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未來之星．中國國情
教育課程班」 18日在北京人民大
會堂舉行隆重結業禮。全國人大
常委會副委員長、民進中央主席
嚴雋琪等嘉賓出席典禮，並為50
餘名香港學子頒發結業證書。結
業禮後，港生們紛紛表示，通過
此次暑期遊學，一方面增進了對
祖國發展與中華傳統文化的認知
，另一方面更提升了自身的民族
自豪感與國家歸屬感。

大公報記者張寶峰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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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餘名
大中學生分別來自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科技大學以及保良局顏寶鈴書院。活動期
間，學子們不僅參訪了中國人民解放軍三軍儀
仗隊、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國家博物館
、故宮等地，還現場聆聽了多場涉及 「一國兩
制」與香港基本法、 「一帶一路」與青年責任
的名師講座。

嚴雋琪冀港生作民心相通使者
嚴雋琪表示，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希

望同學們在北京的行程中，用包容、豁達的心
態去了解祖國厚重的歷史，感受她日新月異的
發展，從而規劃自己的人生方向，並思考如何
增強自己的使命感，把個人發展與建設祖國和
香港的美好明天聯繫起來。

嚴雋琪還指出，香港與祖國從來不可分割
。香港回歸已經20年，在 「一國兩制」、 「港
人治港」方針指引下，香港這顆 「東方之珠」
依然耀眼、璀璨。希望同學們能在未來的日子
裏，保持這份熱情，擔任 「民心相通」的溝通
使者，將這份熱情傳遞給更多的香港年輕人，
讓更多的香港同胞了解祖國、認同祖國。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副董事長、總經理
，未來之星同學會主席歐陽曉晴表示， 「未來
之星同學會」自成立以來，12年間始終致力於
帶領香港青少年認知國情、了解祖國、增強使
命感、提高認同感。多年來，在 「未來之星」

的平台上已經聚集起4000顆小星星共同發光。
也希望參加本次交流活動的同學們回到香港後
，能繼續發光發熱，影響和帶動更多的小夥伴
來見識內地、了解國情。

施一公分享故事國強則民強
中道集團董事長、未來之星同學會榮譽主

席莊紫祥表示，七天的交流行程豐富而精彩，
同學們得以多層面、多角度的了解北京。短短
七天，雖不能盡覽北京的美，但一定會激發同
學們心中更渴望了解祖國的願望。希望同學們
相信自己雙眼看到的和用心感受到的，用一顆
包容的心去迎接挑戰，牢牢把握祖國提供的大
好機會，實現自己的夢想。

中國科學院院士、清華大學副校長施一公
表示，同學們通過清華的課堂以及多項參訪活
動，對祖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歷史
、教育、外交等方面有了更深入的認識，相信
大家獲益良多。施一公還分享了兩段自己的故
事，告訴同學們 「國強則民強」的道理。他表
示，希望同學們秉承 「自強不息、厚德載物」
的清華校訓，為香港和祖國的美好未來，為中
華民族的騰飛，成就一番事業。

國務院港澳辦聯絡司司長周駿，教育部港
澳台事務辦公室常務副主任趙靈山，香港特別
行政區駐北京辦事處副主任蘇翠影，清華大學
對外學術文化交流中心主任張磊，香港大公文
匯傳媒集團北京新聞中心主任、未來之星同學
會副主席秦占國等出席了結業禮。

【大公報訊】記者張寶峰北京報道：
在2017 「未來之星．中國國情教育課程
班」結業禮上，來自香港樹仁大學的學
子施安妮在代表港生發言時表示，是次
國情班不僅豐富了對國情的認知，更帶
來很多哲學思考。未來，一定要把此次所
學用於創造香港和祖國美好的未來上。

施安妮難掩興奮地回憶起參觀三軍
儀仗隊時的情形， 「看到軍士們標準劃
一的步伐，齊步向前，感覺好帥呀！他
們的帥，帥在品德！帥在精神！兵不離
隊，為的是祖國的尊嚴。他們忠誠堅毅

的品德，無私奉獻的精神，很帥！而我
們在清華大學聽到 『中國夢強軍夢』的
講座，也是我們第一次真真切切接觸到
軍事知識。」

作為中國內地最高學府，清華大學
為參加此次國情班的香港學子精心設置
了多場重頭講座。 「這次課程編排層次
高、內容全，有關於法學的 『一國兩制
』與香港基本法，有經濟方面的中國經
濟社會形勢與發展前瞻，也有青年責任
、青年領導力等與香港青年有關的內容
。同學們積極提問、認真做筆記，教授

們循循善誘，用深入淺出的方式，講解
知識點，讓我們獲益良多。這些課程豐
富的不只是我們對國情的認知、對 『一
帶一路』的了解，讓我們了解到中華文
化，更啟發我們對於人生哲理思考。」
施安妮總結道。

施安妮最後說， 「讀萬卷書不如行
萬里路。」今天我們跨過1900公里，來
到北京，來到清華大學。無論我們將來
在哪個領域奮鬥，我們都會把今天在這
裏所學到的一切，運用到祖國發展繁榮
上，共同創造香港和祖國美好的未來。

學子一帶一路塞國行 收穫自信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石磊貝爾格萊

德報道】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形容，中國
與塞爾維亞之間的傳統友誼是 「全天候的
朋友，有兄弟般的特殊情誼」。未來之星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交流團」於8月

18日抵達塞爾維亞首都貝爾格萊德，開始
一連三日的參觀考察之旅，其間獲中國駐
塞爾維亞共和國大使館大使李滿長會見，
並與塞爾維亞大學的師生聯誼。

李滿長勉珍惜和平
「未來之星」交流團的塞爾維亞之行

的首站是「回家」─中國駐塞爾維亞共和
國大使李滿長在大使館會見了 「未來之星
」一行。李滿長大使指出， 「一帶一路」
建設開展近四年來，受到塞爾維亞各方的
積極響應，多個項目成功落實推進，在塞
爾維亞創造了四個 「中國第一」：中國企
業在歐洲承建的第一個大橋項目─獲譽
為 「歐洲第一橋」的貝爾格萊德跨多瑙河
大橋；中國在歐盟市場第一個高鐵項目
─連接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和塞爾維亞
首都貝爾格萊德的匈塞鐵路項目；中國第
一個進入歐洲的電力總承包項目─科斯
托拉茨電站改建項目；以及塞爾維亞是第
一個對中國實施免簽證待遇的歐洲國家。

李滿長大使指出，1992年南斯拉夫解
體，國家隨即陷入內戰深淵，給人民帶來
了深重的災難和不可估量的損失。直到現
在，20多年過去，部分前南斯拉夫加盟共
和國人民的生活還沒有恢復到內戰之前的

水平。李大使以自己的親身經歷，教導同
學們珍惜國家和香港社會長期穩定帶來的
發展機遇。

親睹一帶一路成就
未來之星同學會執行主席、交流團團

長姜亞兵首先感謝了中國駐塞大使館對交
流團此行的細緻安排，感謝李大使抽出寶
貴時間與香港青年學子交流座談。姜團長
強調，塞爾維亞是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
中的重要節點，在整個巴爾幹地區有着舉
足輕重的作用，希望交流團的同學們在塞
爾維亞的交流考察中，不但可以親眼目睹
「一帶一路」已經取得的成就，還可以增

強對香港、對國家的「四個自信」：道路自
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以及文化自信。

8月19日上午， 「未來之星」交流團
在中國駐塞大使館一等秘書、教育處負責
人袁紀綱教授的陪同下，考察科斯托拉茨
電站改建項目。電站負責人向同學們介紹
說，此電站使用中國技術、中國裝備、中
國標準改造之後，不但符合而且更大大低
於歐盟各項標準，獲得廣泛認可。習近平
主席在2016年訪塞前夕，在署名文章中專
門提到該火電站項目，2017年全國人大委
員長張德江亦視察了該火電站。

「未來之星」交流團還考察 「一帶一
路」重點項目：貝爾格萊德跨多瑙河大橋
，參觀被炸中國大使館遺址、共和廣場、
勝利柱等，於8月20日結束全部行程，返
回香港。

音樂無界 兩地青年共譜友誼歌

清華國情班結業 嚴雋琪頒證書
港生暑期遊學 增民族自豪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石磊貝爾
格萊德報道】當地時間8月19日晚，在
中國駐塞爾維亞共和國大使館的周
到安排下，未來之星 「『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交流團」的同學們與30多位
貝爾格萊德大學的同學，舉行了一場
溫馨而熱鬧的聯歡。

貝爾格萊
德大學的學生
們為來自香港
的朋友準備了
豐富的節目，
不但有塞爾維
亞民歌演唱，
還精心準備了
充滿「中國風」
的節目，有快
板表演、更有
塞爾維亞學生
演唱了鄧紫棋
的《泡沫》！

香港的同學

們也準備充分。來自浸會大學的褚珏然
以簡報向塞爾維亞同學介紹中國音樂的
起源與發展，而來自香港大學的蘇培諾
則以中國傳統樂器笙的一曲《晉調》驚
艷全場，全體男生合唱的《獅子山下》
、全體女生合唱的《中國話》都令塞爾
維亞青年讚嘆不已。而最受塞爾維亞同

學歡迎的，則
是香港同學們
自編自導自演
，廣東話教學
節 目《Hello ！
Hong Kong》。
有塞爾維亞同
學笑言學了廣
東話，忘了普
通話。

港生：用清華所學報效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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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滿長大使
會見 「未來之
星」 交流團全
體成員

▲ 「未來之星」 交流團與科斯托拉茨電站工作人員合影

◀同學代表向
李滿長大使（
中）致送「未來
之星」團服

▲來自貝爾格萊德大學中文系的同學演唱《泡
沫》並獲交流團同學鮮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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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一公以自身故事告訴港生 「國強
則民強」

▲歐陽曉晴希望港生們回到香港後繼
續發光發熱

▲莊紫祥希望港生牢牢把握祖國提供
的大好機會

▲音樂無國界，自拍也無國界

▲香港學子們在結業禮上開心自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