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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未來之星．中國國情教育課程班」 本月18日結束為期一周的遊學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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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為五十餘名香港學子頒發結業證書。此次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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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50餘名大、中
學生，參觀了中國人民解放軍三軍儀仗隊的訓練，又到訪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
館、國家博物館、故宮、長城等地，並聆聽多場關於 「一國兩制」 與香港基本法、 「
一帶一路」 與青年責任的主題講座。結業式上，港生們紛紛表示，在京期間的學習參觀
，大大增進對祖國發展和傳統文化的認識，提升了對國家的歸屬感和民族自豪感。

未來之星＞＞＞ 大公報記者張寶峰北京報道（文、圖）

未來之星京遊學 感受祖國奮鬥史

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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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方為香港學子提供了五場專
題講座，主題分別是：「一國兩制」與香港基本法，中國夢
、強軍夢與中華民族的復興，中國經濟社會形勢與發展前
瞻，「一帶一路」與青年責任，青年領導力培養與提升。通
過這些課程，港生們對國情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與認知。

認知國情增強使命感認同感
除了理論學習，港生此行還參加了豐富多彩的實地探

訪活動，具體包括走進解放軍三軍儀仗隊、抗日戰爭紀念
館， 「七七事變」爆發地盧溝橋等，感受中華民族不屈不
撓的奮鬥史，以及中國軍隊的勃發英姿；遊覽長城、故宮
、國家博物館等，感受悠悠中華文明史。此外，港生們還
在天安門廣場觀看了莊嚴神聖的升國旗儀式。

清華副校長冀港生厚德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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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結業式上表示， 「未來之星同學會
」自成立以來，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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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千顆小星星共同發光。
也希望參加本次交流活動的同學們回到香港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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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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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道集團董事長、未來之星同學會榮譽主席
莊紫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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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17 「未來之星．中國國情教
育課程班」結業禮上，全國人大常委
會副委員長、民進中央主席嚴雋琪在
致辭時表示，香港與祖國從來不可分
割。香港回歸已經整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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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雋琪還表示，希望港生們肩
負起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崛起、實現
美麗的 「中國夢」和 「香港夢」的重
任，為建設更加美好的香港貢獻自己
的力量。

嚴雋琪說，今年適逢全民族抗戰
爆發八十周年。八十年前，日本悍然
發動侵華戰爭，妄圖吞併全中國。在
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
中國共產黨秉持民族大義，毅然擔負
起民族救亡的歷史重任。這次同學們
參觀了盧溝橋事變遺址，希望身處和
平年代的你們，能夠記取這段民族屈
辱和抗爭的歷史，只有銘記歷史、緬
懷先烈，才能更加珍愛和平，懂得今
天幸福的生活來之不易，才能深刻理
解和平、穩定之於民族和國家發展的

重要性。
嚴雋琪還說，讀萬卷書不如行萬

里路。希望同學們用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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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是祖國的未來
，也是香港的希望，希望你們肩負起
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崛起、實現美麗
的「中國夢」和「香港夢」的重任，為建
設更加美好的香港貢獻自己的力量。

本月14日，2017 「未來之星．中國
國情教育課程班」走進中國人民解放軍
三軍儀仗隊進行參訪。港生們不僅親睹
儀仗隊帥氣震撼的表演，還親自上陣，
接受儀仗隊戰士們的訓練，切實體驗了
一把「儀仗兵」的感覺。參訪活動結束後
，港生們紛紛表示，這次參訪讓自己大
開眼界，不僅被祖國軍人的軍威軍容所
震撼，更深深為祖國擁有這樣一支鋼鐵
之師感到自豪。

八月的北京驕陽似火，50餘名香港
大中學生帶着好奇走進了中國人民解放
軍三軍儀仗隊駐地。儀仗隊首先為港生
們做了迎賓式和分列式表演。在雄壯的
迎賓曲、震天的口號聲、整齊有力的踏
步聲中，三軍儀仗隊帥氣的表演和颯爽
的風姿引得港生們不住讚嘆。

港生余妙童告訴本報記者，觀看了
儀仗隊的表演後，深深被祖國強大的軍
威所震撼，更為祖國國威感到自豪。余
還說，在了解到儀仗兵每天艱苦訓練才
有如此震撼表現後，自己被深深觸動，
中國軍人不怕吃苦、勇往直前的精神也
將激勵自己更加刻苦學習，勇於面對困
難。

隨後，港生們還參觀了儀仗隊隊史
館。這裏收藏着1949年後三軍儀仗隊所
獲得的各項榮譽，以及記錄珍貴歷史瞬
間的老照片。參觀過程中，有港生還興
奮地發現了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時，負

責升國旗的儀仗隊隊員的佩刀。此外，
港生們還觀看了介紹儀仗隊日常訓練情
況的紀錄片。

參觀結束後，儀仗隊邀請港生們體
驗了 「儀仗兵」真實的訓練生活。五、
六人一組，儀仗隊戰士開始對港生們進
行正步、踢腿等專業訓練。不到半小時
的訓練下來，港生們紛紛表示，看上去
瀟灑漂亮，親身體驗才知道，戰士們的
訓練這樣辛苦。通過實地體驗，港生們
更加真切地體會到祖國的鋼鐵之師是如
何煉成的。

作為首都北京最著名的景點之一
，萬里長城自然是香港學子們不能錯
過的一站。

本月19日，未來之星國情班學子
們登上了他們期待已久的萬里長城，
實實在在做了一把 「真好漢」。在兩
個多小時的遊覽過程中，學子們漫步
長城，回眸歷史，感悟今朝。很多同
學因為是初次踏上長城，倍感興奮，
紛紛拍照留念。

港生文浚說常言 「不到長城非好
漢」，如今他真的爬上萬里長城之後
，才感受到能登上長城的固然是好漢
，但興建萬里長城的先輩，更是好漢
中的好漢。用於防禦外敵的長城如此
堅固，幾千年過去了它依然完好無損
地屹立在神州大地之上，令人嘆為觀
止。

行程結束前，港生們還趕赴天安
門廣場觀看了莊嚴神聖的升國旗儀式

。聽着國歌奏起，港生們全神貫注地
行注目禮。港生林上皓表示，站在天
安門廣場前，聽着嘹亮的國歌聲，觀
看莊嚴的升國旗儀式，絕對是此次北
京之行中最深刻而難忘的時刻。他說
， 「我認為天安門的升旗儀式是最莊
嚴、最隆重的升旗儀式

在這裏，擔任學校升旗手的我找
到了學習的榜樣─國旗護衛隊隊員
。」

【大公報訊】記者張寶峰、實習記者張子雯北京
報道：八月的北京，參加2017 「未來之星．中國國情
教育課程班」的香港學生們，走進內地最高學府清華
大學，現場聆聽名師授課，認真聽取有關 「一國兩制
」與香港基本法、中國夢強軍夢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等主題講座，並與名師深入互動。

課堂氣氛熱烈又輕鬆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中國社科院法學所研究員

陳欣新率先為香港學子帶來第一課─ 「一國兩制」
與香港基本法。課上，陳欣新為港生們梳理了 「一國
兩制」的誕生歷程與發展過程，闡釋了香港基本法如
何貫徹落實 「一國兩制」，更詳細介紹和解讀了中央
治理香港的思路與理念。聽到陳欣新深入淺出的講解
，有港生不時點頭，也有凝眉思考，課堂氣氛既熱烈
又輕鬆。

香港樹仁大學學生施安妮課後表示，為了讓我們
能深入領會國家憲法與香港基本法的關係，陳老師引
用聯邦制國家中聯邦政府與州政府的關係、單一制體
制下中央政府與地方自治權的關係進行類比，使我們
明白了香港特別行政區被賦予的高度自治權。

「整堂課，陳老師以法律為主線，以人生哲理作
為點綴，循循善誘，細緻講述，不僅讓我們在法學知
識上收穫良多，更讓我們得到了許多有關人生與生命
的啟示。」施安妮說，陳老師說 「不理解不要緊，帶

着問題繼續思考」，這些教導都讓我們獲益良多。
近期，國際局勢特別是中國周邊態勢並不安穩，

朝鮮半島、南海局勢、中印對峙等，都令有關軍事話
題不斷升溫。因此，由國防大學軍事戰役教研室教授
孫旭帶來的 「中國夢、強軍夢與中華民族的復興」講
座，格外受到香港學生的關注。

軍事講座補上難得一課
孫旭將整個講座分為 「動盪的世紀 百年的戰火

」、 「局部戰爭是和平與發展的主要威脅」、 「多種
安全威脅」和 「特殊地緣環境對國家安全的影響」四
個部分，從抗日戰爭講起，為港生們全面的梳理了抗
日戰爭的過程及同時期的國際環境。孫旭還結合國際
熱點問題向港生們分析了包括恐怖主義、網絡安全、
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等國際形勢，並介紹了中國改革開
放以來在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面取得的全面發展。
孫旭說，中國 「有勇氣、有智慧、有力量、有準備」
在複雜多變的國際環境下實現中國夢。

香港理工大學學生陳承恩課後表示，孫老師的講
解給自己 「惡補」了許多歷史知識，讓自己對祖國的
過去、現在和未來有了一個深入的了解，通過老師授
課，明白到今天的和平來之不易，大家應倍加珍惜。
與此同時，當祖國主權受到侵害、利益受到損害的時
候，我們也不害怕戰爭，一定要勇敢保衛領土，義無
反顧地打敗敵人。

今年是 「七七事變」爆發八十周年
，參加未來之星國情班的香港學生們，
本月19日專程趕到位於北京豐台區宛平
城內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參觀，
同學們緬懷歷史，致敬英烈，祈願和平
。參觀過程中，港生們紛紛表示，以前
只能在書本上看到抗日戰爭內容，今次
看到很多實物和圖文，感到非常震撼，
中國人要記住這段歷史，勿忘國恥。更
有同學慨嘆，對於人類而言，和平才是
最重要的。

走進抗日戰爭紀念館，港生們首先
向烈士雕像獻花，並默哀一分鐘。隨後
，同學們在志願者的帶領下參觀了《 「
偉大勝利歷史貢獻」─紀念中國人民
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主題
展覽》，對八十年前中華民族奮勇抗擊
日寇侵略的歷史有了更直觀的感受。

港生們對不同專題的展廳均十分感
興趣，尤其對日軍暴行這一主題感觸很
深。港生文浚彥表示，以前在課本上也
有學到抗戰內容，今次實地看到如此全
面的展覽，對這段歷史有了更深的了解
，感到戰爭太殘酷。 「如今在這裏看到
更多的資料，我為苦難的同胞心痛，為
英勇的抗日將士自豪。希望以後世界和
平，不要再有戰爭。」港生林上皓也表
示，展覽令其深感震撼，看到日本侵略
者殺害中國同胞的照片，更深切體會到
戰爭對中華民族的傷害，祖國的今天來

之不易。
最後，同學們來到飽經抗戰烽火、

屹立了數百年的盧溝橋，為了更好的銘
記這段旅程，港生們紛紛駐足盧溝橋合
影留念。

本月16日，參加2017 「未來之星．
中國國情教育課程班」的港生們走進
故宮與國家博物館，在琳琅滿目的國
粹珍寶中，在厚重古樸的殿堂樓閣間
，悠悠中華文明史帶給大家深深的觸
動與強烈的震撼。

作為首都北京最重要的文化地標
之一，故宮是許多港生最期待的去處
之一。

宏偉的建築、瑰麗的國寶、強大

的氣場，甫一邁入故宮大門，港生們
就紛紛嘖嘖稱奇。保良局顏寶鈴書院
的鍾楚雯告訴本報記者，這是頭一次
看到明清皇帝們的起居之地，感到比
電視上看到的場景要震撼得多，今後
一定要帶家人再來。鍾還說，透過此
次參觀，產生了強烈的民族自豪感，
中華民族厚重悠久的文化讓自己深深
體會到作為中國人的自豪。

那個下午，港生們又走進世界上

單體建築面積最大的博物館─中國
國家博物館。在復興之路展區，在中
國古代文化展區，在倫勃朗繪畫藝術
展區，港生們忍不住 「各尋去處」。
香港樹仁大學的施安妮告訴本報，從
小就非常熱愛傳統文化藝術，這次來
到國博，看到指示牌，就直奔中國古
代文化展區。當看到那一件件繪着神
秘條紋的石器時代陶器時，興奮不已
，感覺自己觸摸到中華文明的根脈。

除了現場聆聽名師講座，實
地走訪名勝古蹟，此次未來之星
活動還為港生們安排了輕鬆的行
走體驗活動。16日晚，港生們就
走進北京市西城區，開啟中國傳
統文化之旅。學生們觀看了長嘴
壺表演、抖空竹表演，參加了茶
文化知識互動，還親身參與京劇
臉譜、兔爺、扇面、面塑和品茶
等活動，認真 「學藝」，在實踐
中充分領略中國傳統文化的博大
精深。

港生陳寶詩興奮地說，透過
這次體驗，才知道原來茶文化甚
至比中國的歷史文化還要源遠流

長。港生李詩敏也表示，學懂了
品茶重點除了水及茶具，也要準
備好心情，又說放下功課壓力，
坐下來優閒地享受一杯熱茶，在
香港絕對是一件奢侈事。

此外，主辦方還為港生們安
排了體驗非物質文化遺產活動，
利用麵粉製作公仔就給大家留下
了深刻印象。港生周詠芯就說，
跟着老師一步一步地製作一匹馬
，每一步都需要十分細心的搓切
麵粉，利用不同工具製作紋路，
以達至更逼真的效果。過程中，
大家不但學到技巧，更體驗到中
華傳統手工藝帶來的快感。

【大公報訊】記者張寶峰、實習記者張子雯、左瑞帥
北京報道：2017 「未來之星．中國國情教育課程班」，18
日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了隆重的結業禮，活動結束後，港生
們興致勃勃地參觀了人民大會堂。

港生鄭逸軒告訴本報記者，此次活動印象最深的，就
是能夠親身來到人民大會堂，親眼看到內部的雄偉。這裏
是國家領導人辦公的地方，如今也站在這裏，鄭說倍感榮
幸，同時也感受身為中國人的驕傲與自豪。

很多港生都對故宮印象最深。港生陳國浩就告訴本報
記者，因為故宮很大也有很多人，建築也很美。港生鄭逸
軒也認為，故宮是世界上保留最為完整的宮殿，
它不僅代表着中國悠久的歷史文化，也刻畫
了中華民族的發展歷程。

另外，港生陳國浩就說，印象最深
的是清華大學的熱情，聽清華大學的
老師們講課，特別是青年競爭力的講
座，印象特別深刻，陳說希望能有機
會再和清華的同學們多多交流。港生
鄭逸軒更坦言，將來有機會一定再來北
京，因為想更深入了解我國首都的歷
史背景，切身感受它的文化底蘊，如
果有可能，更想為首都的發展貢獻一
分力量。

名師講授國情 深受啟發

嚴雋琪勉港生 肩負實現中國夢
登長城做好漢 最難忘觀升旗 近年來，由中國國家主席習近

平提出的 「一帶一路」倡議引發國
際社會熱烈響應。

在此次未來之星活動中，主辦
方也為香港學子們安排了由清華大
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鄭振清帶來
的專題講座 「『一帶一路』與青年
責任」。

鄭振清多角度多層次地講解了
「一帶一路」的相關問題，具體包

括： 「一帶一路」何以 「橫空出世

」、 「一帶一路」的定位與內容、
「一帶一路」的機遇與風險等。整

堂課內容豐富，氛圍輕鬆，香港學
子們不僅聽得津津有味，而且很多
學子還認真思量準備提問。

港生余妙童課後就表示，聽了
鄭老師的講解，我覺得 「一帶一路
」倡議是一個互惠互利的多贏策略
，它不但促進國內東中西部的發展
，而且把整個世界聯繫成一個整體
，符合世界經濟全球化的趨勢。

港生徐影彤也表示，經過這堂
課，我認識到 「一帶一路」倡議不
僅能振興中國經濟，還可以惠及數
十個沿線國家。

很多沿線國家擁有豐富的資源
，但因為種種原因而未能得到有效
利用，借助中國倡議 「一帶一路」
的機遇，這些國家可以充分利用自
身資源，中國亦可將現有的技術帶
到這些國家，因此對於彼此都是一
件好事。

聽講聽講一帶一路一帶一路津津有味津津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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