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次活動由 「未來之星同學會」 和天

津市政協港澳台僑和外事委員會共同舉辦

，並得到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天津市

委統戰部的鼎力支持，以及深圳同心俱樂

部和莊紫祥慈善基金會的年度資助。

來自中文大學、浸會大學、理工大學

、城市大學等17所高校以及何明華會督銀

禧中學、東華三院張明添中學的61名學生

，參訪了國家超級計算天津中心、世界最

大的大型航天器AIT中心等國際化高精尖

項目，以及五大道歷史文化街區、末代皇

帝溥儀故居等地，體驗中華文化上下五千

年的沉澱之美。

姜亞兵寄語要學獨立思考
結業儀式上，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

董事、未來之星同學會主席姜亞兵表示，

通過八天交流學習，同學們在了解天津百

年歷史發展變遷的同時，也從現時天津的

巨大變化中，感悟到祖國40年來的改革開

放建設取得非常驚人的進步，這一切都加

深了同學們對祖國國情的理解和認識，增

強了自己作為中華民族一分子的認同感和

自豪感。他又寄語香港同學，要學會獨立

思考，把在天津學習到的中國百年前苦難

多艱的歷史，與當下香港的現實發展結合

起來，認真體會什麼是國家所需和香港及

個人所長，努力尋找自己的發展方向。

陳清霞勉做兩地交流使者
全國政協委員、未來之星同學會榮譽

主席陳清霞表示，同學不僅通過歷史、人

文、科技、藝術等多維度了解了天津，還

通過交流增進了兩地青年友誼。她指出，

社會穩定是同學們發展的基礎，希望同學

從自己的前途考慮，做兩地交流使者，支

持特區政府在改善經濟民生領域的工作。

冀國強盼港青多「回家」看看
「少年強則國強。」 天津市委常委、

統戰部長冀國強說，祖國擁有廣闊的發展

空間，希望香港青年朋友用知識武裝自己

，增強辨別是非能力，深化對祖國內地的

了解，強化國家意識，旗幟鮮明支持特區

政府止暴制亂，積極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

定，推動津港兩地各領域交流，為實現中

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共同奮鬥。同時，他亦

指出，今年恰逢新中國成立70周年，希望

香港青年能夠多 「回家」 看看，感受祖國

日新月異的發展。

港生走進清華學國情 體驗祖國歷史文化
【大公報訊】記者江鑫嫻，實習記者

韓昕媛、謝文博北京報道：由香港大公文

匯傳媒集團、未來之星同學會主辦，清華

大學承辦的2019 「未來之星．中國國情

教育課程班」 ，12日在清華大學舉行開班

儀式。來自香港大學、中文大學、城市大

學、理工大學、浸會大學等十餘所高校的

30多名大學生，以及香島中學和福建中學

的20名中學生齊聚北京，展開八天訪問學

習之旅。

多位來自清華大學、國防大學、商務

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北京師範大

學的知名專家為港生授課，內容涵蓋 「一
國兩制」 與香港基本法，中國夢、強國夢

， 「一帶一路」 建設與粵港澳大灣區發展

前景，從文化產業到創意經濟，青年領導

力培養與提升等不同課題。學員們還會參

訪國務院新聞辦、天安門國旗護衛隊、解

放軍三軍儀仗隊等機構，並遊覽參觀中國

國家博物館、故宮、長城、圓明園等地，

更全面了解祖國歷史文化及風土人情。

張文雪勉增強使命感
清華大學繼續教育學院黨委副書記張

文雪熱烈歡迎同學們的到來，希望大家從

清華不僅帶走知識、情誼，更帶走清華文

化與精神，從中涵養自信，增強使命感，

並將個人的發展與香港、國家的發展緊密

結合起來，以更高的站位和更寬的視野，

積極融入和參與國家發展，服務香港建設

。清華大學願意繼續與香港各界保持溝通

，拓展更寬更深的交流渠道，為香港各界

人士，尤其是香港青年學生深入了解內地

發展，作出力所能及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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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團團

長秦占國表示，同學們會到國家有關部門

並在清華大學聆聽一系列頂級專家學者詳

解國情，有助大家系統、直觀地認識祖國

的過去、現在和將來，了解國家所需、香

港所長，結合個人理想，更準確地鎖定發

展道路。

秦占國籲擔時代重任
秦占國續表示，今年正值建國70周年

，70年來香港與祖國內地同呼吸、共命運

，共同締造了舉世公認的非凡成就，也必

將通過自己的努力、發揮特殊作用，與祖

國內地一起共享繁榮富強的偉大榮光。同

時，今年亦是 「五四運動」 100周年，希

望同學們繼續發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 「
五四」 精神，擔起時代重任，振興民族。

出席開班典禮的嘉賓還包括清華大學

港澳台辦公室行政事務運行主任楊慶梅，

清華大學繼續教育學院港澳台學術文化交

流中心主任李鳳霞，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

團財務審計部總經理、未來之星同學會副

主席秦道武，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北京

新聞中心副主任孫志等。

「未來之星同學會」 自2005年成立

至今，總計帶領逾6000名同學到內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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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未來之星．香港青少年天津交流團」 18日
在天津市迎賓館舉行了隆重的結業典禮。同學們紛紛
表示，通過在天津的一系列參訪和交流，感受祖國內
地改革開放的建設成就，也看到天津作為國家中心城
市和北方最大的沿海開放城市，在國家發展建設中發
揮的重要作用，通過對當地歷史文化的學習，了解當
地發展的歷史變遷，觸碰中華傳統文化的魅力。

大公報記者 朱燁（文、圖） 張聰（文）天津報道

天津交流團結業 未來之星大豐收
感受改革開放成就 領略中華文化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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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之星學員在京首三

天，已在清華大學聆聽清華

大學、國防大學以及商務部國際貿易

經濟合作研究院的知名專家主講的有

關中國夢、強國夢， 「一帶一路」 建

設與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前景，從文化

產業到創意經濟，以及清華大學歷史

與文化等方面的課程。同學們紛表示

，講座令大家全面了解內地政治、經

濟、軍事、文化發展，獲益良多。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

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區域經濟合作中

心主任張建平為港生開講，題為 「 『
一帶一路』 建設、粵港澳大灣區規劃

與香港發展前景」 ，詳釋 「一帶一路

」 倡議體現的新一輪改革開放頂層設

計思維、當中香港的角色與作用，以

及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經濟一體化的戰

略意義。國防大學教授孫旭的 「中國

夢、強國夢」 主題講座也受到港生的

關注。當科技大學的曾柏皓問到 「美
國不斷提出中國威脅論，中國如何應

對」 時，孫教授回應稱，中國要加強

自我發展，做到 「有勇氣、有智慧、

有力量、有準備」 ，方可在複雜多變

的國際環境下實現 「中國夢」 。

（大公報記者 江鑫嫻 實習記者
韓昕媛、謝文博）

聽名師講座 實踐中國夢

未來之星

目睹高精尖技術之後

， 「未來之星．香港青少

年天津交流團」 步進傳統

藝術體驗之旅。在天津藝

術職業學院，團員們不僅聆聽了一場

生動的京劇鑒賞講座，更有機會上台

學習唱念做打的基本功。其中兩名團

員分別穿戴上了楊貴妃和駙馬爺的裝

扮，一顰一笑，似模似樣。

線簾、網子、髮簪、水紗、鳳冠

……隨着舞美老師熟練的動作，一套

貴妃醉酒的裝扮逐漸展露出來。南加

州大學的何沛芝驚喜地看着鏡子裏不

斷變化的自己，她摀住嘴頻頻低聲說

道， 「天哪！」 理工大學的陳子龍則

穿上了駙馬爺的婚服，紅彤彤映着幾

分喜慶。在京劇老師的指導下，他們

或翹起蘭花指，或捋着鬍鬚，竟真有

七八分像。台下的同學們紛紛舉起手

機錄像、拍照，結束後還一擁而上與

兩位同學合影。

「真的感到太新鮮了，這種體驗

機會恐怕再難有。」 其他未能扮相的

同學們則主動要求學舞槍耍棒，他們

圍着老師絮絮地詢問各種關於京劇的

問題，從唱腔念白的表現形式到京劇

行當的區分方式等等，上到旅巴後，

大家還在互相分享照片，談論不斷。

「第一次如此近距離感受到國粹藝術

的魅力，很有趣很新鮮。」 同學們激

動地表示， 「與電視電影的情緒表達

也很不一樣，以後有機會還希望再多

了解京劇。」
（大公報記者 朱燁 張聰）

扮貴妃駙馬 京劇初體驗

「我哋大家用艱辛努

力寫下那不朽香江名句，

放開彼此心中矛盾，理想

一起去追，同舟人誓相隨

。」 結業儀式後，天津市委常委、統

戰部部長，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董

事、未來之星同學會主席姜亞兵，全

國政協委員、未來之星同學會榮譽主

席陳清霞等領導，與香港青少年們同

唱《獅子山下》，將聯歡晚會推向高

潮。

同學們以組為單位，分別獻上小

提琴、可愛舞蹈、cup song、歌唱《

紅日》、香港兒歌串燒等或創意、或

經典的表演。其中，理工大學的陳子

龍的長拳表演，氣勢逼人，現場陣陣

叫好；緊接着另一位男同學的甩手舞

又將氣氛帶向了第二個高點，笑聲掌

聲不斷。每組在台上表演時，台下同

學們也不忘互動，要麼舉起手機手電

筒，像熒光棒一樣揮舞，要麼全程跟

唱，拍手打節奏。歡樂、融洽、又和

諧的氛圍充斥現場，人人臉上都掛着

笑容。那一刻，彷彿時光凝結，歲月

靜好。

（大公報記者 朱燁 張聰）

合唱《獅子山下》理想一起去追

▲2019 「未來之星‧中國國情教育課程班」 12日在清
華大學開班 大公報記者江鑫嫻攝

▲港生現場聆聽 「 『一帶一路』 建設、粵港澳大灣區
規劃與香港發展前景」 講座 大公報記者江鑫嫻攝

▲港生領取結業證書，喜形於色

◀未來之星的同學們參加 「津港澳青少年交流基地」 揭牌
儀式

▲港生體驗京劇扮相

▲香港青少年表演舞蹈

▲結業儀式後港生表演長拳，氣勢逼人

京艷

喜舞

氣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