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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之星江蘇之旅 銘記歷史警示未來
由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未來之星同學會、江蘇省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共同主辦的2017 「未來之星．從香港出發
——江蘇家國情懷之旅」 ，於8月7日至14日圓滿完成。來自香港各專上院校的近60名 「未來之星」 ，先後走訪考察南京、
鎮江、常州三座城市，既領略到當地悠久燦爛的歷史文化、飛速發展的現代經濟和蓬勃興起的科技創新，又體驗到震撼人心
的國防教育和日漸強大的軍事實力，真切地完成了一趟前所未有的家國情懷之旅。

未來之星＞＞＞

大公報記者賀鵬飛南京報道（文、圖）

南京、鎮江、常州都是聞名遐邇的歷史文化名城，
此行自然安排了豐富的歷史文化參訪活動。七日甫抵達
南京，同學們即馬不停蹄地登上南京城牆參觀，這是世
界上現存最長、規模最大、保存原真性最好的古代城垣
，已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和中國世界文化遺產預
備名單，也是中國 「明清城牆」項目的牽頭遺產點。
站在長滿青苔的城牆上，爭相觸摸六百多年前燒製
的牆磚，眺望牆下風景秀麗的玄武湖，同學們不禁遙想
大明風雲、六朝風流。來自香港專業教育學院環境科技
系的鄺聰感慨地說，站在南京城牆之下，雄偉而壯觀，
隨着腳步踏上這六百多年的古物，一塊又一塊迭砌的石
塊，有些許陡峭，卻很踏實。這是古人保衛國家的城牆
，也是如今珍貴的文化資產。

▲未來之星登上南京城牆後合影

訪大屠殺紀念館 沉痛！
遊覽南京城牆令人心曠神怡，但當參觀侵華日軍南
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時，同學們心情沉重。在這裏
，同學們逐一向80年前慘遭日軍屠殺的遇難同胞，獻上
鮮花，默哀悼念。他們隨後和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
同胞紀念館館長張建軍、南京外國語學校的同學們交
流。
香港大學中醫系的黃楚峰，代表 「未來之星」同學
會宣讀《致同學書》，強調銘記當年那段交織着苦難和
抗爭的家國歷史，了解祖國和平發展的現代進程，是香
港青年義不容辭的責任。
「看着萬人坑犧牲者的骸骨，心情很是沉痛，似乎
那些慘不忍睹的歷史畫面歷歷在目，3500萬軍民傷亡，
老人、婦女、嬰兒慘遭屠殺！」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
的楊晶晶認為，侵略，可能讓一個國家亡國，也可能讓

▲未來之星到訪靜海寺，了解香港被割讓給英國的屈辱歷史

這個民族覺醒！就像張建軍館長所說，唯有自強，方得
和平。 「作為青年的我們，要謹記歷史的慘痛教訓，應
盡自己最大的力量去協助國家，振興中華。」這位年紀
輕輕的女生說道。
來自樹仁大學新聞及傳播系的張婉馨也指出，參觀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是一次難忘的體驗
。雖然自己對中國歷史饒有興趣，對南京大屠殺的歷史
也頗熟悉，但是參觀紀念館後，自己對於中國人悲痛的
感受特別深刻，而覺得以往對南京大屠殺的認識流於表
面。
張婉馨對紀念館裏的一個特殊展區印象尤其深刻，
展區內，大屠殺生還者親自寫上當時的所歷所聞，讓人
恐懼之餘，也多了幾分痛心的感覺。她說，這些經歷都
是從現代教科書上難以見到的，生還者能夠戰勝悲痛，
站出來剖白，讓人知道歷史的真相，十分值得敬佩。

遊靜海寺憶《南京條約》 沉重！
同學們還專門來到靜海寺，這是一座與香港有着特
殊淵源的寺廟。1842年鴉片戰爭期間，腐敗的清政府在
英國堅船利炮的威逼下，與英軍在古靜海寺內議定喪權
辱國的《南京條約》意向，隨後在停泊於長江下

劉倩煒

（香港大學牙醫系）
八天七夜的旅行說長不長，
說短不短，我們走過南京、鎮江
和常州，看到中國山河的美麗、
認識到中國歷史的悠長、體會到
現代中國的強大，以及感受到中
華文化的博大精深。身為一個中
國人，我對國家科技發展的迅速
感到驕傲。

林宛嫻

（香港理工大學
工商管理學院）
我們參觀一些古
色古香的景點旁邊，
其實隱約可以見到一
些高樓大廈，可見中
國內地對於平衡發展
與文物保育有頗多經
驗，值得香港參考。

曾兆霆

勵

鄭子豪

張婉馨

（香港大學理學系）

（恒生管理學院工商管理學系）

（恒生管理學院工商管理學系）

（香港樹仁大學新聞及傳播系）

在這八個晝夜裏，我第一次
踏上南京城的城牆，體會南京城
雄奇壯觀的景色；第一次參觀南
京博物院，見識到南京豐富的歷
史文化底蘊；第一次來到閱江樓
，飽覽南京多姿多彩的景色。數
不盡的第一次，讓我在這趟旅程
中大開眼界和令我十分讚嘆。

最印象深刻的是參觀軍營，近
距離欣賞士兵的軍事演習，每一下
炮彈聲都震耳欲聾，讓我親身體驗
到軍人的訓練和生活，了解到他們
的認真刻苦，增加了我對國家軍事
實力的信心。而我亦鼓起勇氣，第
一次嘗試射擊，發現要瞄準目標真
的不容易，讓我更敬佩士兵們。

八天前剛出發的場景又再一次
出現在我眼前。一幅幅畫面迴盪在
我腦海中，揮之不去的是南京刻骨
銘心的歷史，是鎮江山清水秀的風
景，以及常州的風土人情。雖然在
有限的時間裏只遊看了江蘇的一部
分，但是這短短的八天卻讓我看到
江蘇的富庶，祖國的強大。

隨着時代的變遷，即使是江蘇，一個文化氣
息頗重的地方，也變成了石屎森林。但東方鹽湖
城這個地方，滿足了不少外地人對於江蘇古色古
香的想像：古舊的院子、潺潺的流水、晚上高高
掛起的燈籠，讓人猶如置身古時一樣。不僅是建
築典雅、風光好，原來鹽湖城的規劃相當講究，
不少建築乃根據八卦文化為主題，看似是一個旅
遊區，卻蘊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蘊。

未
▼來之星參觀茅山道觀

此次江蘇之旅還特意安排了一次參觀軍營的活動
，同學們穿上軍裝，走進駐守南京的中國陸軍王牌勁
旅 「臨汾旅」。
「臨汾旅」在戰爭時期曾參加戰役戰鬥600餘次
、殲敵八萬餘人，解放戰爭時期率先攻破號稱 「銅牆
鐵壁」的臨汾城，創造了解放軍城市攻堅作戰的典型
戰例，被中央軍委授予 「光榮的臨汾旅」榮譽稱號。
解放後， 「臨汾旅」又在抗美援朝、國防建設、抗洪
搶險等戰鬥中屢立戰功。
「臨汾旅」的官兵們以軍人的熱情歡迎同學們來
訪，旅長劉勇、政委廖文生等部隊首長全程陪同同學
們參觀，剛從朱日和基地參加慶祝中國人民解放軍建
軍90周年閱兵後歸來的戰士們，向同學們展示了日常
軍事訓練科目。在隨後參觀部隊營房時，同學們終於
見識到傳說中 「豆腐塊」是如何疊成的。
「是要經歷多少的汗水和訓練，才能夠走出這麼
整齊的步伐？」自稱 「當了半日兵」的楊晶晶同學感
慨道，看到士兵訓練有素地展示他們的軍中生活，真
的感覺到 「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
更令楊晶晶激動的是，同學們還進入 「臨汾旅」
訓練基地，近距離觀摩一場實彈演習，並在戰士們指
導下，親自體驗實彈射擊。她說，第一次這麼近距離
拿到真槍實彈，經過士兵哥哥的指導，克服恐懼，打
出了五發子彈，滿滿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在軍事演練中看到解放軍的國防力量十分強大
，所以我為身為中國的一分子，深深地覺得驕傲。」
劉卓然同學說，相信在這個交流團，應有部分的同學
是衝着參觀軍營而報名的，因為平時在香港並無多少
機會走進軍營，然而在參觀 「臨汾旅」過程中，發現
這裏的軍官士兵和同學們都親如一家人一樣。

﹁
﹂

巧合的是，在走進 「臨汾旅」軍營的當天上午，
同學們剛剛參觀了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
館，這讓同學們感到了鮮明的對比。 「早上到的南京
大屠殺紀念館和下午到訪的軍營，我覺得是一個從前
和現在中國的一個對比。」恒生管理學院的洪啟皓同
學指出，紀念館展示當時發生不幸的事件，也某程度
上表達出當時國力的不足，所以受其他國家欺負。而
到訪 「臨汾旅」軍營，又讓大家看到現時國家的強大
及軍力發展成果，跟以往已經大相逕庭。
來自珠海學院的唐鈞禧說，南京行程最印象深刻
的不是美食或景色，而是步入南京大屠殺紀念館時，
那份流露着沉重及悲傷的氛圍，勾起中華兒女的同情
和感嘆。他慶幸自己出身於和平年代，毋須面對戰爭
帶來的種種傷痛，同時也感謝國家軍隊，不顧一切保
家衛國，才讓大家有幸享受和平。
「由當初中國同胞被其他國家欺負，到看到今天
軍事和經濟的進步，令我感受到中國不停的進步，為
此感到驕傲。」香港專業教育學院的梁偉倫也表示，
參觀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和參加軍營活動後，
十分感動。

▲剛剛參加朱日和閱兵歸來的戰士向同學們展示
如何踢正步

石墨烯產業
證科技飛躍
江蘇是歷史文化大省，也是經濟科技強省，其經
濟總量位居全國第二，區域創新能力更是多年獨佔鰲
頭。此次江蘇之旅除了豐富的歷史文化行程外，也安
排同學們參觀一些與經濟發展和科技創新有關的項目
，實地感受江蘇的經濟社會發展現狀。
在鎮江期間，同學們參觀當地一個小村落——西
馮村。西馮村原是茅山腳下一個貧困村，傳統的 「沖
田種水稻、崗坡種旱穀」單一種植格局，使西馮村農
業低產低效、農民增收緩慢、土地拋荒現象嚴重。
上世紀90年代末，西馮村村民開始嘗試種植草坪
苗木，並成立農村合作社，找到了丘陵山區致富的新
路子。如今的西馮村不僅是遠近聞名的富裕村，也是
景色怡人的 「最美鄉村」，同學們紛紛跳進鋪滿草坪
的田野中，盡情拍照。
西馮村之行讓不少同學改變了對內地農村的傳統
印象。浸會大學國際學院的鄭子豪說，西馮村居民人
均純收入3.2萬元，家庭存款最低都有30萬元，足以看
到鎮江人民也開始富裕，步入小康生活。鎮江就是一
個絕佳的例子，證明中國發展之迅速。
離開西馮村後，同學們又參觀了句容綠色新能源
小鎮，並進入協鑫集團旗下工廠，了解太陽能電池板
的生產過程。劉倩煒同學讚嘆道，句容綠色新能源小
鎮的發展證明了中國科技發展迅速，協鑫集團在這裏
的工廠主要製造太陽能電池板，更成了全球生產最多
太陽能電池板的公司，這可見中國對再生能源的發展
頗為重視，香港也應多多學習，投放多些資源在此處
，為環保出一分力！
在常州期間，同學們又見識到中國另一項領先世
界的科技——石墨烯。作為目前發現的最薄、強度最
大、導電導熱性能最強的一種新型納米材料，石墨烯

同
▼學 們 參 觀 美 麗
富裕的西馮村

河記憶館，由一處老廠房改建而成，是常州首個以運
河為主題的專題紀念館。
大運河記憶館以運河為主線，內設運河開鑿、常
州城垣變遷、乾隆下江南、大運河遺存遺址遺跡、運
河人家、老街商舖、塾館書院、先賢理水等廿多處場
景，生動再現數千年來大運河與常州城水相依、人水
相親的親密關係，倡導更多人參與保護大運河的行動。
樹仁大學新聞及傳播系的張婉馨對常州古運河印
象特別深刻。她說，在運河中泛舟而行，雖然天公不
作美，但煙雨濛濛，卻有一番唯美的感覺。除了景色
唯美，也能從運河看出人生百態，難怪歷代君王多次
到訪，留下讚美的詩句。
參觀常州市區後，同學們還來到金壇茅山之麓的
東方鹽湖城，這是一個以道教文化為主題的特色景區
，同學們遊玩後無不大呼過癮。香港理工大學的莫婉
婷說，東方鹽湖城十分有特色， 「就如同傳統古鎮一
樣，使我彷彿回到了古代，大開眼界。」同學們並在
城中觀看民謠歌會，體驗內地獨有的文化特色。

當了半日兵
睹國防強大

▼臨 汾 旅 的 戰
士們向同學們展示
了一場實彈演習

細味醋文化
遊覽古運河
鎮江的歷史文化行程也同樣精彩，同學們首先來
到中國鎮江醋文化博物館，感受當地特有的醋文化。
中國鎮江醋文化博物館由中國現今規模最大、現代化
程度最高的食醋生產企業恒順集團投資建設，是內地
首個專業主題醋文化博物館。在這裏，同學們不僅詳
細了解醋的歷史和製作過程，還品嘗到正宗的鎮江陳
醋。
香港大學牙醫系的劉倩煒表示，參觀醋文化博物
館是其中一個令人特別難忘的行程，因為每次提到鎮
江，都會令人想起鎮江醋，而通過此次參觀，認識到
醋的製作過程，品嘗到地道鎮江香醋的味道，更了解
到醋的功效，獲益良多。
行走西津古渡和到金山欣賞水景秀《白蛇傳》，
則令同學們恍如穿越時空。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
院的同學陳龐充對水景秀《白蛇傳》印象深刻，他認
為，內地的水光影表演做得十分出色，與表演內容相
配搭，香港也應該學習一些內地的設計及技術，放在
主題樂園，相信會更吸引遊客。
同學們還來到茅山，參觀茅山道觀及新四軍紀念
館。香港專業教育學院的劉卓然表示，旅行時十分喜
愛逛博物院，因為要認識一個地方，就必須認識其歷
史及過去，而今次茅山之行了解到過去數千年的中國
道教文化，看到許多有關道教方面的文物和經典，這
樣又加深了對道教的認識。他中學時曾選修中國歷史
，對中國近代史的抗戰部分特別有興趣。他說，雖然
曾在書本了解及認識新四軍歷史，但那種感覺遠遠不
及這次實地參觀新四軍紀念館的體驗，可想而知，當
時新四軍的貢獻有多麼的大。
從鎮江到常州後，同學們參觀了大運河記憶館，
乘船遊覽常州古運河。位於運河五號創意街區的大運

莊

同
▼學 們 欣 賞 雨 中
的常州古運河美景

楊力群在13日舉行的結業儀式上指出，同學們在
這次 「家國情懷之旅」中大有收穫，不僅感知了江蘇
魅力，也感受到家國情懷。他期待大家今後多到江蘇
旅行，或者是懷抱着夢想和抱負到江蘇創業。
吳明表示，同學們大都出生於香港，對中華民族
從屈辱走向自強歷程，對祖國從誕生到發展、到逐步
走向繁榮昌盛的歷程並不熟知，對今天的中國之所以
能在改革開放後短短的三十年間，成為世界強國之一
， 「其中的原因你們還不甚知道，而這就是你們要來
到內地、來到南京實習參觀、學習的理由。」
他強調，只有懂得了中華民族苦難的過去，充分
了解當代中國的真實發展成就，同學們才能對中國國
情得出正確、客觀的認識和評價，而這也恰恰是香港
青年人需要去深入了解和認識的。

未
▼來之星參觀鎮江西津渡

2017 「未來之星．從香港出發──江蘇家國情懷
之旅」得到了江蘇省和南京、鎮江、常州三市有關部
門的鼎力支持。中共南京市委副書記龍翔，鎮江市委
常委、宣傳部長童國祥，常州市委常委、宣傳部長徐
光輝先後專門會見交流團一行，江蘇省政府新聞辦副
主任楊力群參加了開班儀式和結業儀式等多項活動，
對遠道而來的香港同學們予以勉勵。
8月10日，龍翔在南京市政府會見了本次交流團
榮譽團長、未來之星同學會副主席、香港文匯報執行
總編輯吳明，以及陳鳳儀等七位港生代表。龍翔熱烈
歡迎同學們來到南京，並稱讚此行 「是為國家的未來
奠基，為香港的未來奠基。」
龍翔表示，南京與香港有割捨不了的情結和歷史
淵源，大家血脈相通，希望同學此行更多地了解南京
這座城市，並與當地青少年多多交流。他說，香港是
祖國的，每一個香港同胞都是中國人，建設好國家是
大家每一個人共同的民族責任，也是香港年輕一代應
該付出的歷史責任。
童國祥則於11日在鎮江市政府會見了交流團一行
。他強調，國家的發展是香港發展的強大支撐和後盾
，香港的命運與祖國緊緊連在一起，相信同學們多到
內地走走看看，對國家和民族的認同感一定會加深。
徐光輝於12日會見交流團一行時表示，常州與香
港交流合作非常密切，自1983年首家港資企業在常州
投資開始，至今已有3100多家港企落戶常州。他希望
同學們多到常州走走看看，不斷推動常州和香港兩地
青年交流。他還勉勵同學們，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
，讀萬卷書是為了學習知識，行萬里路是為了增長見
識，知識最重要的科學知識，見識最重要的則是家國
情懷。

港
▼生參觀位於句
容的太陽能工廠

龍翔勉港生
為未來奠基

同
▼學們爭相與解放軍戰士合影

星 願心語

▲參觀 「萬人坑」 後，同學們心情沉重

關江面的英國軍艦 「康華麗」號上，正式簽訂了中國近
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將香港島
割讓給英國。
「身為香港人，必須要銘記這段歷史，警示未來
。」嶺南大學中文系的馮家輝說，靜海寺是
一個令人感到沉重的地方，因為當年
腐敗的清政府就是在這裏與英國簽
訂了《南京條約》，開啟了香港
長 達 150 年 的 被 殖 民 統 治 時
期。
在南京期間，同學們還
參觀了南京博物院，欣賞
館內不計其數的珍貴文物
。了解江蘇漫長而輝煌
的歷史。同學們還登上
江南四大名樓之一的閱
江樓，俯瞰長江和南京
城，似乎心胸也更加開
闊起來。

身為中國人感到驕傲

﹁
﹂

▼港生參觀茅山新
四軍紀念館，加深
了對歷史的認識

是 「新材料之王」，科學家甚至預言它將 「徹底改變
21世紀」，極可能掀起一場席捲全球的顛覆性新技術
新產業革命。
常州石墨烯科技產業園已引進石墨烯企業100多
家，企業數量在全國遙遙領先，形成了涵蓋石墨烯設
備研發、原料製備與應用研究、產品生產、下游應用
等較為完整的產業鏈，常州石墨烯產業高地初具規
模。
參觀常州石墨烯科技產業園後，同學們無不對內
地科技的飛速進步感到驚訝和讚嘆。來自浸會大學的
黃家豪說，到訪石墨烯科技產業園後，對石墨烯的生
產過程、製作步驟，以及石墨烯的製成品有所了解，
石墨烯可用在移動設備、航空航天、新能源電池領域
，甚至被稱為可以改變21世紀的科技。他說，常州在
石墨烯方面已經高度發展，體現了國家國力的強大和
城市的進步，對於將來中國航天發展、載人探月等都
有重要作用及影響，而這方面的科技發展，也可以使
中國產品發展更好，走向世界。

▲同學們仔細觀察石墨烯製成的各種新產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