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生：登長城成為更好的人
感受古人保家衛國精神 星上京學國情滿載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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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悉，今次活動獲得香港特區政府資
助，同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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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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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訪國旗護衛隊 感受軍隊英姿
除理論學習外，港生此行還參加了豐
富多彩的實地探訪活動，具體包括：走
進天安門國旗護衛隊、解放軍三軍儀仗
隊、抗日戰爭紀念館、「七七事變」爆
發地盧溝橋等，感受中華民族不屈不撓
的奮鬥史及中國軍隊的勃發英姿；遊覽
長城、故宮、國家博物館、圓明園等
地，感受悠悠中華文明史。

更清晰識基本法除疑惑
香島中學學生周越表示，清華大學國
家治理研究院院長、清華大學港澳研究

中心主任王振民教授為同學們詳解「一
國兩制」與香港基本法，使大家對「一
國兩制」與基本法有了更清晰的認識，
更是掃除了心中的很多疑惑，同學們還
與王教授探討現時香港遇到的問題。
周越說，如今是網絡媒體盛行的時

代，信息的傳播更加輕易快速，作為香
港年輕一代更要學會獨立思考，從真真
假假中保持清醒的頭腦，拿事實說話，
避免被流言誤導。
樹仁大學畢業生朱希朗通過朋友介紹參

加今次國情班，希望深入了解祖國的國情
以及內地人的想法。行程中他印象最深的
就是參訪三軍儀仗隊和天安門國旗護衛隊，
「軍人對升國旗的標準非常嚴謹、要求非
常高，顯示出他們對國家的尊重及敬意。
儀仗隊員代表整個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形
象，所以他們的訓練異常刻苦，令人敬佩。
我在觀看他們的步操時，為自己中國人的
身份深感驕傲。」

知曉祖國過去 更懂未來發展

香島中學學生張在熙表示，通過這數
天的學習，她不僅知曉了國家過去的情
況，對國家未來的發展趨勢也有了進一
步了解。登上長城的經歷更是令其印象
深刻，她說：「長城代表古人保家衛
國的責任與信念。
我們可以學習他們的堅持不懈和保家衛

國的精神，運用在日後的學習、處事態度
上，想必會令我們成為更好的人。」
據悉，未來之星同學會自2005年成立至

今，總計帶領超過6,000名香港學生到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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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未來之星同學

會主辦，清華大學承辦的2019「未來之星．

中國國情教育課程班」8月11日至18日在北

京舉行。在8天行程中，來自香港大學、中文大學、香島中學、福建中

學等十多所學校的超過50名港生，參訪了國務院新聞辦、中國人民解

放軍三軍儀仗隊、天安門國旗護衛隊以及故宮、長城、國家博物館等

地，並聆聽多場國情專題講座。同學均表示，本次學習旅程滿載而歸，

不僅感受到北京的歷史文化魅力，更提升了對祖國政治、經濟、文化、

社會發展等各方面的認識，增強了民族自豪感。

■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鑫嫻

實習記者韓昕媛、謝文博 北京報道

未來之星國情班的同學們
在8天行程內，有機會到訪天
安門國旗護衛隊和解放軍陸
海空三軍儀仗隊，欣賞國旗
班和儀仗隊的高規格演練，

近距離體會他們的嚴格訓練，感受中國軍
人的英姿。
他們對軍人的威武風采讚歎不已，為國
家有這樣的威武之師感到驕傲。
在參觀完天安門國旗護衛隊，並現場親
睹五星紅旗飄揚的瞬間，香港理工大學學生
楊沛航表示大開眼界。他認為，國旗代表
全國人民團結一致的精神，解放軍是國家的
棟樑及堅強後盾，他們的自律性令人敬佩。
在三軍儀仗隊駐地，身穿陸海空三軍禮

服的儀仗男女隊員伴隨檢閱進行曲，威武
地行經學員們面前，引來一陣讚歎。同學們
不約而同地拿起手機、相機留下這一精彩瞬
間。
隨後，港生們參觀了儀仗隊隊史館，其
中收藏1949年後三軍儀仗隊所獲得的各
項榮譽，並記錄了珍貴歷史瞬間的舊照片。
有港生還興奮地發現了1997年香港回歸祖
國時，負責升國旗的儀仗隊隊員的佩刀。

港生：軍人意志值得敬佩
香島中學學生譚慧欣說，非常敬佩軍人
的意志力，感受到他們為了祖國的付出與愛
國情懷。
她要向這些具有鋼鐵般意志的人學習，
無論遇到什麼困難，都要以軍人一般的意志
力去堅持完成。

■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
實習記者 韓昕媛、謝文博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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睹軍人威武風采 以威武之師為傲

◀ 2019「未來
之星．中國國情
教育課程班」在
清華大學舉行結
業典禮。
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 攝

▲港生參觀天安
門國旗護衛隊。
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江鑫嫻 實習記者
韓昕媛、謝文博 北京報道）在京期間，
同學們還獲安排走進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現場聆聽國新辦新聞發佈會，並與國新辦
新聞局新聞發佈處處長壽小麗面對面交
流，認識國新辦的職能及新聞發佈會的運
作流程。
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壽小麗向大家介

紹了國新辦新聞發佈廳的功能。
同時，面對同學們提出的「發佈會直播
中遇到的問題、挑戰有哪些？都有哪些應
急預案？」「國內外的新聞記者都分別是

怎樣獲得記者證件的？」等問題，她也一
一詳盡回答。
香港城市大學學生蔡永浩表示，在國新
辦他看到了工作人員一絲不苟，對每樣小
事都很認真細心處理，讓新聞發佈會能順
利舉行。同時，同學們還能學習新聞官們
的臨時應變技巧。

港生：感與祖國站在一起
香島中學學生陳鴻鈴眼中，國務院新聞

辦公室是一個莊嚴而神聖的地方，在那
裡，她感到自己是和祖國站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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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國新辦 面對面交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江鑫嫻 實習記者
韓昕媛、謝文博 北京報道）一眾「未來
之星」在8天學習期內，不僅學到許多國
情知識，還登上長城，參觀故宮和國家
博物館。豐富多彩的活動，讓學生看到
生機勃勃的北京，深入領略了京城風土
人情和中華文化魅力。
福建中學學生洪嘉蕾在國家博物館看
到了開國大典使用過的五星紅旗。
她說：「五星紅旗的紅就是先輩們為
了開國所流的鮮血，中國的每一個進步
都飽含先輩們的血汗。在這裡，我們

還看到許許多多的中國夢一步步得以實
現。作為新一代青年，我們將不負祖國
的期望，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
奮鬥。」
有道「不到長城非好漢」，在學習之
餘，同學們還登上了他們期待已久的萬
里長城。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的鍾淑
怡表示，萬里長城比她想像中的更加雄
偉壯觀，是中華民族文化和智慧的結
晶，更是中華民族不屈不撓精神的象
徵。「我愛長城，更愛孕育這古老長城
的偉大祖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江鑫嫻 實習
記者韓昕媛、謝文博 北京報道）未
來之星同學們日前參觀了中國抗日戰
爭紀念館及圓明園遺址。
參觀結束後，不少同學表示，身為

中國人，看到圓明園的殘垣斷壁，及
抗戰館內那些觸目驚心的圖文，深刻
體會到和平真的來之不易，未來定當
以史為鑒，努力學習報效祖國。
城市大學學生方富申表示，從拆毀

到修復，圓明園紀念民族的傷痛。
香島中學學生張在熙亦稱，圓明園

瘡痍過後留下的殘垣斷壁，更令其明
白國家強大的重要性。
就讀城市大學專上學院的何雨桐

表示，撫今追昔、緬懷歷史，大家
藉此認識到「落後就要挨打」這樣
一個真理，這是無數中國人民和革
命先烈用他們的鮮血所印證的真理
和教訓。
作為新時代的青年，應該不斷完善

自我、積累知識、鍛煉能力，以嚴謹
活潑的態度、海納百川的胸懷，去迎
接時代的挑戰和開闢美好的未來。

■同學們爭相與三軍儀仗隊隊員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鑫嫻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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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生代表向王振民教授致送未來之星
紀念衫。 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鑫嫻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江鑫嫻 實習
記者韓昕媛、謝文博 北京報道）8
月16日下午，北京天氣依然炎熱，
然而坐在清華大學教室裡的香港學
子們卻精神抖擻，聚精會神地上了
一堂以「一國兩制」與香港基本法
為主題的課程，授課者是曾任香港
中聯辦法律部部長的清華大學國家
治理研究院院長、清華大學港澳研
究中心主任王振民教授，貼地的課
程內容與授課者的身份都讓香港學
子們興致十足。
王振民為港生們詳解了「一國兩

制」的提出背景和作用、「一國」
與「兩制」的關係、基本法的性質
特點等，增進了大家對制度的理
解。整個課程中，港生們或凝神靜
思，或走筆速記，表現得一絲不
苟。

「一國兩制」若不穩 毀港根基
在提問環節，同學們向王振民表

達了對近日香港《逃犯條例》風波
的疑問，獲得其細心解答，王振民
並提到，現階段所有問題都可以採
取和平方式進行討論。關鍵在於每
個人都要用自己的行動，來保證
「一國兩制」的平穩運行，如果目
前的情況持續不斷，會毀掉香港的
根基。
就讀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的鍾

淑怡表示，最近香港確實比較亂，
但其實很多人並不了解究竟發生了
什麼，認為王振民的講解消除了很
多誤解。香港理工大學學生梁思穎
說，「我希望能在香港聽到類似的
講座。由權威專家出面為香港普通
市民答疑解惑，從而減輕誤解。我

有熱愛祖國的立場，不希望被誤
解。我和很多同學都非常願意到內
地交流。」
此外，國情班還為港生們安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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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授課者
均為知名專家。
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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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講
「『一帶一路』建設、粵港澳大灣
區規劃與香港發展前景」，詳釋
「一帶一路」倡議體現的新一輪改
革開放頂層設計思維、當中香港的
角色與作用，以及推動粵港澳大灣
區經濟一體化的戰略意義。
國防大學教授孫旭的「中國夢、

強國夢」主題講座也受到港生的關
注，當科技大學學生曾柏皓問到
「美國不斷提出中國威脅論，中國
如何應對」，孫旭回應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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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