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未來之星．香港傳媒專業大學生國情課程班——互聯網＋主
題團」 ，於6月9日至16日在北京展開為期一周的學習參觀活動。在14日
舉行的結業禮上，同學們從香港特區政府駐京辦、中國傳媒大學等單位
領導手中接過結業證書。來自香港大學、中文大學、葵芳青年學院等18
所院校的41名大學生，見識到內地傳媒及互聯網的高速發展，感受到北

京的歷史文化魅力，亦全面認識了國情。同學們不僅眼界大
開、收穫滿滿，還結識了一班內
地朋友，藉着交流建立友誼。

對國情有了更好了解
跨越地域之情 感受北京之美

難得！與耿爽零距離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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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活動由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
未來之星同學會主辦，中國傳媒大學承辦
。據介紹，未來之星．香港傳媒專業大學
生國情課程班自2007年至今已連續舉辦13
年，中國傳媒大學帶領逾千名學生到內地
來認知祖國、了解國情，以豐富多彩的交
流和實習活動吸引和影響了一批又一批香
港青少年參加 「未來之星」的平台活動。
而作為 「未來之星」最有特色的品牌交流
活動， 「傳媒班」如今已成為兩地青年交
流的一條特殊橋樑，備受兩地青年認可。

為國家軍事實力驕傲
今次課程上，中國傳媒大學、中央電

視台、《中國青年報》的多位知名教授及
傳媒界知名人物為同學們帶來了 「一帶一
路」在全球的傳播、 「童伴媽媽」計劃、
新媒體時代年輕人的使命感以及香港與粵
港澳大灣區的關係等系列講座。

同學們還參訪中國外交部、國務院新
聞辦、參訪天安門國旗護衛隊、解放軍陸
海空三軍儀仗隊、人民日報、數字王國等
機構，並遊覽參觀中國國家博物館、故宮
、長城、北京坊等著名文化地標，更深刻
地了解祖國歷史文化及北京的風土人情。

一個星期的行程短暫而充實，40餘名
香港學生都收穫甚豐。浸會大學修讀新聞
系——數據與媒體傳播的王亭恩表示，到
人民日報的參訪，看到大數據在傳播研究
中的運用，感受到內地 「互聯網＋」行業
的飛速發展。

對軍事很感興趣的嶺南大學持續進修
學院一年級學生黃溙靈，此前還曾參觀過
黃埔軍校，對於此次近距離與解放軍接觸
，他表示自己不只為國家有這樣的威武之

師感到驕傲，亦激勵自己要熱愛祖國，更
好地為國家服務。他感慨地說： 「軍人們
每一個動作都讓人震撼，他們每天都要進
行高強度訓練，一天不練領導都看得出來
，這是超常人的付出，我為自己國家的軍
事實力感到驕傲。」

將見聞帶回港分享
「這次的 『傳媒班』給了我們一個深

入了解內地新媒體發展趨勢的機會，幫助
我們認知祖國。」首次到北京的理工大學
剛畢業的黃同學表示，雖然香港和內地的
交流日漸頻繁，但仍有很多香港青年對國
家的認識不太深入， 「我們對國情的認識
大多都是建立在課本上的敘述，還有媒體
的渲染，但我們自己根本無法判斷事實究
竟怎樣。」此次參加傳媒班， 「有很好的
文化氣息，經濟發展很快，感覺很有潛力
。」他說一定要把在北京所見、所聞、所
學帶回香港，與親友、同學分享。

已經四次參加 「未來之星」的香港大
學社會科學及法學專業朱子源坦言很喜歡
到內地，認為既可了解祖國發展，又可拓
寬視野， 「參加未來之星的培訓活動，讓
我認識到不同的人對不同事件的看法，也
讓我對國情有更好的了解。」

中國傳媒大學的志願者陪伴
同學們經歷一周來的每次行程，
和香港來的同學們亦師亦
友，培養出跨越地域的
情誼。王亭恩表示
，旅程完結，但
深信彼此的友
誼不會結束。

在北京期間， 「未來之星」的同學
獲安排參訪天安門國旗護衛隊、解放軍
陸海空三軍儀仗隊，體會到軍人特訓的
艱辛，更與軍人們互動交流。此外，同
學們還走進外交部和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聆聽新聞發布會，與外交部發言人耿
爽及國務院新聞辦新聞局處長壽小麗面
對面交流，了解這兩個國家部委的職
能。

在外交部，同學們現場聆聽例行新
聞發布會，親睹記者提問連珠炮發，耿
爽應對自如、從容作答。發布會後，耿
爽更與同學們進行了簡短交流，向同學
們介紹了外交部的新聞發布工作，以及
分享做一名合格新聞發言人的心得。耿
爽特別指出，身為外交部發言人，最重
要是熱愛自己的國家，忠誠於祖國，只
有如此才能有力捍衛祖國的利益。

香港公開大學大二學生蔡喬恩表示
，外交部發言人每一次出席新聞發布會
，都要提前做很多準備， 「發言人臨場
應變很好，那種 『談笑間，檣櫓灰飛煙
滅』的魅力，令人熱血沸騰。」

「中國軍人是青年效仿的楷模」
很多同學關心 「如何才能到外交部

工作？」耿爽認真解答。香港教育大學
剛畢業的葉朝楓表示，感謝他的回答，
「很實用，令人印象深刻，由衷讚嘆。

」他又說能在外交部現場聆聽發布會，
並與發言人面對面交流， 「有幸前來
，很難得。」

在天安門國旗護衛隊駐地和解放
軍陸海空三軍儀仗隊駐地，軍人們為
同學們做了最高規格的表演，帥氣的
表演和颯爽的風姿，同學們都讚嘆不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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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
網＋主題交流團團長秦占國致辭時指出
，三軍儀仗隊代表着 「三軍的形象，國
家的尊嚴」，不僅是人民軍隊的靚麗名
片，亦是中國軍人勇於奉獻、敢於犧牲
的傑出代表，他們身上所體現出來的多
方面素養：正直、陽光、淳樸、樂觀
、耐勞，是每一位中國青年效仿的楷
模。

同學們還有機會和隊員互動交流，
並參觀護衛隊隊史館和儀仗隊隊史館。
嚴格的訓練，煉出軍人鋼鐵般的意志，
給同學們留下了深刻印象， 「為國家有
這樣的威武之師感到驕傲。」

▲港生在故宮博物院合影，感
受京城魅力

41名港生在北京的一個星期，不
僅深入學習國情知識，了解社會經濟
發展，還登上居庸關長城，參觀故宮
和國家博物館，去北京坊感受濃厚的
「京味兒」文化。

豐富的活動讓同學們看到了朝氣
蓬勃的北京，深入了解京城的風土人
情和深厚的文化底蘊，體會中華傳統
文化的博大精深。

不到長城非好漢！同學們登上期
待已久的萬里長城漫步，追溯歷史，
回顧中華民族走過的不平凡歷程，倍
感振奮。他們站在長城上遙望遠處，
興奮不已，頻頻拍照留念。

中華文化博大精深
「我也做了一個好漢，雖然只遊

覽了一部分，但是讓我充分體會到作
為中國人的驕傲，長城是中國的一個
標誌，經歷過多少次改朝換代依然屹
立不倒，這是中國人堅定意志的象徵
。」葵芳青年學院商業系二年級學生
蘇文浩坦言，最感興趣的就是遊覽長
城和故宮，他說，中華文化不單體現
在行為以及語言上，亦體現在飲食及
建築文化上，比如故宮的榫卯， 「作

為明清兩代的皇家宮殿，已有600餘年
歷史的故宮果然令人驚嘆，其蘊藏的
文化深不可測，令人着迷。」

英國密德薩斯大學新聞、媒體及
文化研究學生賴嘉玲則 「情迷」國家
博物館裏的珍藏， 「那些文物的歷史
悠久，做工非常完整，人物雕刻非常
細緻，都是具有歷史、藝術、科學價
值的東西，非常珍貴。」國博面積很
大，珍貴的文物非常多， 「要用很長
時間才能走完、看完。」

位於西城區前門大柵欄歷史文化
保護區東北角的北京坊，是現今到北
京旅遊的年輕人 「朝聖網紅地」，這
裏的內部建築，是在原來的基礎上進
行了部分新建，青磚與玻璃房交錯，
新舊相融，有機結合，中西合璧，交
相輝映，把古色古香和現代氣息融合
到極致。同學們在學習之餘，亦到北
京坊 「打卡」。

香港教育大學畢業生葉朝楓表示
，在北京坊品嘗到著名的北京烤鴨和
爆肚，喝到北京特產北冰洋汽水和豆
汁， 「味道十分特別，很好吃，關鍵
還了解到了小吃背後的文化，很開眼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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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讚！中央廚房傳媒新生態
未來之星傳媒班的同學們此行重要

一站，是參訪多個互聯網、科技機構，
了解祖國的科技發展。在參觀人民日報
的過程中，同學們對利用高科技手段和
前沿理念打造的 「中央廚房」讚不絕口
，而到訪著名的電影特效製作公司 「數
字王國」，亦給同學們留下深刻印象。

作為一家 「老牌媒體」，人民日報
社 「中央廚房」利用高科技手法和前沿
理念，打破了過去媒體的板塊分割運作
模式，實現了 「一次採集、多元生成、
多渠道傳播」的工作新生態，同學們紛
紛讚嘆，更認為值得香港傳媒借鑒。

浸會大學的王亭恩表示，在報社看

到了大數據在傳播研究中的運用，獲益
匪淺。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學生黃
溙靈表示，報社科技感十足，技術很
超前，希望未來還能有機會再來參觀
學習。

在神秘的 「數字王國」，同學們親
身體驗了先進的電子科技產品所帶來震
撼感受，還看到了虛擬人鄧麗君，感受
到VR技術帶來的奇妙體驗。香港大學
附屬學院的李穎思說，在數字王國見識
了中國先進的VR技術，體驗了虛擬現
實，還細聽了工作人員介紹360鏡頭的
運作， 「可以想像，中國媒體傳播業的
前景，潛力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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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奮！名師講座探索媒體使命
今次未來之星傳媒班設有名師講座課程

，由中國傳媒大學、中央電視台、《中國青
年報》多位知名教授及傳媒界知名人物主講
，題目包括 「『一帶一路』在全球的傳播」
、 「『童伴媽媽』計劃」等涉及中國社會經
濟的發展等問題，亦有 「新媒體時代年輕人
的使命感」等聚焦新時代媒體發展的內容，
更有 「香港與粵港澳大灣區的關係」等專題
講座，可謂多元化多姿彩。

浸會大學新聞系——數據與媒體傳播專
修的王亭恩說，中國傳媒大學國家傳播創新
研究中心研究員周亭老師主講、關於 「一帶
一路在全球的傳播」的講座很吸引人， 「她
的研究是分析數據，由教授、研究生和學生

合力完成，作為專修數據新聞的新聞系學生
，我認為他們的研究很有啟發作用。」

了解留守兒童的艱辛
中央電視台著名主持人長江的 「『童伴

媽媽』計劃」講座亦獲得同學們一致好評。
嶺南大學持續進修學院陳俐妃說，講座讓她
了解到留守兒童問題，了解到他們生活的艱
辛。香港大學中文教育系學生陳鈺沂亦表示
， 「我感覺我們身在福中不知福，希望更多
青少年可以懂得自己的幸運，把握這份幸福
。」香港理工大學的梁艷芳則希望有一天，
可靠自己的力量造福社會。

在聽完《中國青年報》國內時事部主任

、首席記者劉暢關於 「新媒體時代年輕人的
使命感」講座後，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系
一年級學生嚴婉茵直言獲益良多，感慨地說
： 「記者從來都不是一個馬上能解決社會
問題的、有權力的角色，卻要勇於報道實
況，告訴大眾和政府問題所在，才能讓社
會各界深入了解，再作改善，推動社會進
步。」

香港大學政治與法律系學生朱子源表示
，印象最深的講座是中國傳媒大學漢語國際
教育中心副主任樂琦的 「香港與粵港澳大灣
區的關係」，讓同學深入了解香港與大灣區
的關係，以及香港澳門與祖國其他城市的緊
密聯繫。

◀在國新辦
觀摩新聞發
布會，獲益
良多

遊故宮 登長城 感受京味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