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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代通識教育科的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公民科），要求學生高中三年
內須到內地考察。有關活動有助學生了解國家日新月異的發展，卻因疫情
阻礙一直未能實施。隨着兩地恢復通關，教育局局長蔡若蓮昨日表示，全
港中五學生最快能在四月啟程，初步預計會推出不少於12條一至三天廣東
省（包括大灣區城市）的行程，而且教師交流團亦可同步進行。

據了解，具體的安排當局會於農曆年後盡快通知學校。學界歡迎有關
安排，並普遍認同心態上 「已Ready」 。

公民科內地考察 最快四月啟程
蔡若蓮：先安排參加廣東省一至三天團

大公報記者 張凱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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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所有行程和參訪點將
按實際情況，如參訪點開
放日期及當地天氣狀況
等，作出調整。

07 肇慶的文化
遺產保育與傳
承內地考察

03 佛山及廣州
的嶺南文化內地
考察

08 河源環境
保護內地考察

04 澳門、珠海
歷史文化及藝術
創意內地考察

05 中山研修行
內地考察（中山
歷史文化和建
築藝術）

06 惠 州 創 新
科技內地考察

02 南沙、前海
的經濟發展和粵
港合作內地考察

01 廣州、東莞
歷史文化內地考
察

兩天行程

18 潮州的文化遺產
內地考察

13 佛山文化遺產保
育及傳承內地考察

17 韶關丹霞山的文
化遺產內地考察

12 深圳經濟發展及
文化保育內地考察

15 陽江的海上蛛網
之路及開平的文化遺
產內地考察

10 廣州、東莞創
新科技內地考察

16 肇慶的文化遺產
保育內地考察

11 廣州、珠海經
濟發展內地考察

09 廣州海上絲路
歷史文化及農業科
技內地考察

14 開平的文化遺產
保育及傳承內地考察

三天行程 四天行程
19 福建省歷史文化及
海上絲路內地考察

五天行程
20 湖南省歷史文化及
環境保育內地考察

21 貴州的民族文化及
自然天文內地考察

學生盼考察行程長些學生盼考察行程長些

就讀於東區一間官立中學的陳同
學一看到有關考察學習的新聞，就截
圖與父母分享。他表示自己想參加內
地考察團，了解更多課堂以外的內
容；還說去年看到學生考察的行程，

就很期待，但不知道何時可以啟程，
「這三年疫情都很少出門，如果有得
選，希望可以選時間長一點的，例如
去認識一下福建不同地方。」

陳同學又認為，如果行程只有兩

天感覺太短，可能沒太深感受，甚至
像是去普通旅行， 「住一晚，食三餐
飯就回港了，我想看一些普通旅遊行
程去不了的地方。」

大公報記者李清

▲▲教育局為高中學生赴內地交流提供教育局為高中學生赴內地交流提供2121個行程選擇個行程選擇。。
圖為兩地學生在進行團體遊戲圖為兩地學生在進行團體遊戲。。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公民科內地考察行程選擇

【大公報訊】昨
日年初三，本港天氣
轉冷，天文台於昨日
中午發出兔年首個寒

冷天氣警告，天文台錄得最低
12℃，大帽山低至2.4℃；預測今
早市區氣溫將降至10℃，新界會再
低2至3度，自動分區天氣預報顯
示，打鼓嶺今日低至只有5℃。

另外，疫情進一步回落，本港
昨日新增1987宗確診，相隔半年，
確診數字再次回落至1000宗水平，
按日減少12.51%。醫管局昨日呈
報36宗確診死亡個案，七日平均死
亡人數回落至42人，累計死亡人數
13203人。

【大公報訊】昨日是大年初三 「赤
口」 ，傳統不宜拜年，大批善信到沙田
車公廟和黃大仙祠拜神祈福。在車公
廟，昨日截至下午五時半，有逾2.6萬
人次進廟。

食物環境衞生署因應檔戶意見，昨
日移除部分鐵馬，方便善信進入車公誕
市場。有檔戶表示，新安排下，人潮和
生意均較前一天好。

同樣香火鼎盛的黃大仙祠昨日早上
七時半開放，不少人按照習俗求籤，希
望黃大仙指點迷津。祠內的太歲元辰殿
於整個正月免費開放予犯太歲的善信入
內參拜，即生肖屬兔、雞、馬、鼠、龍
的人士，可憑身份證免費入內拜太歲。

兔年首發寒冷警告 今降至10℃2.6萬善信赤口拜車公祈福



▲本港昨日天氣寒冷，有人大衣
裹身，有人短袖示人。

大公報記者林良堅攝

▲

掃一掃 有片睇

根據去年教育局發通告，局方提供
21個行程供學校安排予學生參加，其中
多為2至3天的行程，最長的4至5天考察
則有3個。蔡若蓮表示，通關之初會先安
排學生參加在廣東省內的1至2天團，最
少有12個不同行程。而4至5天團的行程
則要在年底才可安排。

蔡若蓮期望校方可以把握4月的復活
節假期進行，局方將負責安排內地考察行
程、出發前簡介會及考察後分享會等，亦
將會與內地部門商討防疫控疫安排。校方
只需安排和組織學生參加即可。

教師團名額約800個
對於是哪12條路線率先獲安排的問

題，教育局發言人回應大公報記者表示，
局方會提供足夠考察名額，具體安排會於
農曆年後盡快通知學校。

此外，蔡若蓮更提及，4至5天的教
師團同樣會在下學期出發，局方為此提供
約800個名額。不過與學生相比，教師團
在對國家的認識上將會更深入。

對於學生交流團將能成行，學界對
此均表示歡迎。立法會教育界議員朱國強
表示，學校在早前已着手進行相關準備，
形容心態上 「已Ready」 ，他更認為，近

年內地的發展在不同方面都很成熟，內地
考察很有必要，也非常有價值。

朱國強表示，就他接觸的校長，大
多傾向四月盡快出發，以免影響中五生考
試，且大都選擇較近的地點，如廣州、南
沙、前海及佛山等行程。他更認為，有部
分學校希望可在行程期間去探望姐妹校，
因此姐妹學校的地點亦是學校的考慮因素
之一。

提醒學生辦理回鄉證
出行除了選擇行程很重要，亦要考

慮諸多安排。香港津貼中學議會主席李伊
瑩表示，是次考察規模龐大，而不同學校
的準備情況不一。她認為，準備得比較好
的學校可選擇早點開始，而較多困難的學
校，可考慮選擇六至八月的一天考察團。

朱國強則透露，學校及老師最關注
其實是證件的問題，他覺得要提醒學生快
些辦理回鄉證，以免到時因證件問題而無
法成行。

香港津貼中學議會更建議學校，因
活動屬疫後首次大規模考察，學校宜仔細
準備各種情況的應變措施，草擬清晰指引
和進行適當的分工，並與相關家長、老師
及學生清楚說明安排細則及注意事項。

▲風車轉不停，好運接踵
來。 大公報記者林良堅攝

《流浪地球2》何時上映？馬照跑活力四射 抓機遇前程似錦

清水河

內地春節電影票房大旺，三
日錄得30億元人民幣進賬，業內人
士更估計總數或破90億元人民幣，
打破歷年紀錄。但與之形成鮮明
對比的是，在內地大賣的所有新
春電影，竟然沒有一部在香港上
映，令人費解。

三年疫情一過，內地迎來罕
見的觀影熱潮。而上映的電影，
也堪稱部部精彩。例如，有劉德
華參演的科幻片《流浪地球2》、
張 藝 謀 導 演 的 懸 疑 片 《 滿 江
紅》、梁朝偉參演的諜戰片《無
名》、向國手致敬的《中國乒乓
之絕地反擊》，此外還有國漫
《深海》等等。不論是導演、演
員還是類型，都令人期待。

但所有這些電影，至今沒有
看到任何關於香港會否引進、何
時上映的消息。是電影不夠吸引
力，還是香港觀眾不喜歡？

其實，《流浪地球》第一部
在2019年就曾在港上映，取得不錯
的票房。《長津湖》首部也獲得
1500萬元票房。因此，並不存在港

人不喜歡內地電影的情況。更何
況，今年電影中還有像劉德華、
梁朝偉以及王一博、周迅等港人
熟悉的演員，影迷無數，又豈會
「不感興趣」 ？

長期以來，香港一直和美國
電影同步，卻不會和內地電影同
步。以2021年的《長津湖》為例，
在香港影迷不斷呼籲之下才上
映，但已遲了近兩個月之久。原
想有此經驗後，本地業界會有所
變化，不料仍然如此，不能不說
令人失望。

一部電影是否上映，當然要
考慮各種因素，發行商、院線以
及電影製片商等也有各自的考
慮。但不可否認的是，一些固有
的思維定式或偏見，嚴重限制了
香港影院市場發展。作為一個國
際都會也是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
心，豈能只關注西方電影，而無
視內地電影？

好電影不缺觀眾，更不缺市
場，兩地院線何時能
做到同步上映？

時隔兩年後首個允許觀眾入場的
「農曆新年賽馬日」 ，旺丁又旺財。兩

個馬場共吸引8萬多人入場，創三年來
新高，而投注額更是錄得20.6億元的史
上新高。經歷了2019年的黑色暴亂以及
三年來的疫情，香港恢復了活力，曾經
中斷過的 「馬照跑」 ，如今以新的姿態
和新的紀錄，向世界宣示着 「香港回來
了」 。香港的獨特地位和優勢，資本主
義的生活方式，不僅沒有消失，反而得
到了新的發展。用好這些優勢，抓住歷
史機遇，香港必定前程似錦。

「馬照跑」不僅僅指的是賽馬活動，
這句話的深層意義在於，香港獨特地位
和優勢得到延續。早在1984年，鄧小平就
說過， 「中國政府為解決香港問題所採
取的立場、方針、政策是堅定不移
的」 ，回歸祖國之後，香港現行的社
會、經濟制度不變，法律基本不變，生
活方式不變，香港自由港的地位和國際
貿易、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變，香港可
以繼續同其他國家和地區保持和發展經
濟關係。其中提到的 「生活方式不
變」 ，後來被形象地描述為 「股照炒、
馬照跑、舞照跳」 。

香港發展與 「馬照跑」 密切相關。
的確，回歸以來，香港不僅 「馬照
跑」 ，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各項發展
都取得了新的突破。而過去二十多年
來，唯一一次非因天氣因素或悼念活動
而中止正常賽馬活動的，就發生在2019
年黑暴期間。當時在暴徒威脅之下，一
天內的八場賽事全部取消，損失數以十
億計。在反中亂港勢力破壞之下， 「馬
照跑」 無法實現，香港發展受阻。而因
疫情原因，過去兩年許多賽馬活動也要
改期或取消，香港發展也受到了阻礙。

「馬照跑」 有如一個 「晴雨表」 ，
從側面反映香港發展的快和慢、順利還
是受阻。而昨日的這場農曆新年賽馬
日，逾8萬市民與遊客入場以及破紀錄
的投注額，也是從一個側面說明了香港
澎湃的活力、所擁有的巨大機遇，以及
無與倫比的獨特優勢。事實上，在中央
一系列組合拳之下，香港實現由亂到治
邁向由治及興，發展迎來新氣象。不僅
是 「馬照跑」 ，近期股市表現耀眼，在
通關好消息之下，新春佳節期間香港社
會一片歡樂氣氛。看賽馬的觀眾回來
了、遊客回來了，香港也回來了。

無數的事實證明，香港總能在一次
又一次的挑戰中安然渡過，並且獲得新
的發展，根本原因在於有 「一國兩制」
的制度保障，有 「背靠祖國、聯通世
界」 的優勢，更有中央的大力支持。在
去年 「七一」 重要講話中，習近平主席
指出，中央政府完全支持香港長期保持
獨特地位和優勢，鞏固國際金融、航
運、貿易中心地位，維護自由開放規範
的營商環境，保持普通法制度，拓展暢
通便捷的國際聯繫。

有中央的大力支持，香港更要發揮
好自身獨特優勢，把握住歷史機遇，鞏
固提升競爭力，早日建設成國際創新科
技中心、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等 「新
四大中心」 ，更好地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當中，尤其需要香港積極參與國際
交流合作，在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
增強國際吸引力，在積極參與國際合作
競爭中提升比較優勢。

做好 「發揮香港所長、貢獻國家所
需」 這篇大文章，香港一定大有可為、
風光無限，也一定能在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進程中作出新貢獻。 「馬照跑」 的香
港，昂首向前！



▲車公殿內人頭湧湧。 大公報記者林良堅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