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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沙環政府綜合服務中心於2009年正式投入使
用，目前可提供26個政府部門共335項服務。

習近平來到服務大樓，在大廳結合展板聽取通過整合
行政服務資源，為市民提供「一站式」政務服務的情
況。在身份證明和社會保障服務專區，習近平察看相
關業務辦理流程，並同正在辦理業務的市民交談。在
24小時身份證明自助服務區，習近平觀看護照業務
等辦理演示，對通過信息科技手段實現社會治理精細
化和公共服務高效化的做法表示肯定。

感受到澳人生活不斷改善
正在辦理業務的市民們紛紛聚攏過來，習近平同

他們一一握手、互致問候。市民們對政府惠民措施十
分滿意，紛紛表達了感恩之情。習近平表示，特別行
政區政府為市民提供了很好的服務，體現了以民為本
的發展理念。在同大家的交流中，能夠感受到澳門同
胞生活不斷改善，感受到澳門回歸20年來發生的歷
史性變化。他祝願大家身體健康、生活幸福。
隨後，習近平來到濠江中學附屬英才學校。濠江

中學創建於1932年，是澳門學生人數最多的基礎教
育學校，現由校本部即中學部、附屬英才學校、小學
部和幼稚園部四個校部組成，建校以來始終堅持愛國
主義教育，培養了大量優秀愛國愛澳人才。今年「六
一」國際兒童節前夕，習近平給該校小學生回信，對
他們予以親切勉勵，在澳門社會引起熱烈反響。

肯定與內地合編教材做法
習近平來到學校圖書館，聽取澳門教育總體情況

和學校校史介紹，了解澳門回歸以來特別行政區和學
校的愛國主義教育工作情況。展台上擺放着《中國歷
史》《品德與公民》等教材，習近平拿起教材仔細翻
看。習近平表示，教材是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載體，
特別行政區政府同內地合編教材的做法值得充分肯
定。要鼓勵更多學校使用新教材，讓老師們把教材講
好、講活、深入人心。
習近平還觀看了學校科技創新作品的展示，聽取

學生介紹科創作品《長城的故事》和導盲杖、夜間智
慧泊車系統等，並與學生互動交流。
他說，同學們的作品很有創意，令人印象深刻。

希望學校不斷優化課程設置，探索開拓更有利於培養
科技創新人才的教育方式。
學校禮堂裡，濠江中學師生代表，澳門非高等教

育學校校長、歷史科研組長、德育主任正在觀摩以
「『一國兩制』與澳門」為題的中國歷史公開課。

觀摩中史課勉學生氣自華
習近平走進禮堂，全場起立，熱烈鼓掌。習近平

向大家揮手致意並就座觀摩。公開課結束後，在師生
們熱烈掌聲中，習近平走到學生中間即席發表重要講
話。他說，濠江中學是一所具有悠久愛國傳統的學
校。今年5月收到英才學校小朋友的來信，濃濃的家
國情懷、愛國主義精神躍然紙上，讓我很受感動。濠
江中學的光榮歷史也映照出了廣大澳門同胞始終秉持
的深厚愛國情懷。愛國主義為澳門貫徹落實「一國兩
制」打下了堅實的社會政治基礎，使「一國兩制」實
踐始終沿着正確的方向前進，結出繁榮昌盛發展的纍
纍碩果。
習近平表示，今天這堂課意義非凡、有的放矢，

抓住了歷史的要點和教育的要害。要打牢愛國主義的
基礎，就要了解歷史。作為一個中國人，一定要了解
我們民族的歷史。「腹有詩書氣自華。」14億中國

人民凝聚力這麼強，就是因為我們擁有博大精深的中
華文化、中華精神，這是我們文化自信的源泉。了解
我們5,000年延續不絕的歷史，就能自然形成強烈的
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了解鴉片戰爭以來的民族
屈辱史，才能理解中國人民對於民族偉大復興的強烈
願望。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我們每個人都為
新中國取得的輝煌成就感到自豪，更加堅定了對國家
發展道路的信心。澳門回歸祖國20年來發生了巨大
變化，可謂「天翻地覆慨而慷」，這讓澳門同胞更加
懂得「一國兩制」的根本在於「一國」，更加珍惜今
天的良好局面，增強開創美好未來的決心。

學生贈送「回信紀念專刊」
習近平指出，愛國主義教育茲事體大，希望特別

行政區政府教育部門和學校擔負起主體責任，在已有
基礎上再接再厲，把愛國主義教育工作做得更好。相
信澳門青年人必將成為有為的一代、值得驕傲的一
代，成長為澳門和國家的棟樑之才。
習近平講話結束後，全體師生報以熱烈的掌聲。
離開校園時，師生們圍攏過來，向習近平主席熱

情問好。學生們向習近平贈送了專門製作的《習近平
主席回信紀念專刊》，習近平祝同學們學習進步、健
康成長，並同大家揮手告別。
丁薛祥、王晨、張又俠、王毅、馬飈等參加活

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余韻）正在澳門視察的
國家主席習近平昨日在英才學校發表的重要講話
中指出，要打牢愛國主義的基礎，就要了解歷
史。歷史教育極為重要，有助讓年輕人了解中國
歷史、培養文化底蘊。香港教育界人士在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對此深有同感，期望香港特區教
育局、教界積極加強有關方面的工作。
教評會主席何漢權表示，要推廣中華文化、
讓學生了解國家，就必須以國史作為起點，深

化年輕一代的歷史知識及文化底蘊。他留意
到，香港學界往往忽視中史教育，民間習史氛
圍亦不濃厚，若要全面提升國史素養，就必須
從師資、民間做起，並圍繞「國學、國史、國
情」進行「落地」推廣。

何漢權：必須以國史為起點
他建議香港特區教育局增撥資源，讓中史科
教師有多點空間自我進修，學校內中史、中國

文學的開班政策亦要檢討，讓感興趣的學生亦
有機會選修。

張民炳：中史教材要全面
香港教育政策關注社主席張民炳表示，香港

目前的中史教育確有不足之處，或讓年輕人、
學生對國家有種「疏離感」，以致價值觀有所
偏差。
他認為，香港中史教育方式需要改進，教材

亦要客觀、全面，讓學生對國家有深刻且正面
的體驗，以加強他們對國家、對民族的認識，
讓他們感受到中華民族血濃於水的關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澳門報道）
在英才學校視察期間，國家主席習近平不但與
今年5月中寫信的小朋友親切互動，還觀看了
學生的STEAM學習作品和創新研發。其中，
由學生集體創作的萬里長城模型，及改善城
市、扶助弱勢的創新發明，包括夜泊車系統及
導盲杖，都吸引了習近平的目光。有學生表
示，習主席的鼓勵激勵了她要成為更好的人。
有學生則立志，將來希望成為科技型人才，為
國家獻力。
步入英才學校的圖書館，大家的目光很快就
被由十幾萬塊積木砌成的萬里長城模型所吸

引。英才學校校長尤端陽說，該校的STEAM
學習作品中，既有學生在藝術上的創造，也有
歷史意義。視察期間，習主席觀看了以十幾萬
塊積木砌成的萬里長城模型，還重點看了兩個
由學生着手的創新發明產品，一個是夜泊車的
系統，另一個則是導盲杖。
據校內師生描述，習主席當時看到該模型，
大讚好好、有創意，並駐足講述了當時的抗日
歷史。該校副校長陳虹說，模型由學生學習相
關歷史、做圖紙等，花了8個月的時間才砌
成。

創新發明得習主席肯定
在創新發明方面，濠江中學高三學生彭琳就
向習主席介紹了自己的項目「導盲杖」。她
說，導盲杖借助智慧燈柱編號的唯一性去定
位，只要將訊號的發收盒安裝在燈柱，導盲杖
就可接收信息，視障人士可憑導盲杖的震動提
示和語音了解到自己所處位置，及斑馬線等重
要信息。導盲杖若掉在地上，更會發聲響讓視
障人士更易於拾回，夜間更會亮燈，讓駕駛者
更易注意到他們。
彭琳說，習主席對他們的發明表示肯定，認
為可真正為視障人士帶來幫助，她們也感到很
高興，希望有關作品可以有朝一日真正幫到視

障人士。習主席的評價鼓舞了她去構思更多創
新點子，也激勵了她要成為更好的人。
針對澳門泊車位置緊缺，英才學校學生李悠
然、楊善珩、林穎妍共同創造「泊夜車」，改
善澳門泊車的問題。高一學生楊善珩指，她們
想到運用夜間道路的空間，將LED燈槽安置
在道路，在白天不亮燈時車輛可正常地經過，
而晚上亮燈時就能讓市民在有關道路泊車，將
夜間道路最大利用化。

習主席勉勵學好歷史
習主席離開英才學校時，與五六十個歡送他
的學生逐一握手。有份握手的高一學生熊穎盈
說，親眼看到習主席感到很激動，也很緊張，
但看到習主席和藹和慈祥，並向大家講了15
分鐘的勉勵說話後，自己也漸漸放鬆下來。
她說，今日見到習主席有很大感受，習主席

勉勵大家要努力學習，傳承好愛國愛澳的精
神，也叫他們要學好歷史，包括國家的屈辱
史，「因為大家要知道國家經歷過的磨難，才
可以更好地發展國家。」
熊穎盈表示，今次習主席來視察澳門，更啟
發她要到內地交流。她說，將來希望可以成為
科技型人才，並到北京升學，因為那裡既是首
都，亦有深厚文化底蘊。

小筆友：和習爺爺握手 全身溫暖
 &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19日

上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澳門特別行政

區行政長官崔世安陪同下，來到位於澳

門黑沙環的政府綜合服務中心和濠江中

學附屬英才學校，同澳門市民和師生親

切交流。

港教界盼積極加強中史教育

今年5月中，英才學校的小學生們給國家主席
習近平寫信，習主席於同月31日回信。習近平
昨日特地到英才學校視察，並與今年5月中寫信
的小朋友親切互動。有份寫信給習主席的4名學
生，昨日終於親身感受到「習爺爺」的溫暖。

他們表示，會將習爺爺的教誨銘記在心，學好中國歷史、好好
學習、努力向上、健康成長。

佳樑：銘記「學好中史」
負責在給習主席的信中寫封面毛筆字的中一學生劉佳樑表
示，他以為習主席很嚴肅，但見面後發現對方和藹可親。他又
說，由於緊張，自己的手變得比較冷，但當他握到習爺爺手的
時候，「我感到習爺爺的溫暖瞬間傳遞到我的全身，原來習爺
爺是個非常和藹可親的一個人。」
他驕傲地挺直身板說：「我這幾天一直在夢中想着習爺爺，

今天（指昨天）終於親眼見到，那心情是無法用言語來表達，
只能說是特別開心和自豪。」
特別喜歡中國歷史的劉佳樑說，每當他讀到歷史書，就會在
歷史的長河裡面遨遊，「我覺得讀中國歷史可以感受到中國上
下五千年強烈的文化底蘊。」每次他看到國旗在天空上飄揚，
就會感覺到「這是我的祖國」。他會將習爺爺的教誨「學好中
國歷史、好好學習、努力向上、健康成長」銘記在心。
劉佳樑希望祖國和澳門一起邁向更美好的未來，變得更加繁
榮昌盛。因此，他把想對習爺爺說的千言萬語，匯成一句「習
爺爺，我愛您！」

彥茜：不忘「振興中華」
有份寫信的小學五年級學生喻彥茜表示，今天見到習爺爺，
感到特別的激動和興奮，因為平常只有在報紙新聞上才會有機
會見到習爺爺，看到他每天要處理很多國家大事，給她的印象
是非常偉大的。
是次見面，她特別謝謝習爺爺在百忙中抽空回信，「習爺爺
說看到我們的信感到非常感動，還擁抱了我一下。」 她印象
最深刻的是習爺爺對她說，要學習好中國歷史，長大後為建設
澳門和振興中華作貢獻。

昊朗：希望為您導遊
負責在信中畫畫的五年級學生區昊朗，將所有開心和激動都

寫在臉上，「我沒想過習爺爺會親身來學校視察，還和我握
手，這是很難得的事情，很少人會像我們那麼幸運。」
「習爺爺見到我們寫的信，對我說他很感動，叫我們一定要

努力讀書，因為現在很少青年會像我們那樣寫的東西那麼感
動。」他自豪地說。
被問想和習爺爺說什麼，區昊朗害羞地說：「如果習爺爺再

來澳門，我希望能成為您的小導遊，帶您到澳門周圍逛。」

語涵：希望常來澳門
在信中負責寫「解放軍叔叔來澳門幫助市民」的六年級學生

鄭語涵，感覺習爺爺是一個和藹可親的人，「因為他是國家主

席，卻仍然親切地對小學生。」
她說，習爺爺鼓勵他們要把愛國愛澳的精神傳承好，然後學

習中國歷史，多去內地的大好河山看看，而她本人也特別喜歡
中國歷史，「往往一個人物就能改變整個歷史，我感覺特別神
奇。」
她提到，學校有《品德與公民》一課，她在課程中學習到

「一國兩制」是一個國家兩個制度，讓澳門在回歸後能享有更
多的福利，所有澳門市民活得更好。她個人覺得「一國兩制」
在澳門實現得不錯，讓澳門擁有和平及美好的環境。最後，她
感謝習爺爺把澳門治理得那麼好，這麼關心澳門市民和小學
生，希望習爺爺能常來澳門。
在習主席給4名學生回信後，該校製作了一本紀念冊，記錄

了校董會、家教會、校友會等的分享，學生們昨日將紀念冊送
給了習主席。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家好 澳門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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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科作品吸睛 學生立志獻國

■習近平拿起《中國歷史》教材細看。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攝

■習近平在校內觀看了以十幾萬槐積木砌成
的萬里長城模型。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攝

■■習近平向大家揮手致意後習近平向大家揮手致意後，，就座觀摩中就座觀摩中
國歷史公開課國歷史公開課。。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攝攝

■■正在辦理業務的市民們紛紛聚攏過來正在辦理業務的市民們紛紛聚攏過來，，
習近平同他們一一握手習近平同他們一一握手、、互致問候互致問候，，並交並交
流起來流起來。。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攝攝

■■公開課結束後公開課結束後，，習近平走到學生中間即席習近平走到學生中間即席
發表重要講話發表重要講話。。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攝攝

■4名寫信給
習主席的學生
（左起：劉佳
樑、鄭語涵、
喻彥茜、區昊
朗），對習主
席來校皆表示
非常興奮和榮
幸。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位於氹仔的濠江中
學附屬

英才學校是一所包
括幼稚園

至高中共15年教育
的「一條

龍」學校，於201
0年創辦，

旨在配合澳門特區
的需求，

培養具國際視野的
優秀人才。英才學

校最為

人津津樂道的一件
事，是該校的小學

生在今

年5月中曾給國家
主席習近平寫信，

習主席

同月31日回信予這
些小朋友，形容他

們是

祖國的花朵、澳門
的未來，希望他們

長大後

為建設澳門、振興
中華多作貢獻。這

封信也

被視為英才學校小
朋友在六一兒童節

收到的

最大祝福。
今年5月14日，英

才學校的小學生以
手繪

信封，承載着自己
手寫的兩頁信紙寄

給習主

席。該封信中，小
朋友說自己想藉兒

童節將

至，給習爺爺寫信
，說說心裡話。

寄信：回歸後大改善

他們提到濠江中學
的老校長杜嵐曾在

新中

國成立時，冒着生
命危險帶領全校師

生在校

內升起第一面五星
紅旗，有關故事至

今仍影

響着學生；他們也
談到自己對「祖國

母親」

的理解，指颱風「
天鴿」襲澳時，解

放軍駐

澳部隊在習主席的
親自關心下出動，

讓澳門

迅速地恢復了整潔
和秩序，他們感受

到在遇

到困難時，祖國媽
媽會張開懷抱關懷

呵護他

們，是他們的堅強
依靠。

小學生們又說，澳
門回歸祖國前，學

校設

施簡陋、學費要自
己交；現時不僅不

用學

費、還有文具補貼
，以及不同的藝術

活動。

他們說自己會努力
學習，冀長大後把

祖國和

澳門建設得更好。

他們又在信中期望
習主席在澳門回歸

祖國

20年時再到澳門，
更請纓要擔任小導

遊，帶

習主席感受澳門變
化。是次習主席視

察該

校，可謂是圓了小
朋友一大願望。

回信：懂道理很欣慰

習主席同月31日回
信英才學校小朋友

，

讚揚他們的彩筆畫
很好，說話真誠，

「充分

體現了小朋友們的
美好心靈。」

習主席並說，澳門
回歸祖國20年來，

發

展日新月異，澳門
同胞工作生活越來

越好，

「祖國是澳門的堅
強依靠，你們從小

就懂得

這個道理，我十分
欣慰。」

習主席稱讚他們是祖
國的花朵，是澳門的

未

來，「希望同學們不
辜負杜嵐老校長的期

望，傳

承好愛國愛澳優良傳
統，珍惜時光，刻苦

學習，

健康成長，長大後為
建設澳門、振興中華

多作貢

獻。」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澳門報道

小學生習主席書信往來成佳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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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澳門報道）國家主席習近平昨日
在英才學校期間，觀摩了該校以「『一國兩制』與澳門」為題的
中國歷史公開課，並在其後發表重要講話時表示，要打牢愛國主
義的基礎，就要了解歷史。澳門特區教青局局長老柏生表示，特
區政府未來會貫徹習主席的指示，尤其做好歷史教育，深化教師
培訓，及歷史教學活動的深化和廣泛化等。

贈書樂器 澳門教育獲肯定
習近平在向英才學校贈送了文淵閣四庫全書一套、點校本二十

四史一套、中國歷代碑刻書法全集一套及管弦樂器一套後，就到
禮堂觀摩以「『一國兩制』與澳門」為題的中國歷史公開課，其
後發表了重要講話。
老柏生介紹，該節課是歷史科裡的一個篇章，為「『一國兩

制』與澳門」，介紹澳門在回歸祖國後，在經濟、文化及教育等
方面有什麼發展，又形容習主席是次視察有很大意義，代表他對
澳門教育的重視和肯定。
他指出，澳門教育在回歸祖國20年後確有長足的進步，國家其

間亦給予了澳門很多支援，包括優秀的內師計劃，對教學和教研
都有提升。特區政府未來會貫徹習主席的指示，尤其做好歷史教
育，深化教師培訓，及歷史教學活動的深化和廣泛化等。

翻看老校長紀念冊
英才學校校長尤端陽則向傳媒介紹，習主席在校內看了澳門特

區教育暨青年局的教材展覽，還有澳門濠江中學的書籍。其間，
習主席翻開了該校在澳門濠江中學老校長杜嵐逝世一周年時製作
的紀念冊，「他翻看了很久，還詢問了當中的情況。」
杜嵐1914年生於陝北，少女時代已活躍於反帝反封建的行列。後

積極參加抗戰團體，在戰爭的烽火中鍛煉成長，被稱為「陝北最勇
敢的女孩」。1936年，年僅22歲的杜嵐隻身到濠江任教，1947年
起肩負起濠江中學校長的重任。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杜嵐
帶領師生在學校升起澳門學界的第一面五星紅旗，從此學校的教育
事業隨着祖國的強大而不斷發展，學校亦全面實行愛國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