物」的校訓，行勝於言的校
風，勉勵同學們，希望大家從清華不僅帶走知
識、情誼， 更將帶走清華文化與清華精神，
從中涵養自信，增強使命感，並將個人的發展
與香港、國家的發展緊密結合起來，以更高的
站位、更寬的視野，積極融入和參與國家發
展，自覺服務香港建設。
她表示，清華大學亦願意繼續與香港各界保

持溝通，拓展更寬更深的交流渠道，為香港各
界人士，尤其是香港青年學生深入了解內地發
展，作出力所能及的貢獻。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北京新聞中心主任、
未來之星同學會副主席、交流團團長秦占國表
示，活動期間，同學們將步入國家有關部門並
在清華大學聆聽一系列頂級專家學者詳解國

情，這將有助於大家系統、直觀地認識祖國的
過去、現在和將來，從中了解國家所需、香港
所長，並和個人理想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更準
確地定位自己的發展道路。
他續說，今年正值建國70周年，70年來香

港與祖國內地同呼吸、共命運，共同締造了舉
世公認的非凡成就，也必將通過自己的努力、
發揮特殊作用，與祖國內地一起共享繁榮富強
的偉大榮光。同時，今年亦是「五四運動」
100周年。他希望，同學們繼續發揚以愛國主義
為核心的五四精神，擔起時代重任，振興民
族。
出席開班典禮的嘉賓還包括清華大學港澳

台辦公室行政事務運行主任楊慶梅，清華大
學繼續教育學院港澳台學術文化交流中心主
任李鳳霞，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財務審計
部總經理、未來之星同學會副主席秦道武，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北京新聞中心副主任
孫志等。
據悉，未來之星同學會自2005年成立至
今，已走過14個年頭，總計帶領逾6,000名同
學到內地認知祖國、了解國情，以豐富多彩的
交流和實習活動吸引和影響了一批又一批香港
青少年，參加未來之星的平台活動。

2019「未來之星．中國國情教育課

程班」12日在清華大學開班。在為期

8天的訪問學習之旅中，同學們將聆

聽清華大學、國防大學、商務部國際

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北京師範大學

的多位知名專家授課，參訪國務院新

聞辦、天安門國旗護衛隊、解放軍三

軍儀仗隊等機構，並遊覽參觀中國國

家博物館、故宮、長城、圓明園等

地，更全面了解祖國歷史文化及風土

人情。

■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

實習記者 謝文博、韓昕媛 北京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香港政
協青年聯會（政青）近日舉辦「慶祝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雲南旅學
團」，由政青主席譚鎮國擔任團長，
率領超過40位團員赴雲南開展5天的
交流考察旅程，以加強香港青年的國
家觀念和民族認同，促進港滇人文交
流。
旅學團首日抵達昆明，獲雲南省委

統戰部副部長、省僑務辦公室主任楊
錦昆，省委統戰部副巡視員、雲南海
外聯誼會秘書長黃妮亞，省委統戰部
港澳台工作處胡宗品副處長、吳庠海
副調研員等領導熱情會見並餐敘交
流。

楊錦昆勉港青多識祖國發展
楊錦昆致辭時介紹了雲南的基本發
展情況，寄語香港青年能多了解祖國
的發展，保持愛國愛港，實踐和維護

好「一國兩制」，發揮青年優勢，以
發展的眼光看問題，希望旅學團一行
在雲南能有所收穫。
譚鎮國表示，雲南省有着濃郁的民

族風情，悠久的歷史文化，絢麗的自
然風光，而香港是國際化大都市，東
西薈萃，配套完善，香港和雲南互補
性強，發展潛力大，特別是在旅遊產
業上，雲南與香港可發揮各自優勢，
加強合作互補，共同發展，互利共
贏。

譚鎮國：增港青民族認同
他指出，是次旅學團旨在以親身體驗
方式，增強香港青年的國家觀念和民族
認同。
此行結束後，政青將通過各方面的

平台，把這次的見聞與其他香港年輕
人分享，鼓勵他們走進雲南、了解雲
南，努力推動香港與雲南兩地的文化

經濟交流合作。
次日，旅學團一行到達迪慶州香格
里拉市，獲迪慶州委統戰部副部長王
國華，香格里拉市委統戰部常務副部
長馬濤、香格里拉市工商聯黨組書記
楊大山、香格里拉市民族宗教事務局
副局長木振文等會見。
旅學團最後進行了總結分享會議，

團員們各抒己見，分享各自對此趟旅
程的感受。
團員許岳麟指出，雲南多民族共

處、共同發展的社會環境讓他感受到
團結一致的強大力量，體會到了祖國
的開放包容，這種放下偏見、團結一
致的精神值得香港同胞學習。
5天行程中，旅學團走訪了金鼎科技
園、巴拉格宗生態旅遊景區、普達措
國家公園、松贊林寺，體驗了扎雅土
司宴等，讓團員親身體驗雲南的發展
模式、風俗人情和瑰麗風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來自香港
地區的42名學生及領隊於7月28日至8月
6日相聚廣西欽州，參加為期10天的「尋
根之旅」夏令營，其間，他們學習漢語、
中華武術及音樂、民族工藝製作等文化體
驗課程，並參觀人文名勝古蹟等，了解和
體驗欽州神奇秀美的自然風光、悠久的歷
史文化遺產、多姿多彩的民族民間文化。
在欽州欽北區，營員們以「同根同心，

傳承傳播」為主題，通過傳統工藝、美
食，了解壯鄉民俗文化。在貴台龍窯，香
港同學們在坭興陶工匠們的指導下，做出
一個個不同造型的杯子，手捏造型物件，
紛紛感歎傳統工藝的驚奇，表示要把自己
的作品燒製郵寄回香港，和同學們、老
師、家長們一起分享這份特別的禮物。
來到貴台八寨原鄉，在當地農村阿姨的

帶領下，營員們做起了艾草糍粑等壯鄉傳
統美食，品嚐自己的手藝，並把壯鄉特
色—簸箕宴圖片排下，發給家人、同學。
通過排練抖音舞蹈、拋繡球、「同心同根」
大繪畫等活動，他們認識了更多新朋友。
在欽州靈山縣，營員們與當地的學生進行
了深入交流，感受當地風土人情和非遺文
化。籃球比賽、拔河賽、排球賽。在體育運

動賽場上，兩地青年們通暢競技，賽出風
格，收穫友誼，臨別時候，都依依不捨，很
多同學之間互相留了聯繫方式。
隨後，營員們還到靈山煙墩鎮鄧塘村，體
驗煙墩大鼓和竹編文化。

廖宇軒：增進祖國了解
夏令營團長、香港僑界社團聯會副會長

兼青年委員會主任廖宇軒表示，夏令營同
學們在此次活動中通過學習及對欽州僑鄉
風土人情的參觀考察，近距離感受體驗中
華文化，增進祖國的了解和情感，從而收
穫更多的知識和快樂。「作為炎黃子孫，
港澳同胞，要永遠記住自己的根在祖
國。」

李雲仙：促港欽文化交流
欽州市委副秘書長李雲仙表示，此次活

動是凝聚香港同胞與家鄉人民感情的親情
之旅，是促進香港和欽州兩地文化交流的
合作之旅，更是廣大香港同胞新生代了解
祖國發展與繁榮的喜慶之旅。
此次活動由中國僑聯主辦，廣西僑聯、

欽州市僑聯承辦，香港僑界社團聯會協
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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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識國情 建深厚友誼

2019「未來之星．中國國情教
育課程班」學員在北京的3天行
程中，已在清華大學聆聽來自清
華大學、國防大學以及商務部國
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的知名專

家主講的有關中國夢、強國夢，「一帶一路」建
設與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前景，從文化產業到創意
經濟，以及清華大學歷史與文化等方面的課程。
同學們非常關注這些熱點題目，在提問環節踴躍
發問及表達自己的看法。他們均表示，講座令大
家全面了解內地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發展，
獲益良多。
在開班儀式之後，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

研究院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區域經濟合作中心
主任張建平為港生帶來了題為「『一帶一路』建
設、粵港澳大灣區規劃與香港發展前景」的講
座。內容主要包括「一帶一路」倡議體現的新一
輪改革開放頂層設計思維、「一帶一路」倡議當
中香港的角色與作用及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經濟
一體化的戰略意義。
隨後，同學們向張教授提出「香港能為『一

帶一路』建設提供哪些方面的貢獻？」「對於
香港和內地各方面的合作的看法？」等問題，
張教授一一舉例解答。

港生：樂意北上工作找機遇
香港科技大學工商管理經濟及金融專業的曾柏皓表

示，今次國情班令其比較清晰地看到內地一些重大的政
策，了解了內地政策運作的意義。不少同學均表示，如
果能有合適赴內地，尤其是去粵港澳大灣區的工作機
會，他們是很樂意去嘗試的。
內地周邊態勢並不安穩，中美關係走向、朝鮮半島問題

等相關話題不斷升溫，令國防大學教授孫旭的講座格外受
港生關注。曾柏皓還向孫教授提出了「美國不斷提出中國
威脅論，中國如何應對」的問題。
孫旭回應稱，中國要加強自我發展，做到「有勇氣、有智

慧、有力量、有準備」，方可在複雜多變的國際環境下實現
「中國夢」。同時，他還提示同學們關注今年十一國慶70周
年的大閱兵，相信當天可以看到更多國產高精尖武器。
在未來數天的學習參訪活動中，同學將學習「一國兩

制」與香港基本法、青年領導力培養與提升等課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

實習記者 謝文博、韓昕媛 北京報道

■2019「未來之星．中國國情教育課程班」12日在清華大學開班。 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鑫嫻 攝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
及文學系學生邵佳婕在
2019「未來之星．中國國
情教育課程班」開班儀式
上代表全體學員發言。她
表示，今次活動內容豐
富，相信同學們可透過豐
富多彩的參訪、體驗活

動，更詳細地了解到祖國的歷史
文化和國情，還能建立更深厚的
友誼。
邵佳婕表示，對香港大學生

而言，能到北京參加「未來之
星．中國國情教育課程班」活
動，機會難得。她說：「特別
是能參訪國旗班、解放軍三軍
儀仗隊的行程引人注目。平常
只能夠在電視媒體看見他們的
操練，現在卻有機會去一探究
竟，所以就毫不猶豫地報名參
加，最終也很幸運地跟在場各
位來自不同大專院校、中學的

同學們成為夥伴，一起展開難
忘的學習之旅。」
邵佳婕於去年暑假曾赴北京

大學學習，北京這個城市給她
留下了很深刻印象。她表示，
從四合院、胡同、鼓樓，到宏
偉的長城、精雕細琢的故宮、
圓明園等等，都讓其感受到了
這座古城背後蘊含的文化內
涵，跟香港給人的印象截然不
同。時隔一年，再次回到北
京，她期待能發掘這名城更深
的一面。
她表示，在內地最知名的高

等學府——清華大學聆聽國情
課程，港生不但能了解現代中
國發展狀況與未來發展方向，
也能感受該校的人文氣息，學
習清華學子優秀之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
實習記者 謝文博、韓昕媛

北京報道

■開營儀式上，賓主與營員合影。

「為愛．為夢想」夏令營昆明開營

■旅學團一
行獲雲南省
委統戰部領
導會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譚旻煦 昆明報道）
8月5日至10日，由雲南海外聯誼會和林君
瑾慈善基金會共同主辦的2019年「為愛．為
夢想」夏令營在雲南和北京舉辦，來自雲南
會澤縣、江城縣、景洪市、龍川縣的32名同
學和4名帶隊老師，踏訪首都北京，感受了
首都的大氣磅礡以及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
8月5日上午，開營儀式在雲南昆明陸軍
講武堂舉行，學生代表張妮娜有些激動地

說：「我兩年後參加高考，北大是我的夢
想，沒想到提前兩年我就有機會去北京看
看。」在北京期間，學生們在生存島參加主
題拓展，參觀798藝術中心、故宮博物院、
京港地鐵公司、科技館、國家博物館，並在
北京科技大學上課學習。

林德興盼助孩樹立夢想
今年是夏令營創建十周年，基金會創始人

林德興專程從香港飛至雲南與新老營員們見
面交流，分享學生和夏令營共同成長的歷
程。
林德興表示，希望透過這樣的夏令營，共

同關注優秀貧困學生的成長，幫助孩子們樹
立夢想，助力他們揚帆遠航。
雲南海外聯誼會秘書長黃妮亞表示，2013

年開始，林君瑾慈善基金會和雲南海外聯誼
會共同舉辦的夏令營，旨在幫助雲南山區貧
困學生提升國學素養和道德修養，激發他們
熱愛祖國、刻苦學習、回報社會的熱情，樹
立服務社會、造福人類的夢想。

■ 2019 年
「為愛．為
夢想」夏令
營在雲南昆
明開營。
香港文匯報

記者
譚旻煦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