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際當代華文詩
歌研究會」成立典

禮於日前舉行，由沙浪任會長，周瀚任執行會長，研究會名譽主席張詩劍、名譽副主席李遠榮、唐至量，
以及該會顧問張繼春、徐國強、張繼征、戴方等出席主禮。同場並舉行了「當下詩歌的擔當」講座，由沙
浪、傅天虹、何佳霖、盼耕先後作專題演講。

國 際 當 代 華 文 詩 歌 研 會 成 立

青聯內地實習 了解文化環境

觸碰中華魅力 星訪津收穫豐
港生了解名城百載變遷 細味改革開放建設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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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委常委、統戰部部長冀國強，全國政
協委員、未來之星同學會榮譽主席陳清

霞，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董事、未來之星同
學會主席姜亞兵等出席結業典禮。

冀國強希望青年明辨是非
冀國強在結業禮上表示，「少年強則國
強」，祖國擁有廣闊的發展空間，希望香港青
年朋友用知識武裝自己，增強辨別是非能力，
深化對祖國內地的了解，強化國家意識，旗幟
鮮明支持特區政府止暴制亂，積極維護香港長
期繁榮穩定，推動津港兩地各領域交流，為實
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共同奮鬥。
他表示，今年恰逢新中國成立70周年，希望
香港青年能夠多到祖國內地走一走、看一看，
感受祖國日新月異的發展。

陳清霞冀同學做交流使者
陳清霞表示，同學們不僅通過歷史、人文、
科技、藝術等多維度了解天津，還通過交流增
進了津港兩地青年友誼。她指出，社會穩定是
同學們發展的基礎，希望同學們從自己的前途
考慮，做兩地交流使者，支持特區政府在改善
經濟民生領域的工作。

姜亞兵：結合歷史現實尋方向
姜亞兵介紹了未來之星同學會十餘年來堅持
愛國愛港，組織香港青少年認知祖國、了解國
情持續不斷開展活動的情況。同時，還對陳清
霞榮譽主席專程來津參加香港青少年天津交流

活動表示感謝，對她熱心推動兩地青少年交流
深表敬意。
他表示，通過8天的交流學習，同學們在了解
天津百年歷史發展變遷的同時，也從現時天津的
巨大變化中，感悟到祖國40年來的改革開放建
設所取得的快速進步是非常驚人的，這一切都加
深了同學們對祖國國情的理解和認識，增強了自
己作為中華民族一分子的認同感和自豪感。
姜亞兵寄語香港同學，要學會獨立思考，把
在天津學習到的中國百年前苦難多艱的歷史與
當下香港的現實發展結合起來，認真體會什麼
是國家所需和香港及個人所長，努力尋找自己
的發展方向。
據了解，本次活動由未來之星同學會和天津

市政協港澳台僑和外事委員會共同舉辦，並得
到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天津市委統戰部的
鼎力支持，以及深圳同心俱樂部和莊紫祥慈善
基金會的年度資助。
來自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浸會大學、香港理

工大學、香港城市大學等17所高校以及何明華
會督銀禧中學、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的61位學
生，參訪了國家超級計算天津中心（即著名的
「天河」超級計算機）、世界最大的大型航天
器AIT中心等國際化高精尖項目，以及五大道
歷史文化街區、末代皇帝溥儀故居等地，體驗
中華文化上下五千年的沉澱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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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交流團」18日在天津市迎賓館舉行

了隆重的結業典禮。總結本次天津之

行，同學們紛紛表示，通過在天津的

一系列參訪和交流，感受祖國內地改

革開放的建設成就，以及天津作為國

家中心城市和北方最大的沿海開放城

市，在國家發展建設中發揮的重要作

用，通過對當地歷史文化的學習，了

解當地發展的歷史變遷，觸碰中華傳

統文化的魅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燁、張聰 天津報道

一眾未來之星學員在8天學習期內，不僅
學習了許多國情知識，還登上位於天津市薊
州區黃崖關長城，體驗了「登長城、當好
漢」，深入領略天津風土人情和中華文化魅
力。談及登長城的感受，未來之星同學們表
示，「長城就像是一條巨龍懷抱着我們的國
家，能夠登上長城，看到祖國的壯麗河山，
使我內心充滿了震撼，民族自豪感不覺油然
而生。」
港生們看到綿延橫亘數百年的長城，激動

不已。有的同學已經迫不及待地打開視頻通
話，與在香港的家人共享這一時刻。「真的
沒想到，在天津也能看到長城。」香港何明
華會督銀禧中學陳韋霖表示，正所謂「不到
長城非好漢」，現在登過長城，也是「好
漢」了。她說，儘管只是遊覽了長城的一
隅，但也見識到千年以來，長城的巍峨壯
觀，以及其蘊藏的悠久歷史。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未來之星
第十四屆學生會幹事鄭鈺峰代表港生致辭時
表示，天津一直是自己很嚮往的城市。「在
我眼中，她是一座古老與現代、保守與開放
相融合的城市，」他說，「無論在科技、航
空或商業領域中，在天津都能看到國家巨大
的成功、發展一日千里，不僅趕上了世界的
步伐，甚至創出了屬於我們國家的一片天，
引領全球，在世界舞台上大展拳腳、大放異
彩，實在令人驕傲、自豪。」
■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燁、張聰 天津報道

2019「未來之星．香港青少年
天津交流團」日前走進南開大
學，參觀了南開大學百年校史主
題展，並聆聽了《一座城和一個
時代》的主題講座。講座上，南
開大學教授張健為同學們介紹祖
國改革開放40年來取得的輝煌
成就，以及天津市的歷史沿革、
社會發展和近代以來尤其是改革
開放之後取得的重大成果和翻天
覆地的變化。
交流團成員們表示，通過張健

教授的精彩授課和參觀南開大
學，不僅增加了國情知識，增強
了對天津的了解，更於所見所聞
中，受到了觸動和教育，使他們

更加深刻地理解祖國的今天來之
不易，同樣作為大學生、中學生
要傳承愛國傳統，為香港的繁榮
穩定，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貢
獻智慧和力量。
來自香港中文大學英文系的王

茵怡表示，南開大學培養了很多
傑出的人才，他們愛國、敬業、
創新、樂群的精神，很值得她們
學習，「能夠認識天津這個中西
文化交匯融合的城市背後的歷
史，了解到當時社會變革與發
展，對一個英文系的學生而言，
是一次珍貴的體驗。」

■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燁、張聰 天津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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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長城當好漢
眺河山感自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夢縈）香港青
聯學生交流網絡負責主辦的大學生暑期
赴內地實習團日前圓滿結束，逾200名香
港實習生前往北京、上海、哈爾濱及大
連四個城市，在各大企業及政府機構進
行為期6周的實習。有在科技公司實習的
大學生表示，這段實習經歷讓他更了解
祖國的新興科技成果，同時更深入了解
內地文化，也與同事們培養了深厚的感
情。
青聯在今年暑假舉辦了「共創新天

地」、「共創新未來」、「共創新視
野」以及「共創新世界」4個暑期實習團
體，合共有逾200名來自全港大專院校的
學生參與。昨日青聯舉行「共創系列」
實習生分享會，讓同學們講述在實習期
間的難忘經歷，並為同學們頒發實習證
明和記錄實習經歷的攝影和微電影比賽
獎項。民政事務局副局長陳積志、香港
青年聯會顧問霍啟剛、北京市人才工作
領導小組駐港澳人才聯絡處執行主任宗

大勇等出席活動並擔任頒獎嘉賓。

供大灣區創業參考
香港青年聯會主席楊全盛致辭時表

示，實習團首次於2007年推出，一直深
受各大專院校學生歡迎，為期6周的實習
生活，並非像三五日旅遊一樣走馬觀
花，而是讓大學生有較長時間，能夠深
入了解內地的文化和人文環境，為兩地
青年溝通搭建橋樑。楊全盛提到，現在
政府還推出了多項支持青年創業的資助
計劃，參加實習團能讓準備創業的學生
了解內地的營商環境，為他們在大灣區
創業提供參考。
在香港科技大學就讀化學系的湯健

華，剛剛結束了在清華控股有限公司的
實習。談起這段經歷，湯健華印象最深
的是內地企業對科技成果轉化成經濟價
值的實踐。他所任職的資產管理部門負
責氫能源的發展，實習工作需要了解氫
氣從上游製作到下游發電的應用技術，

還要熟悉許多氫能源的應用場景。通過
這段學習經歷，他不但明白了一項技術
從實驗階段到真實應用的分別，亦體會
到內地在科技成果轉化方面成熟的商業
運作，讓他由衷地讚歎不已。
在上海K11美術館完成實習的容錦瑄

同學則對在滬的生活有更多感觸。容錦
瑄從小就常常與家人一起去上海旅行，

每次都有日新月異的感覺，這次實習更
是直接地體會到上海的發達和便利。容
錦瑄指出，上海在高度城市化的時候，
亦沒有忘記對歷史的保護，很多小巷弄
都得到完整的保存，她休閒時亦會專門
去一些有當地特色的小店，與店主攀
談，感受大都市的人情味。她表示將來
有機會會考慮去上海工作和生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香港宋慶
齡金鑰匙培訓基金會日前聯同灣仔區議會
屬下文化及康體事務委員會，在香港大會
堂音樂廳舉辦「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0周年《大中華美麗校園、兩岸四地學
子才藝表演晚會》」。來自內地、香港、
澳門和台灣四地優秀的青年學子，攜手獻
上一台充滿活力的文化藝術表演，吸引逾
千名觀眾欣賞。
中聯辦港島工作部副部長陳旭斌，灣仔
區議會主席吳錦津、副主席周潔冰，灣仔
民政事務助理專員劉希瑜，康文署灣仔區
康樂事務經理林燕華，廣州市荔灣區政協
副主席麥韶光等出席晚會。
香港宋慶齡金鑰匙培訓基金會主席何淑

雲表示，《大中華美麗校園、兩岸四地學
子才藝表演晚會》這項活動已舉辦了23
年，目的是邀請內地、香港、澳門和台灣
四地優秀的學子同台表演，並各展所長。
她又說，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已逐漸

成為本港青年發展事業的好地方，希望港
澳青年能在大灣區寫下美好人生的一頁。
當晚，兩岸四地學子各展所長，獻上琴

藝、歌曲、舞蹈、武術、粵劇等各種精彩
表演，博得台下熱烈掌聲。

■霍啟剛（左
三）和陳積志
（右三）為實
習團同學頒
獎。
香港青聯學生
交流網絡供圖

■「未來之星．香港青少年天津交流團」結業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朱燁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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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之星的同學們登臨黃崖關長城。
香港文匯報記者朱燁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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