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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星期的行程，每天都過得很充實，我們不但學習了新知
識，也欣賞到賞心悅目的風采，特別是參觀天安門國旗護衛隊和
解放軍三軍儀仗隊，記憶最為深刻。

一下車，懶散的我們立即和站得筆直的軍人們形成對比。我們一
個個撐傘、戴帽子、吹風扇，而軍人們始終挺直腰桿，風吹
不動，十幾個人的隊伍已經給人一種威懾力。在他們身上我重新定
義了國旗的意義。以前我看到別人踐踏國旗也會憤怒，以後我更不
會容忍有人隨意將國旗拿來開玩笑。這裡有一批將國旗捧在掌心的
軍人，將升旗和降旗視為一種光榮使命；儘管儀式那麼簡單，但意
義深遠，我們每個人都應該尊重國旗和國歌。
這次傳媒交流團的主題是「互聯網+」，我們也去了解了內地傳媒發

展及科技對傳媒的影響。其中《中國青年報》首席記者劉暢的分享對讀
傳媒的同學有很大幫助，而他的剛正不阿，對自己職業身份的承擔，

亦深深感染着我。 ■明愛專上學院鄭素綠（北京傳媒班）

雖然只有一河之隔，但深
圳的生活與香港還是大有不
同。最令人驚艷的莫過於內
地獨特的移動支付，與餐
飲、出行、娛樂、購物等高
度融合，為消費者和商戶提
供了非凡便利。很多時一下

班，在回宿舍的路上我使用手機查找下單想
吃的美食，等到房間時，香噴噴的外賣已經
送到門口了。
在深圳，服務業人員的親切感也讓我很

有感觸，外賣小哥、酒店清理房間的阿姨
或是店裡的年輕服務生，大家都微笑待
人，讓人有回到家的感覺，希望深圳在構
建文明城市上可再接再厲，繼續提升自己
的城市形象。
近期香港出現了一些社會問題，在網絡上

香港與內地矛盾也逐漸激化，歸根結底還是
因為兩地欠缺更有效率的溝通途徑，引發了
許多誤解。作為國家未來的希望，香港青年
可以多考慮到大灣區及「一帶一路」沿線進
行探索考察，而兩地政府也應該以政策支援
鼓勵青年跨區域發展，通過青年個人前途的
實現去修築國家富強之路，以此達至共贏局
面。 ■香港大學蔡思浩（深圳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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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候，捷克、
波蘭、羅馬尼亞對
我來說都是些遙不
可及的地方，沒想
到國家的「一帶一
路」倡議不僅打通
了各國的合作大
門，也讓我透過未
來之星的交流計劃
獲得了深入探索這
些神秘國度的機
會。
交流團的首站是

捷克規模最大、歷史最悠久的查理大學。「捷克—中國
中心」主任米洛什．巴拉班指出，查理大學秉承了創辦
人遠大的目光，在2018年開設了「一帶一路」專題課
程，意在培養一批能在中捷舞台上大展拳腳的國際化人
才，還希望我們參加明年的暑期交流生計劃。
當晚，我們到中國駐捷克大使館與駐當地大使和學生

見面，為了展示我國「剛柔並重」、「君子和而不同」等哲
學理念，我和組員們特意選擇了先以長拳演示國粹，後
以「抱拳禮」的簡單教學闡釋中國「待人以禮」的外交文
化。除了文化交流以外，我和當地教授同學還交換了對
「16+1」、5G、人工智能等方面的見解，真是獲益良
多。 ■香港城市大學何嘉凝（中東歐國際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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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實習
機構是一個
政府主辦單
位，務實扶
持創新創業
的 孵 化 項
目。我當時
負責統籌對
接其他縣域
的 孵 化 公
司，為他們
設計產品展
示窗口，從

中發現不少孵化項目都側重於文旅發展，把他們推廣的農業文
化、飲食文化、藝術文化和傳統文化匯合起來，就能拼湊出一個
原原本本的四川，而且還附帶許多地域風味和人文特色。
我頓時明白到，「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氣魄，就是在於匯

聚各地的有能之士，讓他們共同出一分力，建造更優質的社會和
更好的我們。那讓我不禁開始思考，或許香港也可以循這些腳
步，找到自己的創新出路。

而在內地職場文化中我也得到啟發。以往於香港實習，上司都
會經電郵發放工作細項和完成日期，但是在這裡，多半都只在會
議中提出工作概要。由於沒有太多任務框架，讓我可以有更多個
人發揮，有助於職場上創新嘗試。

■香港科技大學張栲蓓（成都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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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前，天津對我來說是陌生的、平平無奇的一個城市。起初我參加
這個交流團只是因為想離開香港，走出自己的家，但行程之前大會領導
特別提到，我們不單是出外旅遊，而是「回家」。想到香港回歸祖國以
來落實「一國兩制」，代入此行「回家」的感覺，是多麼的親切！
如此豐富的行程，富有學習意義和濃厚的祖國情懷，讓我們藉親身

體驗更進一步認識祖國，也是一個好機會與社會不同的人士交流，分
享經歷。我想把世界上最美麗的形容詞都用於這次天津交流團，因為
我真的覺得很好、很開心、很榮幸。唯一惋惜的是，我們不能永遠待
在一起，好喜歡這個團的每一個人，60幾個人都很不捨得。
謝謝未來之星同學會給我這一次非常難忘的旅程，讓我愛上了天津，

愛上了旅程中認識的每一位，也非常的想念你們。天下無不散之筵席，
希望大家在世界不同的地方，每一天都過得快快樂樂、健健康康，成為
天空中最耀眼的未來之星！ ■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鄧月儀（天津團）

此次在東方證
券資本投資公司
實習，讓我了解
到如何進行投資
分析及決定，包
括撰寫行業報告
及公司分析，而
在公司會議中不
單令我了解部分
常見行業的風
險，也能接觸到
一些在香港不能
找到的行業例如

軍工行業等。
除了工作外，是次實習也令我體驗到內地企業文化及上班生活：每

日乘坐擠滿人的地鐵上班、使用飯卡到公司飯堂吃飯及參加公司培訓
等種種經歷，有助我在不久將來投身社會。

在一個月的實習期，我亦到訪了朱家角鎮、外灘及八號橋創意園區
等上海名勝，其中118層高的上海中心大廈觀景台傲視着整個黃浦江兩
岸，既展現了上海現代化城市的一面，也代表了中華民族從近代內憂
外患之中復興，讓我別有一番滋味。

實習生活雖不長，但仍讓我大開眼界，旅程中我看到內地的現代化
一面，亦見到內地不足的地方。了解更多的事實真相，才能給予客觀
及公允的評價，往後我希望能繼續多到內地走走看看。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李浩賢（上海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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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之星－2019暑期交流團、實習團
總分享會」於日前舉行，為整個活

動畫下了完美句號。姜亞兵，謝凌潔貞，中
聯辦宣傳文體部副部長張國義、青年工作部
副部長張志華，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秋北、
蔡毅，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陳清霞、龍子明，
莊紫祥慈善基金會董事長莊紫祥等出席分享
會並主禮。部分社團、企業代表、學校負責
人等亦有出席，與學生共享喜悅。
在剛過去的暑假，未來之星共舉辦了9個
交流及實習團，近400名學生分別前往北
京、上海、成都、杭州、天津、深圳等內地

城市，亦有部分學生遠赴中東歐的捷克、波
蘭及羅馬尼亞交流，不僅認識國情，更親身
了解「一帶一路」帶給沿線國家的機遇。

學生感受祖國發展機遇
姜亞兵致辭時表示，未來之星同學會成立

14年來，先後帶領6,000多名香港青少年赴
內地交流，作為一個公益性組織，始終得到
國家有關部門、特區政府、中聯辦和社會有
識之士的大力支持。
他提到，今年是國慶70周年，這些年來

國家取得的巨大成就有目共睹，強調國家的

前途命運與香港的繁榮穩定，與學生個人發
展息息相關。

令對內地不實報道不攻自破
他表示，在今年香港複雜的形勢下，學生

主動參與實習及交流活動，十分難能可貴，
讚賞他們作出了非常有意義的正確選擇。他
得知學生感受到國家強大、祖國發展規劃帶
給他們巨大機遇，真實的反饋讓不負責任的
媒體對內地的不實報道不攻自破。
他又說，香港不僅是700萬同胞的香港，

更是14億人民的香港，強調「一國兩制」

底線不容觸碰，必須反對任何形式的非法暴
力。

社會不斷變遷 學生應自我增值
謝凌潔貞致辭時則表示，未來之星同學會

成立以來，積極推動香港青年參與活動，讓
他們了解國家在經濟、科技及文化等方面的
發展，培養對國家有抱負、有承擔的年輕
人。她提到，未來之星活動提供的實習、交
流經驗珍貴，當中不少實習職位更讓許多內
地學生艷羨，希望港生好好珍惜。
她表示，社會正不斷變遷，意味着學生需

要不斷學習、自我增值，否則只是「不進則
退」，讓機會白白流失。她續指，民政事務
局非常樂意擔任年輕人和政府間的橋樑，希
望增加雙方溝通機會。
在分享會上，大會邀請各團的學生代表，

分享旅程所見所聞，並播放由學生剪輯的影
片，向一眾嘉賓展示愉快的旅途。其後主禮
嘉賓向學生頒發不同獎項，其中包括「優秀
感言獎」、「優秀攝影獎」、「創意短片
獎」、「積極參與小組獎」、「優秀組長
獎」及「優秀出團幹事獎」，為本年度「未
來之星」系列活動畫上完美句號。

香港大公文匯

傳媒集團及未來

之星同學會今年

暑假舉辦了9個交流團和實習團，帶領

近400名香港大學生及中學生到內地多

個城市以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行

深度交流。大會日前舉行結業禮總分享

會，一眾學生互相交流心得、體會。香

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董事、未來之星同

學會主席姜亞兵致辭時表示，學生在香

港形勢複雜的情況下仍積極參與交流、

實習活動，十分難能可貴，希望他們能

夠把握國家發展的機遇，好好裝備自

己。特區政府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長謝

凌潔貞則表示，生活在瞬息萬變的社

會，意味着不進則退，勉勵學生要不斷

學習、把握機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余韻

內地與香港關係日益緊密，不少港青北望神
州，希望尋找更廣闊的事業發展機會，今年暑假
的未來之星實習計劃遍及上海、成都、杭州及深
圳等城市，讓香港青年進行工作體驗探索。在總
分享會上，多名大學生都指從實習之中獲益良
多，既可了解內地不同行業實況以及企業文化，亦
能加強人際網絡，大大豐富個人職場經驗。
嶺南大學市場學三年級生黃宇晉於北京銀行

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實習，其間擔任公司客
戶經理助理。他表示，實習時自己有機會實際
參與包括草擬文件合同、核對客戶資產明細等
工作，讓他對內地銀行業有更深入的了解，其
間他更曾跟隨機構領導出差，接觸的工作及人
脈更加廣泛，使他的經驗不僅僅局限在一所公
司裡面，深刻體會到內地發展的機會甚多。
在上海實習短短一個月內，黃宇晉亦體驗到

內地社會各方面發展迅速。他舉例，內地的電
子支付盛行，一機在手，外賣就能送到，讓人

們生活更便利。為了和組員一起深入了解上海
的生活，身為組長的黃宇晉更在自由活動時間
自發安排參觀活動，維繫組內和諧關係，故他
在結業禮上亦獲得「優秀組長」獎項。
就讀嶺大文化研究二年級的倫偉仁，則獲安

排於成都澳斯特教育實習，體驗當地教育培訓
行業狀況。擔任市場助理的他嘗試了不同工
作，例如派發傳單、處理文件等。在工作上，
他學會與同事間相處的技巧，「內地與香港的
文化不一樣，有什麼不明白的要即時提問。」
這過程讓他吸取了不少職場經驗。
倫偉仁提到，印象最深的還是走進

教室嘗試擔任教師，與學生建
立起亦師亦友的關係，
「學生除了會主動請我喝
奶茶，我們在課後甚至
會聯機打遊戲！」
■香港文匯報記者余韻

北望神州覓機會 港青吸職場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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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發展一日千里，未來之星今年除了
舉辦主題團前往北京、天津、成都等重要
城市外，亦帶領港生到中東歐三國交流，
實地了解「一帶一路」倡議帶來的機遇。
有學生對交流團中的國情講座印象深刻，
認為可增進國家發展及制度的認知，釐清
以往接收的片面偏頗資訊，了解國家真實
的一面。
應屆文憑試考生、就讀福建中學的藍菀茜

參加北京的「國情教育課程班」，她分享
說，除了隨團參觀長城、圓明園等景點，還
在清華大學內聆聽了五個「國情專題講
座」，包括由內地傑出學者講解「一國兩
制」與香港基本法等內容，從中得益甚多。
藍菀茜形容「在某種程度來說，香港是

個溫室」，坦言自己過往從未有深入思索
內地與香港的法治關係，而香港課程雖有
提及相關內容，但始終流於片面，此次講
座啟發了她更全面了解有關議題。她特別
欣賞教授講課認真，講解詳細，「教授們
回答團友提問時，不假思索就可以給出答
案，讓我非常佩服！」
同樣參加國情班的理工大學護理系學生

謝詠琳表示，首都之旅增加了她對國家的
全面認識，擺脫了過往因負面新聞而產生
的成見。她舉例，無論是街上小販，還是
老一輩均使用電子支付系統，相信世界上
只有中國才能將電子支付普及到「一人一
碼」的程度，彷彿置身於智能城市。
謝詠琳又說，國情班的講座也深化了自

己對內地司法的了解，「教授通過實例推
翻網上的訛傳，證明了內地的司法制度正
逐步完善。」她自此亦學會更認真查證不
同的二手資料，以防以訛傳訛，受偏頗資
訊誤導。 ■香港文匯報記者余韻

■■團友翻閱團友翻閱
場刊場刊，，回味回味
愉快旅程愉快旅程。。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記者 攝攝

■鄧月儀
在指導下
學習京劇
動作。■■張栲蓓張栲蓓((右右))

■■「「星動杭州星動杭州」」
的實習生們前往的實習生們前往
近代篆刻大師吳近代篆刻大師吳
昌碩的故鄉—湖昌碩的故鄉—湖
州安吉州安吉，，親身體親身體
驗扇面畫製作驗扇面畫製作。。

未來之星暑期辦9交流團實習團 400港生北上內地及「一帶一路」沿線

■■「「成都團成都團」」同學與奧林同學與奧林
匹克學校同學切磋武藝匹克學校同學切磋武藝。。

■■「「星動上海星動上海」」的的
同學在下班後同學在下班後，，參參
加公司的爵士舞蹈加公司的爵士舞蹈
班班。。

■■「「成都團成都團」」同學同學
首次與空軍面對面首次與空軍面對面
對談對談，，都把握機都把握機
會會，，踴躍向接待人踴躍向接待人
員提問員提問，，了解國家了解國家
空軍的發展現狀空軍的發展現狀。。

■在羅馬尼亞議會宮前打
太極，同學們致力於將中
華文化傳播至全世界。

■■學生在台上分享學生在台上分享
所見所聞所見所聞。。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李浩賢體驗內地企業文化李浩賢體驗內地企業文化。。

■■鄭素綠鄭素綠
與軍人合與軍人合
照照。。

■■何嘉凝何嘉凝

■■蔡思浩蔡思浩

■■未來之星同學會日前舉行結業禮總分享會未來之星同學會日前舉行結業禮總分享會，，一眾一眾
學生互相交流心得學生互相交流心得、、體會體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