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3 中國 責任編輯：潘靖怡 呂文光 美術編輯：劉子康 2016年9月7日 星期三

港生點讚國新辦發言人

此次遊學活動中，港生不僅體驗了
清華大學、國防大學的名師授課，還實
地參訪了國務院新聞辦、解放軍軍營、
什剎海體校等地，切身感受內地的風土
人情和國家發展變化。結業典禮上，他
們在人民大會堂獲得全國人大常委會副
委員長嚴雋琪親授的結業證書。

長城，是很多香港學子在行程中最
期待的一站。 「最期待登上長城的那一
刻，到時候我就是真正的 『女好漢』啦
！」香港樹仁大學二年級學生陳鑫穎興
奮地說。8月27日一早，學子們如願來到
雄偉的居庸關長城。登城臨風，俯瞰四
野，從歷史深處走來的厚重文明深深地
攝住了港生們的心脾。

為祖先智慧驕傲
來自保良局顏寶鈴書院的張嘉睿是

生平第一次登臨長城。 「長城很多地段
還是特別陡峭的，難怪人們說要 『爬長
城』，不過只有費力爬到高處後，才能
看到城下面那壯闊的美景。」專修中國
語言文學的香港樹仁大學學生潘凝紫則
對修築長城的歷史興趣濃厚， 「長城如
此瑰美壯觀，讓我難以想像的是，先人
在那麼落後的情況下，竟然完成了如此
浩大的工程，作為中國人，我真為祖先
的智慧感到驕傲。」

明年就是抗日戰爭全面爆發80周年

，而去年中國舉行了紀念抗戰勝利70周
年閱兵式。在這個特別的時間點，中國
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與抗戰全面爆發地
盧溝橋成為港生們格外關注的一站，兼
顧學習國史與遊覽地標成為許多港生的
心聲。

抗戰歷史震撼港生
在抗戰紀念館內，講解員悉心介紹

了與盧溝橋事變、中國全民抗戰等歷史
瞬間有關的實物及照片。在南京大屠殺
展區前，許多港生都露出了無比揪心的
表情。參觀結束時，眾多港生更是難以
抑制心中的情感波瀾，自主地在紀念館
留言簿上寫下了參觀感言。

來自香港理工大學的林團傑表示，
看到日本侵略中國，以極其殘忍的手段
殘害了那麼多同胞，自己真是痛心疾首
。 「我更體會到，今天的和平局面來之
不易，而這則要歸功於中國的強大和發
展。」

本次課程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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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
大學、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城市大學、
香港浸會大學、香港樹仁大學等17所香
港及海外知名大學的57名大學生，以及
保良局顏寶鈴書院的14名中學生參加了
此次遊學之旅。

孟秋時節，荷桂芬芳。2016年8月22日至28日，71名香港大中學
生來到北京，登上萬里長城感受中華文明，探訪抗戰紀念館了解崢嶸
歲月……經過一周的遊學，這批 「2016未來之星——中國國情教育培
訓班」 的學子們從清華園順利結業。港生們紛紛表示，這次遊學參訪
極大地增進了他們對祖國國情的認知和理解，同時更為作為一名中國
人而感到無比自豪。

8月23日下午，北京的天氣依然燥熱，然而坐在清華大學教室裏
的71名香港學子卻精神抖擻，並聚精會神地上一堂以 「一國兩制」 與
香港基本法為主題的課程，授課者更是國務院港澳辦法律司司長黃柳
權。課程內容的貼近性與授課者的身份都讓香港學子們興致十足。

課上，黃柳權從 「香港回歸：政制
轉型的開始」講到 「香港與 『十三五』
規劃」，從 「『一國』與 『兩制』的關
係」講到 「『一國兩制』與香港基本法
的關係」，從 「政制穩定對香港的重要
性」講到 「中華民族追求國家統一與民
族振興的探索」，在嚴密的理論框架和
一個個生動的故事中間，一部豐盈的 「
香港史」在短短兩個小時裏汩汩地流入
港生們的心間。整個講授過程中，港生
們或凝神靜思，或走筆速記，都表現得
一絲不苟。

港澳辦司長授課講國情
來自恒生管理學院的黃業東告訴記

者，聽畢黃司長的課程，對於中央對港
政策有了更全面準確的認知，尤其對於
「一國兩制」與 「港人治港」有了新看

法。來自香港中文大學的羅銘峰亦表示
， 「通過黃司長的講解，我深切地理解
到香港是國家不可分離的一部分，也明
白到香港必須按照基本法發展民主。」

除了這堂 「一國兩制與香港基本法
」課程，這次國情班還為港生們安排了
中華民族振興與中國發展模式、內地經
濟發展成就和挑戰、中國部隊架構與國

防力量建設、中國的國際地位與當代外
交政策等課程，授課者均為清華大學、
國防大學知名教授。其中習近平的博士
論文指導老師、清華大學教授劉美珣講
授的關於中國經濟發展的課程給許多港
生留下了深刻印象。

習近平導師為港生析經濟
「劉教授不僅講解了中國經濟快速

發展所取得的成績，還認真剖析了其中
的問題和不足，她中肯的講授讓我獲益
良多。」來自香港樹仁大學的陳玉龍說
。同樣來自香港樹仁大學的潘凝紫也認
為，通過劉老師的講述，自己了解了中
國經濟未來的發展方向，包括對環境污
染等問題，最終還是要在發展中逐步解
決。

香港科技專上書院的陳啟鍾十分感
慨地說： 「以往從媒體上接收到許多關
於國家發展的負面評價，這次通過跟幾
位老師學習，我發現事實完全不是那樣
。對於祖國，我們必須用更加持平、客
觀和理性的態度去認識和理解。」陳啟
鍾特別提到，幾位清華大學教授都已年
近八旬，還身體力行為港生們長時間授
課，讓自己無比感動並產生由衷敬意。

未來之星＞＞＞ 文／圖：大公報記者 張寶峰

▲長城是很多香港學子在此次活動中最期待的一站

▼參加 「2016未來之星─中國國情教育培訓班
」的港生在抗日戰爭紀念館內合影

【大公報訊】記者張寶峰北京報
道：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大公文匯傳
媒集團董事長、未來之星同學會主席
團主席姜在忠在結業典禮致辭時表示
，願同學們繼續深入內地，多角度了
解國家發展。

姜在忠說，短短七天，同學們在
內地頂級學府清華大學聆聽名師授課
，實地探訪解放軍軍營，與國新辦發
言人對話，參觀故宮觀看升旗……雖
然不能將北京所有的美麗盡收眼底，

但行程的豐富和飽滿，定會加深同學
們對祖國的了解、理解和感情。

姜在忠表示，青年是香港的未來
，是國家的未來，同學們的理想與抱
負與祖國的發展密不可分。他希望同
學們繼續深入內地，多角度了解國家
發展，成長為對香港有承擔、對未來
有抱負、對國家有用處的有為青年，
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姜在忠說， 「
希望同學們回到香港後，能將此行所
感所見告訴更多的同齡人。」

姜在忠冀學子對香港有承擔

71港生遊學北京識國情

【大公報訊】記者張寶峰北京報
道：在28日舉行的結業典禮上，全國
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嚴雋琪現場致辭
並為港生們頒發了結業證書。

嚴雋琪希望港生們以這次結業為
新起點，進一步增進對國家的了解與
認同，並寄語香港學子珍惜青春年華
，在香港與祖國的發展中做出自己的
貢獻。

嚴雋琪表示， 「未來之星」這個
名字取得非常好，青年意味着蓬勃的
生機，青年一代有更多的發展機會。

她說，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博大精深
，只有知之深，才能愛之切；希望同
學們能以這次結業為新起點，進一步
增進對國家的了解與認同。

嚴雋琪還說，香港和祖國內地唇
齒相依，榮辱與共。

現在香港正處於發展的關鍵時期
，中華民族正在崛起，中國正在走向
繁榮、民主、昌盛。希望青年人珍惜
青春年華，好好學習，把握好人生的
航向，在香港的發展、祖國的發展、
世界的發展中，做出自己的貢獻。

【大公報訊】記者張寶峰北京報
道：港生在此次活動中走進了普通人
眼中絕對「高大上」的國務院新聞辦。
國新辦新聞局副局長襲艷春首先向港
生們介紹了國新辦新聞發布工作的發
展歷程，而在隨後的互動環節，她與
港生進行了十分愉快的交流互動。面
對港生們提出的 「如何看待新聞自由
」、 「如何應對敏感話題」等問題，
襲艷春一一正面作答。

來自香港城市大學的余家權說，
「同學們有一些問題是比較尖銳的，

但發言人一點都沒有避諱，反而認真
地逐個進行回答而且所言有條理又合
理，聽了讓我們十分信服。」

「襲局長的講述讓我從一個新角
度了解了中國新聞發展的過程，其中

很多都是我以前完全沒有想過的。」
來自恒生管理學院的謝曉澄表示，襲
局長本人優雅的氣質、從容的風範、
靈活的應對和得體的用語，讓自己佩
服不已。

嚴雋琪寄語港生 為國家多做貢獻

學子多角度了解一國兩制
登長城訪盧溝橋 民族自豪滿情懷孟秋問道清華園 名師親授業解惑

【大公報訊】記者張寶峰北京報道
：此次 「未來之星」國情班的學習內容
，基本都安排在清華大學校園中，70餘
名港生也成為特殊的 「清華人」。短短
數日的學習，不僅讓港生對 「清華人」
的身份產生了強烈的認同，美麗的清華
校園更讓港生們感嘆 「這裏簡直就是一
處絕佳的景觀」。

「清華大學校園裏到處都充滿着翠
色，再加上校園裏濃濃的書香氣息，古
香古色的建築，真的讓人感到無比舒適
愜意。」來自香港珠海學院的樊芷晴說
，尤其讓自己難忘的是，校園裏不同食
堂的菜式不僅賣相好，口感也特別棒，
所有的香港學生都讚不絕口。

在分享對清華大學的感受時，香港

城市大學的岑璟彤話匣大開， 「香港的
朋友肯定想像不到，我居然還在清華大
學裏面坐上了電動車，陣陣清風吹過，
我看着校園裏的荷花，別提有多愜意
了！」岑璟彤還特別提到清華大學的
建築， 「它們都好宏偉啊！我第一感覺
就是這裏不就是《哈利波特》中的城堡
嗎？」

在大多數港生的印象裏，北京是
一座充滿歷史感的古城，然而在798
的參觀卻徹底顛覆了港生們對北京城
的印象。工業時代的建築雜糅時尚前
沿的藝術，靜謐深邃的廠區攜手無邊
無際的狂想，這個充滿迷離奇幻色彩
的藝術區讓許多港生都流連忘返。

香港中文大學的關穎欣更對798
的 「小玩意兒」產生了濃厚興趣， 「
我覺得這裏也是一個購物天堂，有那
麼多富創意的產品，如果多些參觀時
間，我還會買更多！」

（記者 張寶峰）

【大公報訊】記者張寶峰北京報道：剛剛來到北京，
港生的行頭多是耐克、阿迪等時尚標配。然而幾天過後，
記者卻發現，不少港生已變身 「中國風」─褪下國外大
牌，老北京布包加身，港生們也都覺得傳統服飾讓自己變
得更加漂亮。

在北京什剎海花池西岸，有一處聞名遠近的消夏勝地
─荷花市場。自從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興起以來，這裏
就以曲藝演出豐富、商品種類齊全而聞名。在學習之
餘，香港樹仁大學的陳鑫穎（見圖）就和其他小夥伴們
一起來到這裏逛街，尋找最本真的北京味道。

「當時我一眼就看見了這個包包，它太漂亮了！
」陳鑫穎指了指斜挎在身上的老北京布包，頗
帶幾分驕傲地說， 「你看，這個包包的材質特
別結實，而且上面的圖案都是典型的中國風，
它裏面分為兩層，可以放很多東西。」陳鑫穎
對這個老北京布包讚不絕口， 「這個包包只要10
元錢，如此物美價廉，怎麼能不收入囊中呢？」

老北京布包 深得女生青睞

港生：清華豈止校園？更是絕佳景觀

【大公報訊】記者張寶峰北京報道
：來到北京，除了讓人深受啟發的課程
，港生們自然不會錯過 「親近」這座百
年古城的機會。參觀首都博物館、行走
大柵欄特色街，一路走一路看一路品，
一個真實而親切可愛的北京城慢慢走進
了每一個港生的心中。

「大柵欄這條街真是太有特色了。
」來自香港城市大學的陳婉桃至今難掩
興奮地說，這條街裏面既有商店也有食
店，可以一邊採購帶有北京特色的小物
件，一邊品味炸醬麵和狗不理包子，這
裏的老北京風情真是濃厚。

香港教育大學的鄭美娟也說， 「在
大柵欄，我們看到了中國放映第一部電
影的影院，還有許多純手工的鞋子、絲
綢，尤其難忘的是我們還看到了極具中

國特色的皮影戲。在這樣一條街上，我
已經深深地感受到了祖國源遠流長的傳
統文化，我真心希望這條街能把中國文
化傳承下去，更將這種文化宣傳到海外
去，讓全世界都看到我們中國文化的魅
力。」

闊步大柵欄 感受京城風情

▲港生參訪大柵欄裏的店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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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絮 訪軍營 體驗真刀真槍

此次行程中，令港生們 「驚聲尖叫
」的一站則非軍營莫屬。港生們在北京
衛戍區警衛三師摩托化步兵十一團觀看
了戰士們現場演示的應急分隊反恐行動
、激光模擬攻防對抗行動等，紛紛大呼
過癮。

來自香港城市大學的岑璟彤表示，

能實地看到軍事表演真是太幸運，軍人
們為保護國家做出巨大的貢獻的精神值
得年輕人學習。演練結束後，港生們還
參觀了官兵內務設施、軍人餐廳等地，
在部隊歷史展室和武器展示室，還紛紛
「鑽研」起實戰槍支的各個細節。

（記者 張寶峰）

學子
心聲

香港理工大學
林團傑

軍人們真刀真槍的演練、精準的射擊，不僅讓我
感受到祖國在軍事上的強大，還讓我感受到作為
中國人的那份自豪。

香港城市大學
陳婉桃

清華大學的學生為我們介紹了校園歷史文化，我
覺得與荷塘、小徑相比，他們的熱心友善也是一
道十分美麗的風景。

香港教育大學
姚敏琴

印象裏北京是一座古老的城市，沒想到還有798
這樣充滿現代感的地方，我在這裏邊走邊拍，留
下許多美好的回憶。

香港樹仁大學
潘凝紫

以前只是籠統地知道北京城底蘊深厚，但這次看
到首都博物館中豐富的展品，才真切感受到這座
城市厚重的歷史。

▲港生們在盧溝橋上合影留念

▲國務院港澳辦法律司司長黃柳權為港生授課

▼

全
國
人
大
常
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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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

▼

香
港
大
公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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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
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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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
在
忠
在
結
業
典
禮
上
致
辭

▲ 「未來之星」 國情班在清華大學開課

▲港生與國新辦負責人互動

▲港生在抗日戰爭紀念館門口合影 ▲港生對軍營裏的武器興趣濃厚 ▲港生在大柵欄店舖觀看手工匠示範純手工做鞋子 ▲港生們在長城合影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