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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這裏，
我們不光是玩樂，

更多的是尋根。」來
自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文教育系的一
年級學生高愷軒（圓圖）代表交流團
學生發言。她希望通過此次活動，「一

步一個腳印，開始了解與我們關係
非常密切的祖國，和所有的學員

一同學習，一同進步，學懂包容，學
懂欣賞。」

吉林大學法學院學生孫柏林發言
說，此次未來之星冬聚吉林是一次難
得的交流機會，兩地學生可一起暢聊
生活與理想，在冰雪世界中開懷大笑
。 「我希望東北廣袤的黑土地、冰天
雪地的冬季風光、熱情淳樸的風情民

俗，都能使香港同學們在此次國情交
流活動中收穫值得銘記的美好回憶。」

孫柏林講述了自己對香港的感情
， 「香港兩個字代表着無限魅力，伴
隨幾代人成長的TVB劇集和粵語歌已
經讓我對香港並不陌生」，她希望有
機會可以到香港名校深造學習，感受
不同時節維多利亞港夜景的浪漫。

一步一腳印了解祖國

了解東北歷史風情 感受老工業基地發展成就

未來之星冬聚吉林尋北國文化
27日，2017 「未來之星．從香港出發──冬聚吉林」 國情交流班在吉

林大學舉行開班儀式，象徵未來之星首次踏足東北。來自香港大學、香港
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城市大學等十餘所香港高校的143名大學
生來到吉林，展開為期6天交流活動，了解國家最新發展，探尋祖國文化歷
史。其間，學生們參觀訪問長光衛星技術有限公司、中車長春軌道客車股
份有限公司、解放軍空軍航空大學、偽滿皇宮博物院等地，深入了解東北
老工業基地發展成就及吉林獨特地域歷史文化。活動期間恰逢第二屆中國
．吉林國際冰雪旅遊產業博覽會舉行，港生領略到截然不同冬季風情。

未 來 之 星 ＞＞＞

文、圖：大公報記者 盧 冶

2017 「未來之星．從香港出發─冬聚
吉林」國情交流班由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
、吉林省旅遊發展委員會、未來之星同學會
共同主辦，吉林大學、吉林省港澳事務辦公
室協辦。吉林大學黨委書記楊振斌，香港大
公文匯傳媒集團董事、未來之星同學會執行
主席、榮譽團長姜亞兵，吉林大學常務副校
長邴正，吉林省旅遊發展委員會主任楊安娣
，吉林省政府新聞辦公室主任張樹斌，吉林
省港澳事務辦公室副主任張玉奪等出席開班
儀式。

寄語港生擔起時代使命
楊振斌在開班儀式上寄語兩地年輕人增

進彼此了解，挖掘合作潛力，搭建屬於青年
學生的朋友圈。 「吉林大學作為2017 『未來
之星．從香港出發─冬聚吉林』國情交流
活動的協辦單位，將為來自香港的同學們搭
建了解吉林歷史文化、感受內地高等教育發
展的平台」，楊振斌說。他表示，此次活動
將不僅為港青提供了解東北的良好機遇，更
將成為香港與內地青年相互學習，共同謀劃
未來，建立深厚友誼的難忘之旅。

「同學們，我希望你們充分利用這次寶
貴的交流機會裝備自己，特別是在內地發展
全球矚目的今天，香港有 『一國』之利， 『
兩制』之便，有着 『超級聯繫人』的特殊優
勢。」姜亞兵在開班儀式上致辭說。姜亞兵
寄語香港學生應該發揮優勢，放開眼界，立
足香港，緊抓國家發展機遇，擔起時代使命
，為香港和祖國未來發展擔當更多責任、貢
獻更多力量， 「聞有所思、觀有所感、學有
所成，成為名副其實的 『未來之星』！」

香港中學關於國情教育的課程都是選修
課，學生對國情不夠了解。交流班大部分學

員首次來到祖國內地，活動期間港生和來自
吉林大學的25名同學共同參觀走訪，增進彼
此了解。

「2017 『未來之星．從香港出發─冬
聚吉林』是香港回歸20周年系列活動之一，
是我們今年收官之作，活動主要目的是幫助
香港學子們了解國情、認知祖國。」姜亞兵
說。

親身感受高鐵發展速度
姜亞兵特別向學員介紹了展示吉林發展

成就的靚麗名片─中車長春軌道客車股份
有限公司高速車製造基地，冀學員通過實地
探訪，親身感受享譽世界的 「中國高鐵」發
展速度。姜亞兵表示，吉林省是新中國的重
工業基地，是中國內地頗具自身發展特色的
省份，當前的吉林正逐步走向新型工業化，
「冬聚吉林」雖是首度開展，卻是近年來出

行規模最大的一次，充分體現香港青年學子
對國家發展的熱切關注。

來自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文教育系的一
年級學生高愷軒代表交流團學生發言。她表
示， 「我在過去很少有機會踏足吉林，參加
交流班可以讓我了解東北特有的風土人情，
欣賞白雪紛飛的畫面，感受香港沒有的風景
。吉林素來是文化名城，參觀偽滿皇宮博物
院等活動也讓我們有機會進一步了解中華民
族的歷史。」

來自香港樹仁大學工商管理系三年級的
丘珩暉感言，祖國發展可以幫助推動香港經
濟發展，在 「一帶一路」建設下兩地有很多
交流機會，對港青和香港經濟有很大的幫助
， 「通過參加這個活動，我發現原來內地是
這麼廣闊，有機會我會到內地工作，發展我
的事業。」

本次活動中主辦方特別安排同學們到
長春砂之船outlets參觀。18萬平方米的超大
空間和優越環境，令來自 「購物天堂」香
港的同學也感受到吉林普通百姓消費生活
的吸引力。

如今，在吉林，衣食住行都可使用移
動支付。在一家美食檔口前，來自香港樹
仁大學的吳艷羚點了一份酸辣粉和黑豆豆
漿，結帳時商家掃了一下她手中的二維碼
支付隨即完成，吳艷羚驚嘆： 「全程只要
幾秒鐘」。記者在現場看到，平均每名學

生只需不到一分鐘便可買到心儀美食。
香港樹仁大學中文系四年級學生梁穎

琦感嘆移動支付的方便， 「一張小紙條，

一部手機就可以做很多我需要掏錢包才能
做的事情」。梁穎琦表示，內地對移動支
付普及度遠比香港高， 「在我們剛剛吃飯
的地方，店員無論年紀，對二維碼收款、
付款的應用都很熟練，而在香港是比較年
輕的店或者連鎖店才有移動支付」。吳艷
羚表示，平時在香港生活仍然習慣使用現
金結算，不過隨着移動支付進軍香港市場
，越來越多的商戶開始支持掃碼支付。她
表示 「這樣很方便，如果商家使用這種方
式，我們會很願意嘗試。」

香港是吉林省最大的外資來源地，兩
地多年來在經濟、技術、人才等方面有很
強互補性，而長春新區是吉林省外向度最
高的區域，智力密集區和高新尖技術產品
聚集地。活動期間，同學們來到長春新區
規劃展覽館，了解吉林省發展的最新成就
和科技發展的新趨勢。

展館內，港學通過弧形高仿真實體沙
盤模型了解新區新貌─交通網絡四通八
達、項目建設有序推進、專業園區迅速集
聚，感受到吉林發展建設的強勁勢頭。來
自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的伍俊鋒認
為，開放長春新區拉近中國和世界距離，
通過兩地越來越頻繁的交流活動可讓香港
了解吉林變化， 「香港可以為內地提供很
多不同的服務，內地也可以把新開發產品
帶給香港，這是很好的交流」。伍俊鋒表
示，原來自己對吉林省不是很了解，現在
才知道 「這裏科技很發達，航天事業發展
得很好。」

嶺南大學中文系三年級學生鄧偉豪參
觀完展館後不諱言， 「絕對有增加來內地
發展的意願」。

「『邴』姓起源於炎帝，炎帝生於姜水，因以水
命姓為姜，如果在座有姓呂、姓許或者姓高的同學，
這些姓氏皆是由姜姓繁衍而來。」為了讓同學們更加
了解東北歷史與文化，吉林大學常務副校長邴正在開
班儀式後主持 「東北現象與東北振興」國情講座。

邴正教授由姓氏起源講起，介紹了東北和香港的
歷史演變脈絡及東北的原生態語言，並與香港學生進
行簡短互動。據邴正教授介紹， 「東北」一詞起源於
《周禮．職方氏》： 「東北曰幽州，其鎮山曰醫巫閭
」，在歷史上，東北是多民族與多元文化的聚集地。
新中國成立後，東北為國家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做出歷
史性貢獻。

來自香港科技大學的三年級學生雷嬋娟表示，中
國有56個民族，但當中很多自己都不太了解。 「老師
講解得很詳細，原來東北是一個多民族聚居的地區，

講座上也聽到很多民族歷史及他們強大的過程，覺得
很有意義。」她表示，通過這次講座，她對東北歷史
發展過程有了基本了解。

長光衛星技術有限公司是開班儀式後首
站，能近距離了解衛星設計和研發過程，同
學們感到興奮。

「長光衛星是目前內地唯一一家集衛星
研發、生產、發射、運營到應用全產業鏈運
行的商業公司，也是唯一一家打通商業衛星
發射全流程的公司。」長光衛星技術有限公
司綜合辦行政主管狄特向學生們展示 「吉林
一號」視頻03星傳回的香港維多利亞港及夜
景的衛星圖像。畫面中，地面建築、港口的
船舶、道路上穿行的車輛均清晰可見，令學
生們讚嘆不已。

看到衛星拍攝的受災情況影像後，來自
香港高等教育科技學院的黎同學表示，衛星

拍攝對救災效率可以發揮重要作用。香港樹
仁大學三年級學生王詠瑤表示，政府可通過
這些畫面制定政策，幫助災後重建。香港珠
海學院中國文學系一年級學生李光強首次來
吉林，他表示，先前在香港看過的衛星圖片
都來自Google Map，相比之下，今天看到
「吉林一號」衛星拍攝的圖像更清晰，更重

要的是， 「吉林一號」可拍攝動態視頻。
李光強認為，港青在科研方面很有 「

heart」（幹勁）， 「以往香港年輕人喜歡研
究無線電等硬件，會在不同的商店中買各種
零部件，現在很多同學更喜歡研究程式，專
注於軟件研究。如果內地和香港在科技方面
積極交流，相信會有很好效果。」

從吉林一號看維港 港青驚嘆

長春新區
體驗尖端吉林

掃一掃感受移動支付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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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十月深秋至來年的五月陽春，吉
林境內都可以賞雪，秋紅或嫩綠和着雪白
與黝黑，明媚陽光下的視覺反差構成了絕
美的景觀。」

在開班儀式上，吉林省旅遊發展委員
會主任楊安娣向港生們描繪了冬日吉林的
童話美景。楊安娣盛情邀請港生們來吉戲
冬，賞霧凇、觀雪景、玩滑雪、泡溫泉，
感受吉林冬日冰雪盛宴。

初到吉林當晚，同學們走進自己的房
間，疊裝整齊的棉服、圍巾、手套、棉鞋

已經擺在床上，吉林大學同學們以此表達
對香港學子們的誠摯歡迎。吉林大學公共
外交學院的劉丹丹說： 「很高興能夠參加

這次交流活動，看到香港同學們的笑容，
就覺得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

來自香港城市大學法律系的洪英毅第
一次來到吉林。他表示，雖然剛下飛機時
「鼻子、耳朵凍得不行」，但將吉林大學

同學們準備的禦寒衣物穿在身上，讓他覺
得 「十分貼心、十分溫暖」。

來自香港理工大學的林慧儀說，平時
在香港很少接觸北方的文化，希望通過這
次活動感受吉林的風土人情，和這裏的大
學生交流，多了解一些國情。

賞冬日盛宴嘆暖心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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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名師講課：邴姓源自炎帝

▲未來之星同學會執行主席姜亞兵（左一）和學員代表向吉林省旅發委、吉林大學、吉林省港澳辦、吉
林省政府新聞辦贈送未來之星紀念水晶座

▲未來之星吉林團於吉林大學鼎新樓前拍攝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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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近150人浩浩蕩蕩

地從香港過來，就是奔

着吉林的 『冰天雪地』
、奔着東北人的熱情而

來的。」

洪英毅
香港城市大學法律系

「很想看到白皚皚的吉

林冬天，體驗下雪的感

覺，回去會推薦同學們

也來這個美麗的地方。」

林慧儀
香港理工大學

「希望通過這次活動用眼睛去

看內地的發展、用耳朵去聆聽

吉林學生的分享、用心靈去感

受兩地文化的異同。」

高愷軒
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文教育系

「通過參加這個活動，我發現

原來內地是這麼廣闊，有機會

我會到內地工作，發展我的事

業。」

丘珩暉
香港樹仁大學工商管理系

「香港的青年在研究科技方面

很有 『heart』 ，如果內地和

香港在科技方面積極交流，相

信會達成對雙方都很好的

效果。」

李光強
香港珠海學院中國文學系

▲技術人員向學員介紹民用衛星發展水平

▲在國情、省情講座上，一眾學員用心聆聽，了
解東北發展

▲學員們在長春新區規劃展覽館自拍 ▲學員在砂之船outlets地標處合影 ▲學員於 「吉林一號」 一箭四星等比衛星模型前留影

▲學員於長春新區規劃展覽館參觀，了
解區域發展成就

▲學員向吉林大學常務副校長邴正教授致送團
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