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素有 「中國硅谷」美譽的中關村，是
很多港生此行中十分期待的一站。此次港
生們在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展示中心
參觀了3D打印技術、水處理技術、能源互
聯網、液態金屬等前沿科技。

在參觀過程中，港生們對智能交通也
表現出濃厚興趣，他們近距離觀察了一款
概念汽車，當從講解員那裏得知 「這輛車
預計明年小批量生產，價格會在30萬元以
下」時，很多同學都流露出不可思議的表
情。在人臉識別技術展示區，一台 「顏值
分析機」讓同學們紛紛駐足，許多同學站
在機器前通過計算機分析他們的年齡、顏
值以及心情。有趣的分析數據出爐後，引
得全場笑聲一片。

參觀科創企業拓眼界
港生周定邦表示，參觀中關村後，深

感祖國的科技發展真的又快又強，自己也
深深感到作為中國人的自豪，真心希望下
次再來看一次。

港生鍾智鴻也對記者表示，參觀了中
關村，真是既震驚又興奮，祖國日新月異
的科技發展讓自己的眼光視野也變得更加
廣闊。

相比示範展示中心，港生劉海巨對中
關村創業街興趣更為濃厚， 「我看到不少
創新企業在那裏奮鬥，他們的創業精神讓
我十分敬佩。」港生張智傑也表示， 「我

感受到中關村是一個培育創業家的搖籃，
推動年輕人去創新和創業。雖然現在我沒
有創業決定，但將來這些知識和思維必定
對我很有價值。」

如果說中關村讓港生更多感受到的是
濃厚的科研味道的話，那麼數字王國則算
得上科技應用的前沿陣地了。來到這家著
名的電影特效製作公司，零距離感受高科
技變成電影特效後的震撼體驗，很多港生
不僅大呼過癮，更對祖國科技實力的強大
有了更為生動直觀的認識。

看虛擬人鄧麗君
在這裏，港生們親身體驗了先進的電

子科技產品所帶來震撼感受。在工作人員
的帶領下，同學們看到了虛擬人鄧麗君，
用VR感受親歷其境的火舞涼山（彝族傳
統舞蹈），體驗了杜比音響所帶來的震撼
聽覺感受。此外，VR360攝影技術也讓許
多港生產生了濃厚興趣。

港生曾倩儀表示，參觀VR360攝影技
術使她首次了解到如今在線直播技術已經
到了非常成熟的階段。光是依靠Windows
的控制軟件就能讓控制人員在直播過程中
自行插入虛擬真實的附件。港生曾靜敏也
表示，在數字王國，自己真切地了解到，
祖國在電影音效和視覺效果領域的發展已
經到了如此發達的水平，着實令她大開眼
界。

【大公報訊】記者張寶峰北京報道：
近日，2017 「未來之星．香港傳媒專業大
學生國情課程班——互聯網＋主題團」走
進號稱 「中國茶葉第一街」的北京市西城

區茶葉街。香氣四溢，茶味芬芳，簡單一
條商業街卻讓港生們深深浸入博大精深的
中華文化之中。

學員們首先來到位於北京西城區馬連
道的京華茶葉大世界，通過參觀茶博物館
、觀賞茶藝表演、品嘗中國名茶等環節，
充分領略了中國博大精深的茶文化。通過
學習一系列中國茶文化知識，港生們也在
輕鬆歡樂的氛圍中陶醉於傳統文化的魅
力。

在現場觀看了長嘴茶壺表演後，不少
港生已經躍躍欲試，其中幾名學員得到機
會上台拜師學藝。在師傅的指導下，他們
拿起長嘴壺一板一眼地倒起了茶。此外，
西城區政府還為同學們準備了彩繪臉譜、
彩蛋繪畫、捏泥人、仿古瓷等非物質文化

遺產項目體驗活動。同學們或拜師學畫悟
空臉譜，或在老師指導下創作老北京兔兒
爺，全場氣氛異常熱烈。

港生王有成表示，在這幾天的行程中
，自己最喜歡的就是馬連道茶葉街。在那
裏，自己不單了解了中國傳統茶文化的歷
史，還學到一些傳統手藝，例如製作瓷器
、臉譜等。這次活動讓自己親身體驗了製
作小工藝的過程和樂趣，而且製作之後還
可以留作紀念。

在參觀完茶葉街後，港生曾倩儀也深
有感觸地說，在這個新時代，同學們不僅
要緊隨時代的脈搏，了解高科技應用以適
應社會發展，同時對於中國傳統文化也要
有所認識。只有如此，博大精深的中國文
化才能得到傳承。

【大公報訊】記者楊韶紅甘肅報道：
甘肅省委書記林鐸、省長唐仁健等21日會
見了率團抵達甘肅參加22日舉行的天水公
祭伏羲大典的中國國民黨副主席林政則一
行，雙方在會談中共商加強兩地經貿文化
合作，為 「一帶一路」建設做貢獻.。

林鐸首先表示，歡迎大家來到甘肅。
他說，公祭伏羲大典已舉辦27屆，已被國
家列入首批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是

甘肅獨具特色的重要文化品牌，也是國家
級文化戰略平台和華夏文明創新區建設的
重要內容。今天 「一帶一路」的建設再次
將甘肅推到開放發展、連接中外的前沿，
甘肅將為大家特別是港澳台各界在 「一帶
一路」的開拓發展着力服務提供有效幫助
。希望大家與甘肅合作，在 「一帶一路」
建設中做出更多貢獻。

林鐸還特別介紹了中醫藥，表示甘肅

中醫藥是未來甘肅發展的重要內容，而港
澳台在應用和傳承中華醫藥方面是最有力
、有效的代表區域和群體，希望在推動中
醫藥服務 「一帶一路」方面共同努力。

林政則祝願甘肅與台灣共同把中華文
化保護好、發揚傳承好，並讓這些優秀文
化更多惠顧 「一帶一路」。他表示，希望
甘肅方面大力支持台資，也希望今後台灣
人來工商、求學能借甘肅更多更好發展。

茶葉第一街拜師學藝

戴VR看火舞 讚祖國技術進步
港生訪中關村盼投身創新大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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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電車試行碰撞無傷亡
將於本月底正式試運營的深圳龍華有

軌電車，21日在試運行調試中與一輛小汽
車發生碰撞事件，事故無造成人員受傷。

據通報，6月21日下午15：47，深圳龍
華現代有軌電車10414次（T6）在大布頭
站─觀城站區段往清湖方向試運行期間，
在人民路與環觀中路交界路口與一輛小車
發生碰撞。事件中雖無人員受傷，但電車
車頭輕微受損，小車左前側車門略微變形

，車窗玻璃受損。經交警現場核實，判定
機動車全責，電車無責。經現場緊急處置
，約16：20左右路面交通恢復正常。因電
車開通時間已臨近，此次事件令不少市民
對運營安全感到擔憂，建議沿途應該增加
警示牌，做好與社會車輛的隔離工作。

另據了解，近日深圳市政府已通過票
價審批，龍華有軌電車2元一票正式敲定。

（記者 黃仰鵬）

「只要大家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
，金磚合作一定會更加枝繁葉茂，迎來第
二個金色的10年。」6月19日，國家主席習
近平會見來華出席金磚國家外長會晤的外
方代表團團長時強調指出，在當前亂變交
織的國際形勢下，金磚國家面臨共同的任
務，要維護好各自國家穩定和發展，營造
有利國際環境，推動國際秩序朝着更加公
正合理的方向發展。

肇始於2006年的金磚國家外長會議，
來自世界四大洲的5個國家，為構築夥伴關
係、實現共同發展的宏偉目標，為推動國

際關係民主化、推進人類和平與發展的崇
高事業走到了一起，開啟了新興市場國家
團結合作的時代篇章。10年來，金磚合作
沿着五國領導人共同規劃的方向，緊緊抓
住發展這條主線，經濟貿易、社會金融、
人文科技等各領域合作全面展開。實踐證
明，金磚合作機制契合五國客觀需要，也
順應了歷史大勢。

「志合者，不以山海為遠。」回望金
磚合作成功走過的10年歷程，關鍵是本着
開放、包容、合作、共贏的金磚精神，致
力構建息息相關的命運共同體，攜手前行
的行動共同體。這既是一個機制創新的過
程，也是探索建立合作共贏新型國際關係
的過程，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了經驗，貢
獻了金磚智慧和力量。以年度領導人會晤

為引領，金磚國家已經建立了全方位、多
領域的對話合作機制，建立了外長會晤、
安全代表會議等十多個部長級磋商機制，
形成了全範圍、寬領域、多層次的合作架
構。習近平主席強調指出，金磚合作機制
不僅造福五國人民，也給世界提供了解決
溫飽、安全等問題的治本藥方。

當前，世界經濟正在經歷新舊動能轉
換，不確定因素增多；新興市場國家和發
展中國家面臨的風險和挑戰不斷集聚。伴
隨着金磚合作機制第二個10年的開啟，各
國應進一步發揚金磚精神，秉持共商、共
建、共享理念，繼續高舉發展大旗，堅定
遵循多邊主義原則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發展更緊密、更全面、更牢固的夥伴關
係。

築就金磚合作第二個金色十年

簡
訊

中國漸凍人症診斷快過歐美
6月21日是世界漸凍人日

，北京協和醫院神經內科主任
崔麗英在北京表示，中國肌萎
縮側索硬化症診斷進步較快，

診斷時間短於歐美，但僅32.3%患者接受藥
物治療，其他發達國家用藥率近99%。

「漸凍人症」是肌萎縮側索硬化症的
俗稱。它是一種進行性加重的神經系統疾

病，約有10%的患者是家族遺傳性，且發
病原因不清。

據崔麗英介紹， 「漸凍人症」中國平
均診斷時間為13-14個月，短於歐美的
14-17.8個月。此外，目前中國 「漸凍人症
」的治療並不規範，發達國家近99%患者
診斷後立即接受治療，而這一數字在中國
大陸僅為32.3%。 （中新社）

近日，2017 「未來之星．香港傳媒專業大學生國情課程班──互聯網＋
主題團」 先後在京參觀了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展示中心、數字王國等
北京著名地標及企業，此外，港生還親身體驗了人臉識別技術、用VR感受
火舞，很多港生表示，這些高科技產品着實令人目不暇接，祖國的科技實

力令人深感自豪。此外，更有港生表示自己現在雖然尚未畢
業，但真心希望未來能夠參與到祖國科技創新的大潮中去。

未來之星＞＞＞ 大公報記者張寶峰、實習記者左瑞帥

粵首條磁懸浮擬10月清遠開工
廣東省內首條、中國第三條中低速磁

懸浮軌道擬今年10月在清遠市開工。記者
21日從《清遠市磁浮旅遊專線工程社會穩
定風險分析——公眾參與公告》獲悉，該
項目全長29.2公里，設計行車時速100公里
，項目全線投資估算總額超82.6億元（人
民幣，約合92.4億港元）。

據公示披露，該磁懸浮軌道項目起於
「廣清合作園」東北部新基，依次經美林

湖特色小鎮、銀盞鎮、長隆森林度假區主
題公園，至上冠帶，線路全長29.2公里，
設9站。該項目全線採用中低速磁浮列車，
設計行車速度為100公里／小時。

該項目初擬於今年10月開建，2019年9
月完工。公示透露，該工程定位旅遊專線
，是發展位於粵北地區的清遠市全域旅遊
的重要交通基礎設施，預計初期日均客運
量將達1.31萬人次。 （記者 方俊明）

甘書記晤國民黨副主席倡合作

【大公報訊】記者楊韶紅甘肅報道：6
月21日，2017年祭祀中華人文始祖女媧典
禮在甘肅省天水市秦安縣隆重舉行。港澳
代表團40餘人參加，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
馮巍、駐香港特區聯絡辦社工部管頌時副
巡視員均參加，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徐荷副
總經理也代表集團參加了此次活動。

秦安素有 「羲里媧鄉」之稱。2011年

，秦安女媧祭典被文化部列入第三批國家
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今年秦安祭祀女媧的典禮以 「提升文
化認同與社會和諧、促進文化傳承與創新
發展」為宗旨，以 「同宗共祭，傳承創新
」為主題。全球華人華僑社團組織代表、
港澳台賓客、甘肅省市領導、省內外媒體
記者等參加女媧祭祀典禮。

港澳代表天水獻花祭女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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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生在北京西城體驗茶文化
大公報記者張寶峰攝

▲中華人文始祖女媧祭祀典禮上，嘉賓
獻花 網絡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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