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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本港天氣預測

20℃-24℃
大致多雲

A1 要 聞

港生：超乎想像

培僑辦交流團 體驗灣區一小時生活圈

3月17日至20日，由香港培僑書院32
名學生和兩名老師組成的 「招商學子──
培僑明日領袖訓練計劃」 大灣區傑出領袖
訓練營（下稱 「交流團」 ），來到大灣區
內地城市廣州和深圳進行為期四天三夜的
交流考察。

17日周五下午，交流團的同學們在結
束當天課程後，便在老師帶領下乘坐旅遊
巴士到達西九龍高鐵站乘坐廣深港高鐵前
往廣州南站。 「下午5：20左右高鐵發
車，6：00就到廣州了，整個車程不到一
小時，非常快。」 交流團的姜同學感嘆，
雖然自己不是第一次坐高鐵，但每次感受
到高鐵的速度都會很激動， 「期待下次有
機會能夠在車站看到高鐵加速的過程。」

古蹟與摩天樓共存
當天晚上，交流團還乘坐遊船夜遊了

珠江，復古紅船造型的觀光船從天字碼頭
出發，一路行到廣州塔下，讓同學們看到
了珠江航道兩岸古今交替的建築風貌。
「靠近江邊有很多一百年前的騎樓，後面
又有許多高層住宅，再遠處還有很多亮着
燈的摩天大樓，最顯眼的還是有彩色燈光
的 『小蠻腰』 。」 交流團的戴倩衡同學表
示，廣州這樣多元化的建築風格平時在香
港很難見到，僅是珠江兩岸的風景就讓自

己對廣州這座城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8日廣州的行程中，交流團先後參觀

了陳家祠和廣州塔。陳家祠保存完好的傳
統嶺南祠堂式建築，以及建築裏做工精巧
的木雕、石雕、陶塑等文物展示出的嶺南
非遺傳承工藝，讓同學們讚嘆不已。登上
廣州塔頂，在摩天輪裏俯瞰廣州中軸線，
更是讓同學們感受到這座城市的高度現代
化。 「廣州在有這麼多現代化建築的同
時，還保留了許多深厚歷史底蘊的建築古
蹟，這樣包容的城市真的很難得。」 姜同
學說。

在結束廣州的參觀行程後，戴倩衡同
學感觸頗深， 「以前我和家人去過深圳、
珠海、中山等灣區城市，但一直沒來過廣
州，這次參觀讓我對這座城市有了全新認
識。」 戴倩衡坦言，以前總認為廣州是一
座老城，建築可能比較老舊，沒想到中國
最高觀光塔就在這裏，而入住的花園酒店
不僅乾淨整潔，景觀也開闊壯觀， 「我認
為了解內地的最好方式就是親身過來走一
走看一看，回去後我也會向同學們推薦廣
州。」

一改對內地刻板舊印象
作為此次交流團的帶隊老師，培僑書

院傳訊部（外務）部門主管何天祐介紹，

本次交流團活動是香港與內地恢復正常通
關後學校組織的首次內地考察，因此在路
線安排上選擇了距離香港較近的廣州和深
圳。 「大灣區傑出領袖訓練營在新冠疫情
前就有多次組織學生到內地城市交流，參
觀地點也會兼顧歷史文化和現代化發展。
今年7月我們還將組織學生深入祖國腹地，
到內蒙古去體驗生活。」 何天祐坦言，這
樣的交流能夠讓香港學生真正有機會體驗
到內地生活，感受內地城市飛速發展，也
為將來學生們進入香港社會改變港人對內
地刻板印象打下基礎。

據了解，招商局慈善基金會於2021年
起增撥資源推出 「招商局C Me Fly香港青
少年資助計劃」 ，用以幫助香港青少年全
面發展。此次大灣區傑出領袖訓練營就是
由招商局慈善基金會贊助，粵港澳大灣區
青年交流協會主辦，帶領培僑書院師生探
訪大灣區城市，19至20日在深圳的行程
中，同學們還將與深圳香港培僑書院龍華
信義學校交流，在蛇口體驗在當地菜市場
買菜做飯的生活，並於20日一早乘高鐵返
回香港上課。

責任編輯：鄭小萍 美術編輯：徐家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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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嘆廣州發展快驚嘆廣州發展快

「內地每座城市都給我不一樣新鮮
感」 、 「我特別喜歡廣州的老騎樓」 、
「我認為了解內地的最好方式就是親身
過來走一走看一看」 ……香港培僑書院
今年首個學生交流團連日來赴廣深參
觀，實地了解國家的發展，學生們興奮
地講述自己的感受。

許多港生首次乘高鐵北上，親身體
驗粵港澳大灣區 「一小時生活圈」 ，亦
感嘆廣州等內地城市建設超乎想像，特
別是廣州千年商都古蹟與現代化建築共
存的風貌讓同學們大開眼界。該校負責
人表示，隨着香港與內地恢復全面通
關，兩地通關更趨便利，今年將組織多
次學生內地交流活動。

大公報記者 帥誠廣州報道

陳家祠位於廣州市中山陳家祠位於廣州市中山
七路七路，，又稱又稱 「「陳氏書院陳氏書院」」，，

被譽為被譽為 「「嶺南建築藝術的明珠嶺南建築藝術的明珠」」。。
這這顆顆「「明珠明珠」」的的起源有個故事起源有個故事。。相傳在清咸豐年相傳在清咸豐年

間間，，仙湖街附近有一座陳氏書舍仙湖街附近有一座陳氏書舍，，招待各縣考生溫習招待各縣考生溫習
和休息和休息，，不幸被惡霸佔據不幸被惡霸佔據，，令一位陳姓考生十分氣令一位陳姓考生十分氣
憤憤。。後來陳姓考生高中並在翰林院任職後來陳姓考生高中並在翰林院任職，，他發起募他發起募
捐買地籌建書院捐買地籌建書院，，得到陳姓士紳及商賈大力支持得到陳姓士紳及商賈大力支持，，
於清光緒十四於清光緒十四年年（（18881888年年））動工動工，，18941894年落成年落成。。

祠堂佔地面積祠堂佔地面積11..55萬平方米萬平方米，，分為三軸分為三軸、、三三
進進，，共有九座廳堂共有九座廳堂、、六個院落六個院落，，堂院以至壁樑堂院以至壁樑
都布滿嶺南建築都布滿嶺南建築 「「三雕二塑一鑄一畫三雕二塑一鑄一畫」」（（木木
雕雕、、磚雕磚雕、、石雕石雕、、陶塑陶塑、、灰塑灰塑、、銅鐵鑄銅鐵鑄，，以及以及
彩繪壁畫彩繪壁畫））的高超工藝的高超工藝。。該處現為國家一級博該處現為國家一級博
物館物館，，館藏超過兩萬件館藏超過兩萬件。。19881988年被列為全國重年被列為全國重
點文物保護單位點文物保護單位。。

大公報記者陳正整理大公報記者陳正整理

陳 家 祠
嶺南建築藝術明珠▶大灣區傑出領袖訓練營的

港生到廣州陳家祠參觀。
大公報記者帥誠攝

視頻平台興起 立體化認識祖國

▲▲交流團乘坐遊船夜遊珠江交流團乘坐遊船夜遊珠江，，
同學們看到了珠江航道兩岸古同學們看到了珠江航道兩岸古
今交替的建築風貌今交替的建築風貌。。

對廣州有了全新認識

我覺得廣州和香港有相似的一面，
它們都很繁華，又有很不同的地方，廣
州有許多歷史古蹟在市中心，也比香港
更開闊，此行讓我對這座城市有了全新
認識。

培僑書院戴倩衡同學：

會再和朋友探索廣州

以前我曾經跟隨家人到過呼和浩
特、昆明等內地城市，每座城市都很不
一樣，給到我新鮮感。這次廣州的行程
我還有許多地方沒有探索，下次我還會
和朋友一起來的。

培僑書院姜同學：

激發到內地學習興趣

我們挑選參觀點時會考慮到歷史底
蘊與現代化相結合，通過交流能夠感受
到同學們對內地有了全新的認識，也激
發他們到內地旅遊、學習的興趣。

培僑書院傳訊部（外務）部門主管何天祐：

穿梭老街像回到百年前

我特別喜歡廣州的老騎樓，穿梭於
這些老街給我一種回到百年前的感覺。
街道和住宿環境都很整潔，這點和我之
前網上看到的說法也完全不一樣。

培僑書院周安琪同學：

大公報記者帥誠整理

近年隨着互聯網社交
平台的蓬勃發展，以及香

港與內地交流活動的日益頻繁，香港年
輕人了解內地的渠道也愈加多元化。

「過去我們主要依靠教授書本上的
歷史知識讓學生們了解內地的發展變
化，教學影像不夠鮮活，對於學生來說
容易感到枯燥。」香港培僑書院中文老
師林琳認為，近年隨着抖音、小紅書等
互聯網社交平台的興起，逐漸改變了香
港學生群體對內地的認知。

「短視頻平台展示了許多內地美
食、文化，同樣也引起了許多同學們的
興趣。」林琳表示，愈來愈多內地熱點
話題和流行用語在港生群體中引起共
鳴， 「對內地的了解，不僅要引起學生
們的興趣，也要通俗和高雅兼收並蓄，
這樣才能讓他們真正 『立體』的認識祖
國。」

也正是在這樣的大趨勢下，大灣區
傑出領袖訓練營完成了港生了解內地的
「最後一公里」。在珠江夜遊船上，培

僑書院的周安琪同學驚嘆廣州有這麼多
座跨江大橋，每一座的姿態樣式都不
同。 「我們向橋上的路人揮手問好，他
們也會很熱情的回應我們。」

在學校安排的行程之外，同學們也
會用自己的方式去體驗內地生活。 「回
到酒店雖然比較晚了，但我們還是嘗試
用美團App叫了一次外賣宵夜。」周安
琪開心地說，內地的外賣選擇豐富，價
格實惠，而且很快就能送到住處。

大公報記者帥誠廣州報道

特 稿
隨着香港與內

地通關，早前一直
受隔離措施影響而未能恢復的高
中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內地考察團
即將在四月初首發。本學年共列
出22個行程，涵蓋歷史文化、航
空科技等內容，目的地為深圳、
佛山、珠海、肇慶等廣東省城
市，供中四與中五學生參與。據
悉，四月有6000多位同學、60多
所學校已報名；估計約100人一

團，有60多團。五月份則有160
多所學校、約16000位同學參
與。六至八月有另外200多所學
校已報名。

公民科的內地考察屬於該科
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旨在讓
所有高中學生通過實地考察活
動，親身了解國情和國家的最新
發展，增進他們對中華文化的
認識和欣賞，提升國民身份認
同。 大公報記者鍾怡

話你知

公民科考察團 下月起陸續出發

◀◀同學們登上廣州塔同學們登上廣州塔
頂頂，，感受到這座城市感受到這座城市
的高度現代化的高度現代化。。
大公報記者帥誠攝大公報記者帥誠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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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注派48,270,680元
頭獎：1注中

每注派1,753,790元
二獎：2注中

每注派85,030元
三獎：110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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