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港聞
2018年7月20日 星期五  12責任編輯：陳紀瑩 美術編輯：郭家樂

6月27日至7月6日， 「青春啟航．你好東歐——2018 『未來之星』 國際青年
交流團」 抵捷克、波蘭、羅馬尼亞開展為期十天的交流訪問。26名香港在校大學
生和已經步入職場的優秀青年才俊參加活動。

未 來 之 星
大公報記者 劉佳男（圖、文）

訪華為與未來種子愉快交流
在訪問捷克帕拉茨基大學孔子學院和波蘭

克拉科夫孔子學院時，同學們了解到孔子學院
對傳播中國傳統文化、促進中國與世界各國人
民友誼所發揮的重要作用，並和孔子學院學生
進行了交流。香港理工大學許奕思同學說： 「
這次行程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孔子學院的探訪。
除了對學院的課程架構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我
還驚訝地發現孔子學院提供不少有關中國文化
的課外活動，例如中菜烹飪課、太極拳等，令
捷克學生不但能學習到中國語言文化，還能了
解中國人的生活、飲食、休閒文化，令他們對
中華文化有更全面的認識，真正達到 『民心相

通』的目的。」
香港中文大學盧洛錇同學表示： 「當地大

學生願意學習而且能流利使用中文普通話跟我
溝通，讓我醒悟中國的影響力是有多大。」

香港大學杜家俊同學也表示：「在帕拉茨基
大學孔子學院，我感受到中國文化奧妙之處馳
名國際。我聽說附近的奧洛穆茨也在慕名申請
開設孔子學院。以往我誤以為都是其他國家被
動地接受中國文化，現在我發現國家也在主動
地去推廣，印證了中國文化值得去推動。我們
在學習西方文化的同時，更要了解本國的文化
精粹。」

將心比心
交流更真

通過這次交流活動，我明
白到 「民心相通」 最重要的是
將心比心的交流。在不同大學
和企業交流時，我更體會到即
使在不同國家
，只要用心
聆聽溝通
，也能達
至共同目
的。

鄧簡真
香港浸會大學

拜訪中國駐羅馬尼亞大使館時，
我從負責簽證的外交官口中了解到當
地政治不穩定。我認為穩定是發展的
前提，政治不穩，才致政令難以有效
實行，政府也因而
缺乏長遠規劃，而
中國政治制度較
穩定，五年規劃
為國家發展制定
合適且有前瞻性
的方案。

歷史常被人遺忘，但德國納粹在
奧斯威辛集中營犯下的罪行卻不可被
人類遺忘。這次前往集中營憑弔，讓
我們設身處地了解以前納粹政權對中
東歐國家的種種摧殘，
以及對猶太人的殘忍
迫害，使我們重新
審視和平的重要
性，人人都應該
為捍衛和平作出貢
獻。

褚珏然
香港浸會大學

重新審視
捍衛和平

在二戰期間，華沙被戰爭摧毀，差不多
九成以上建築物被夷為平地，但波蘭人依照
着照片和畫作，慢慢將家鄉回復到從前的風
光，我非常慶幸能看到這個被列為世界文化
遺產的老城。另外我最喜歡參
觀 「華為」 駐波蘭公司，
作為一位畢業生，也令
我思考，香港青少年
其實可以跳出框框，
開闊自己的視野，闖蕩
未來。

鄧彤彤
香港理工大學

跳出框框
闖蕩未來

葉豐嘉
香港大學

政治穩定
發展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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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學院推廣中國傳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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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種子計劃」（Seeds for the Future）
是華為公司全球CSR旗艦項目，旨在幫助各國
培養本地化ICT（資訊及通訊科技）青年人才，
並鼓勵各國家及地區參與建立數字化社區的工
作。

話題一致 語言非隔膜
「未來之星」交流團此行來到 「華為」設

在波蘭的 「東北歐客戶解決方案創新與集成體
驗中心」，受到公司負責人的熱情接待。在聽
取了公司在波蘭開展業務和服
務當地的情況後，交流團同學

與 「未來種子計劃」波蘭大學生們愉快交流，
很快結下友誼，儘管雙方語言、文化不同，但
年輕人之間很快找到很多共同話題，現場氣氛
熱烈。

香港大學陳鈺瑜同學說，與 「未來種子」
交流，了解到他們是從波蘭各地選拔出來的大
學精英，每年只有10名同學入選，得以與他們
交流是非常難得的機會，自己也獲益良多。香
港樹仁大學余潔宜同學說，與 「未來種子計劃
」成員交流，得知了許多自己不曾耳聞的當地
情況，還有中波文化差異，令自己增長不少見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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覽歷史文化遺跡 思考文明互鑒
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

明互鑒超越文明衝突、文明共存超
越文明優越，是國家主席習近平提
出的促 「民心相通」 的重要理念。
本次 「未來之星國際青年交流團」
沿途到達多個 「世界文化遺產」 和
著名歷史古蹟，學習不同國家的歷
史文化，從中汲取人文養分，並和
各國青年近距離交流，見證各自文
化的異同，增進理解與包容。

保育完好 承傳文化
布拉格是交流團首座踏足的 「世

界文化遺產」城市，擁有眾多各個歷
史時期不同風格的建築，從羅馬式、
哥德式建築、文藝復興、巴洛克，再
到較現代的立體派和超現代主義等都
並存在這座城市，同學們對當地的建
築保育工作留下了深刻印象。

香港中文大學的馮曉華說，很多
十七、十八世紀的建築物例如教堂、
鐘樓、城牆等，仍然保育完好，維持
其原本的模樣，入內參觀還可以見到
前人留下的痕跡，令自己產生了濃厚
興趣，想了解更多關於捷克的歷史。
她表示希望香港也能參考中東歐國家
的保育措施，令中華文化以最純正的
面貌得以承傳。

「Arbeit Macht Frei」，意思是勞動帶來自
由。然而，在這啡紅色的磚塊下，只有勞碌
而痛苦的靈魂，卻找不到自由的肉體。

我想像不到，當年那些滿懷希望、拿着
所有家當來到這裏的受難者，會被關進只能站着睡覺的斗
室，付出 「勞動」後，竟被脫光衣服推進毒氣室！當年的
血與淚，如今也只剩下玻璃櫃中堆積如山的頭髮、鞋子、
衣服，輕得微不足道，卻又那樣沉重，尤其是那雙紅色的

嬰兒鞋，觸目驚心的彷彿正踏過
我的心臟。 「自由」唯有在屍體
被推進焚化爐那刻，靈魂方能
從煙囱中爬出這恐怖的集中營，
隨着縷縷升起的煙霧得到釋放。

縱然那片灰白的天空今天已漆
上藍天白雲，然而空氣中仍瀰漫着那
時的灰煙，輕如雲，沉如石。

靈魂爬出煙囱 獲真正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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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之星學員 高靖怡

本次活動是在香港特區政府民政事務局首度啟動的 「
2017-2018國際青年交流資助計劃」框架下，由香港大公文
匯傳媒集團、未來之星同學會共同組織實施的國際青年文
化交流項目。這也是 「未來之星」繼連續兩年舉辦 「『一
帶一路』沿線國家交流團」之後第三次舉辦的高層次外訪
交流活動。

歐洲新興三國 「16+1」重要夥伴
未來之星同學會這次在中國駐捷克共和國大使館、中

國駐波蘭共和國大使館、中國駐羅馬尼亞大使館的鼎力支
持下，組織香港青少年赴捷克、波蘭、羅馬尼亞交流訪問
。交流行程包括考察當地國家歷史文化遺產，拜會中國大
使館，了解中國的外交政策及 「一帶一路」的建設成就。
交流團還走進多所高等學府、孔子學院和中國企業，與當
地青年共話友誼，可謂收穫滿滿。

捷克、波蘭和羅馬尼亞三國位於東西方文明的交匯處
，是世界人文發展史的重要 「記錄者」和戰後重建世界和
平的 「親歷者」；也是近年歐洲經濟的新興力量國家，與
中國有傳統友誼亦長期交往密切，是 「16+1」（即中國與
中東歐16國）合作的重要成員國。

此次 「未來之星國際青年交流團」由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董事長、未來之星同學會主席團主
席姜在忠親任團長。行程中，交流團獲邀出席中國駐捷克
共和國大使館、中國駐波蘭共和國大使館、中國駐羅馬尼
亞大使館的歡迎會，禮遇頗高，令學員們深感 「回家」的
喜悅，又與大使及臨時代辦面對面交流，紛紛感嘆機會實
在難得，此番得着甚多。

了解中國外交 增國家歸屬感
交流團首站來到中國駐捷克使館，儘管經過十幾個小

時的飛行和六小時的時差，都無阻學員們的熱情，大家很
快與使館方展開熱切交流。中國駐捷克大使馬克卿為同學
們詳盡介紹了中捷關係突飛猛進的發展，她說，自兩國建
立了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後，兩國經貿合作、人文交流、投
資往來都愈來愈密切，體現了中捷雙方合作共贏和 「一帶
一路」的帶動效應。

來自香港城市大學的梁文棣說，與捷克使館的交流活
動十分難忘，使館的各部門職能不同但能鼎力合作，為中
捷雙方建立良好關係發揮了不可磨滅的作用。來自香港大
學的葉豐嘉說，在與使館方的交流中，感受到中國外交官
們的魄力，了解到使館為 「一帶一路」在當地建設打下了
良好根基，如同一棵大樹扎下堅固的根，有助將來中捷更
頻繁的往來。

在中國駐波蘭使館，劉光源大使與交流團座談，他讚
賞在座學員緊貼國家戰略，選擇前往 「一帶一路」沿線國

家交流學習，並勉勵在座學員利用香港青年國際化程度高
的專長將來積極投身「一帶一路」建設，尤其在高端服務等
領域施展才華。他結合波蘭當地的情況告誡學員，青年一
代應該增強對國家的認同和使命感，無論哪個民族，只有
熱愛自己的祖國才能為國家做出應有的貢獻。香港大學江
偉東同學說，聽完大使的介紹，了解到波蘭人對自己國家
的強烈歸屬感，香港人在這方面仍有欠缺，應好好反思。

體驗和平可貴 促團結發展
在中國駐羅馬尼亞大使館，屠江臨時代辦與 「未來之

星」親切交流，他表示港人視野開闊，但此前更多關注西
歐發達地區，事實上中東歐地區更具發展機遇， 「16+1」
合作作為 「一帶一路」建設重要組成部分，給年輕人提供
了良好的平台，同學們應努力學習，找準定位，參與到 「
一帶一路」的偉大事業中。屠江臨時代辦還講述了當年羅
馬尼亞動亂引致經濟倒退，指出穩定才是發展的最重要前
提，動亂必將影響普通百姓的生活。

香港教育大學楊楠同學說，聽了屠江臨時代辦一席話
懂得了和平與穩定的可貴。羅馬尼亞在動亂之後經濟水準
跌落到以前的一半，好在民眾團結一心，歷過艱辛努力，
經濟有所回升，可見這裏的國民非常愛他們的國家。她反
思道，香港市民對國家的熱愛仍有所欠缺，自己作為年輕
人，應該行動起來，發揚愛國精神，促進國家的團結及發
展。

在交流團行程即將結束之際，姜在忠團長勉勵學員們
今後不要害怕挫折，要勇敢探索前進的方向，只有讀萬卷
書、行萬里路才能避免誤入歧途。他亦鼓勵同學珍惜青春
時光，多多了解國情，為建設國家、建設香港做好準備。

盼拓基建 一舉多得
在羅馬尼亞，同學們來到美麗的

阿爾巴尤利亞參觀統一博物館，又前
往著名的 「大眼睛」之城錫比烏參觀
歷史景觀，隨後去到著名的吸血鬼城
堡——彼得城堡參觀。許多同學對羅
馬尼亞的旅遊景致讚不絕口，較之去
到的其他兩個國家遊客如織，這裏更
多了幾分輕鬆的愜意。來自香港樹仁
大學的鄭雲風同學有感，雖然羅馬尼
亞有着美麗的自然風光和豐富的旅遊
資源，但基建發展仍較欠缺，交通工
具老舊，道路系統亦有待完善，若能
解決這些問題，自然有助發展旅遊業
，拉近與其他中東歐國家的距離，吸
引本地青年回國工作，一舉多得。

二戰文物 反思歷史
交流團去到波蘭的克拉科夫老城

，它位於波蘭城市克拉科夫的歷史城
區，是波蘭最經典的老城，1978年由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 「世界文化遺
產」。來自香港城市大學的伍柏朗說
，經過在克拉科夫的行程，自己深深
地了解到保存文化遺產的重要性。這
個城市內的建築物歷史悠久，見證了
時代變遷，在二次大戰中幸運地沒有
被破壞。將歷史文物完整地保存下來
，對提升世人的文化認知和反思歷史
錯誤具有重大意義。 ▲ 「未來之星」 與波蘭皇家城堡工作人員交流

▲布拉格聖維特主教座堂內的彩繪玻璃極具藝術感

▲房子長 「眼睛」 是錫比烏傳統建築一大特色

▲去到行程的最後一站，團員們依依不捨地在羅馬尼亞議會宮合影，拍下難忘一刻

羅
馬
尼
亞

波
蘭

捷
克

▲ 「未來之星」 交流團在中國駐波蘭使館與劉光源大使
（左六）座談

▲ 「未來之星國際青年交流團」 於羅馬尼亞合影

捷克

波蘭

羅馬尼亞

星星訪中東歐訪中東歐 體驗體驗一帶一路一帶一路效應效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