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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來之星與吉林外國語大學同學聯誼晚會後，兩地同學
依依不捨、合影留念

同
▲學 們 分 別 向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駐 遼 寧 聯 絡 處 署 理 主 任 郭 安
淇（右三）、吉林外國語大學校黨委副書記苗晶（左二）
贈送未來之星團服

長春開班同上一堂課 兩地青年互相學習

未來之星冬聚吉林見證工業騰飛
大公報記者

盧冶（文、圖）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青少
▲
年交流中心主任兼未來之星同
學會專職副主席李華敏寄語青
年用腳步丈量吉林

長春大學教授金海峰為同學
▼
們帶來一堂 文化自信 課

同
▲學們參觀下雪後的長春規劃展覽館

未來之星

12月23日，2019 「未來之星．從香港出發──冬聚吉林
」 活動在吉林省長春市正式啟動。來自香港大學、香港中文
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嶺南大學、香港
恒生大學、香港樹仁大學、香港公開大學李嘉誠專業進修學
院、明愛專上學院等九間大學大專院校的20名同學，在當地
開展為期六天的參觀訪問交流活動。

訪長春規劃展覽館 品讀城市名片
【大公報訊】記者盧冶報道：平安
夜（24日）的上午，同學們來到了被譽
為 「城市之花」 的長春市規劃展覽館參
觀。
遠遠望去，香檳色的花瓣式建築恢
宏大氣、別具特色，在這裏，大家領略
到了長春的歷史與現狀，還看到了這座
城市的未來藍圖。

長春市規劃展覽館目前是全國展示
區域最大、科技運用最為豐富的專業性
展示場館。這裏集中展現長春市的歷史
、現在和未來，還承載着學術交流、旅
遊休閒、宣傳教育基地的作用，已成為
長春的標示性建築、文化名片、城市客
廳。
香港樹仁大學的劉同學參觀後告訴

記者，展覽不僅圖文並茂，還有動態視
頻，有很好的感官體驗。長春的基礎設
施建設，尤其是路網規劃，都很合理。
交通主、輔線環環相扣，利於各方面的
往來和聯通，參考了國外首席城市規劃
，可以很好的為市民提供生活方便。從
中心鋪展開來，有很大的輻射的作用，
給未來的發展帶來很多好處。

鐵路客車的檢修能力，並正在積極拓展
城鐵車檢修以及運維服務業務。
參觀中，在 「一帶一路」 軌道裝備

活動為契機，開闊視野，為未來發展做好準
備，為祖國的發展和香港的繁榮貢獻力量。
開班儀式上，中國文化網絡傳播研究會
副會長、長春大學博士生導師金海峰教授向
同學們講述 「文化自信的歷史淵源和魅力」
，希望同學們具備擔當意識，立大志向，有
大胸懷，成就有高度的人生選擇和人生視野。
香港中文大學的吳同學發言說，今次活
動的行程安排，會讓大家更了解內地在科技
方面的發展，獲取知識和經驗。她希望交流
團成員能夠作為先鋒者，把這次體驗傳達給
更多香港的同學，讓身邊的朋友更了解祖國。
吉林外國語大學的王伽思涵同學對香港
同學說： 「希望通過這次交流活動，可以聽
你們講港珠澳大橋，講銅鑼灣，講維多利亞
港，講太平山，講香港回歸這20多年來的故
事，這些都是我非常感興趣、非常喜歡和嚮

港島地鐵線，就是由我們長客生產的地
鐵車。」
平時只是坐地鐵，如今有機會親眼

。」

啟動儀式後，同學們參觀了吉林外國語
大學。據該校黨委副書記苗晶介紹，吉外大

），探訪 「中國製造」 亮麗名片。
「目前年生產量是多少？」 「我們
掌握全部的核心技術嗎？」 「中車怎樣

走向世界展板前，同學們不約而同的停
下了腳步，李桐介紹，目前，該公司已
經出口到泰國、新加坡、美國、巴西等

看到生產過程，同學們都興奮不已。香
港科技大學計算機系陳同學就對復興號
的計算機技術讚嘆不已，參觀中，她的

展脈絡和工業科技成就，並到偽滿皇宮博物
院、長影舊址博物館、砂之船（中東）奧萊
和新天地購物公園等地，感受當地歷史文化

參與國家 『一帶一路』 戰略規劃的？」

20多個國家和地區，累計金額超過120
億美元。李桐為同學們舉了一個身邊的
例子： 「同學們在香港坐的西港島和南

關注點一直在於高鐵行駛中如何讓動力
部分運轉同步，不僅車頭有動力，車廂
也有動力，她直言，這是一項技術創新

與市民生活。活動期間，同學們還將到長春
廟香山國際溫泉滑雪度假區，體驗滑雪，領
略與香港截然不同的冬季風情。

高鐵時代影響着每一個人的生活，來到
高鐵生產車間，同學們不斷提問。

﹂

吉林」 活動由未來之星同學會、香港特別行
政區政府駐遼寧聯絡處作為主辦機構，由吉
林省港資企業協會作為贊助機構，由香港大
公文匯傳媒集團作為支持機構。今次活動得
到年度資助機構同心俱樂部和莊紫祥慈善基
金會的鼎力支持。
活動期間，香港青年先後參訪了長春規
劃展覽館、中車長春軌道客車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第一汽車集團有限公司、長光衛星技
術有限公司，了解東北老工業基地城市的發

參觀高鐵組裝 驚嘆科技先進
【大公報訊】記者盧冶報道：來到
聖誕日（25日）上午，同學們走進中車
長春軌道客車股份有限公司（中車長客

「未來之星．從香港出發」 交流團於
2017年首次走進吉林，至今已連續舉辦三年
，深受香港青年喜愛。吉林省是新中國重工
業基地，也是頗具自身發展特色的省份。今
年適逢新中國成立七十周年，未來之星將以
此次活動為契機，更多了解祖國歷史文化和
日新月異的發展變化。
2019 「未來之星．從香港出發─冬聚

﹁

據中車長客團委副書記

，對於她來說也是一次學習
的機會，此次收穫頗豐。同
行的謝同學則認為，高鐵的

李桐介紹，中車長客經營業
務主要由研發試驗、軌道客
車新造、檢修及運維服務三

出現，讓很多背井離鄉的上
班族賺取了與家人團聚的時
間，鐵路亦令我國的交通網

大部分組成。目前具備年產
180至200列輛動車組、4000
輛城鐵車、600輛普通鐵路客

日益完善，中車的高鐵流通
全國以及世界各地，背後是
對質量的認真要求，從研發

車的新造能力，以及年檢修
300列動車組及1000輛普通

到生產，當中的努力和辛勞
是不能看低的。

出口超過20國家地區

▲參觀完中車長客，同學們感嘆 「中國速度」

親睹紅旗車生產 同學大讚好酷

往的地方。香港永遠是我心中最美麗的港灣

參訪吉外大 走進地球村

郭安淇勉港生開闊視野

是全國第一所更名為 「大學」 的民辦高校，
致力於培養具有家國情懷和國際視野，通曉
國際規則的高素質應用型、複合型、外向型

開班儀式由交流團成員和吉林外國語大
學的20位大學生共同參加。香港大公文匯傳

外語外事人才。在參觀該校綜合性語言文化
實踐教學基地 「地球村」 時，香港樹仁大學

媒集團青少年交流中心主任兼未來之星同學
會專職副主席李華敏致辭說，未來之星讓來
自不同地方的青年人走在一起，因為不同而

的劉同學說，這次有幸在吉林看到了外向度
如此高的大學，地球村對異國生活、工作場
景的還原非常有特色，適合香港同學前來學

驚喜，因為驚喜而願意學習和了解，大家 「
同上一堂課」 和諧交流，令人感動。
香港特區政府駐遼寧聯絡處署理主任郭

習、交流。香港理工大學陳同學則認為圖書
館的 「朗讀區」 給學生提供大聲說外語的空
間，不同於一般圖書館的 「靜謐」 ，這是香

安淇在啟動儀式上致辭，希望同學們以此次

港的大學可以借鑒的。

在年輕人聚集的新天地，
▼
同學們與皮卡丘一起過聖誕

打卡新天地喜遇老朋友

【大公報訊】記者盧冶報道：長春
市又有 「汽車城」 之稱。未來之星一行
於25日來到中國第一汽車集團有限公司

程序，再到兩條檢測線，最後試車跑道
，學生們看得清清楚楚，讚口不絕。對
車輛組裝十分感興趣的香港理工大學張

，參觀新中國第一輛汽車的生產地。
長春一汽是世界上最先進的汽車製
造商之一。生產出第一輛國產汽車、第

同學就興奮不已，他稱讚一汽技術現代
化，偌大的車間卻並沒有很多的工人，
這在他眼裏是一件非常 「酷」 的事。

公園，度過一個特別的聖誕。
長春中東新天地購物公園被稱為 「城市
的會客廳」 ，是年輕人的 「打卡」 地， 「網

一輛國產轎車、第一輛國產越野車，一
汽濃縮了中國汽車工業半個世紀的發展
歷程。從第一汽車製造廠至今，一汽已

據講解員馮婉婷介紹，每年，要從
這個車間 「走」 出26萬輛車，發往全國
各地。她說： 「如今，一汽不僅有老牌

紅」 商場十分熱鬧，同學們親身感受活力和
熱情氣氛。
香港樹仁大學的黃同學還在這裏看到了

紅旗車 『當家』 ，面對能源動力和消費
需求的全面重塑，還在研發生產中加入
了數字化、電動化、智能網聯化等未來

「老朋友」 皮卡丘（港譯：比卡超）。他是
皮卡丘的忠實粉絲，能夠和本地市民共同參
觀新天地的大偵探皮卡丘主題展全國巡迴展

據黃同學介紹，國人版權意識提高，正版授
權的皮卡丘展覽很難遇到，此次看見了就要
玩個夠，對於他這個 「動漫粉」 來說，真是

課題。」

，對於香港同學們是一個 「意外的驚喜」 。

一個難忘的聖誕節。

經走過了半個多世紀，如今，遠道而來
的香港同學們走進一汽的生產車間，親
眼觀看一輛車是怎樣 「煉成」 的。
在一汽奔騰總裝生產車間，專門為

▲長春一汽紅旗文化展覽館展示着歷
代檢閱車，同學們為紅旗車點讚
來訪者開闢出一條參觀線，從拆車門、
一次內飾線、底盤線、二次內飾線四道

特寫

今次未來之星吉林行期間
，正值聖誕節，學生們在年輕
人愛到的長春中東新天地購物

（大公報記者盧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