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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港生賀國慶 參與拍《少年中國說》MV
2022年9月22日（星期四）

蔡若蓮囑年輕一代為國為港獻力 成為國家未來棟樑

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3 周年，又適逢香港特區成立 25 周年，香港教育局課
程發展處邀請來自 41 間中小學超過 400 名學生走出校園，參與拍攝《少年中國說》音
樂錄像 MV，透過音樂、朗誦、武術、舞蹈及書法等藝術形式，以多元才藝體
現「少年強則國強」的精神，同心祝賀國慶。教育局局長蔡若蓮昨日表示，少
年是國家未來的棟樑，今次拍攝展現出香港年輕一代的朝氣和活力。她表示，
過去數十年國家創造了一個又一個奇蹟，寄語青少年人在為祖國強大興盛感到
自豪的同時，也應該敢於擔當，為香港、為國家的發展作出貢獻。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
年中國說》MV 已上載至教育局 YouTube 頻道
《少（https://youtu.be/yEym-D3dsg8）及教育多媒

體 網 頁 （https://emm.edcity.hk/media/t/1_zdcnlcfo）。蔡若蓮昨日在 Facebook 撰文介紹，《少年中國
說》是梁啟超所寫的一篇文章，文中頌讚年輕人的朝
氣，為國家帶來進步，而內地唱作人許嵩及填詞人二水
節選了文中部分內容，創作了同名歌曲。
她很高興看到同學們積極參與今次 MV 的拍攝。除了
展示多元才能外，近 30 名中小學基本法學生校園大使
亦於片段中進行升國旗儀式向國旗致敬，以示對國家象
徵和標誌的尊重。在迎接國慶日之際，她邀請大家一同
觀賞短片，並祝願國家富強興盛、國泰民安。

200 同學以普通話
「誦」
國慶
有關的 MV 長逾 5 分鐘，以鏗鏘有力的「少年智則國
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自由則國自
由」朗誦聲引入。超過 200 名同學，分別在西九文化
區的不同新地標，以普通話齊「誦」國慶，還有多間
中小學的童聲、男聲及女聲合唱團，以歌聲唱頌中華
文化的優美樂章。藉此祝願年輕一代，懷着少年的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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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自強不息；更願中華民族，載着豐厚的歷史，與
天不老。
錄像中也加入了中國民歌《茉莉花》的旋律，以中
西樂器共同演奏，突顯香港中外文化交融的特色。同學
們以中華民族舞蹈於維港海濱，隨着《茉莉花》的優美
旋律，翩翩起舞，舞出動感，頌賀國慶。

教育局：重視中華文化學習
教育局表示，局方非常重視中國歷史和中華文化學
習，持續推出多元化的活動和學與教資源，弘揚中華
文化，同時協助學校提升教學成效。透過欣賞和歌唱
此曲，學生可了解歌詞的意義及歌曲中蘊含的意境，
加深對中華文化的認識，培養家國情懷和國民身份認
同。
教育局表示，去年公布的《價值觀教育課程架構》
（試行版），特別以《少年中國說》為示例撰文，讓學
生透過閱讀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今次以此作為音
樂錄像的主調，並邀請不同才藝的青少年參與製作，以
展現香港學生的氣魄，寄語香港年輕一代要努力自強，
為香港、為國家、為世界作出貢獻。

◆武術表演。

研新半導體材料 周圓圓獲「優青」資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國家自
然科學基金「優秀青年科學家基金項目
（港澳）」早前公布 2022 年度結果，
香港浸會大學物理系助理教授周圓圓憑
其「鈣鈦礦半導體材料與光電器件」研
究，成為項目得主之一，他可獲人民幣
200 萬元資助金額，直接「過河」支持
在港開展研究。
周圓圓的研究圍繞新型鈣鈦礦半導體
材料，旨在透過探索材料科學前沿，研
發新一代光電能源科技，期望成果有助
於促進材料學與半導體物理、化學等學
科的交叉融合，及對國家建設低碳智慧
社會提供關鍵技術支撐。

◆周圓圓
浸大圖片
◆周圓圓研發的鈣鈦
礦太陽能電池。
浸大圖片

周圓圓表示，「優青（港澳）」項目
是國家給予港澳青年科學家們的莫大幫
助，作為獲獎者之一，真真切切感受到
國家關懷。200 萬元的資助，對青年科
學工作者來說是非常可觀的項目經費，
有助他在未來實現科學想法，又感謝評
審過程中專家們給予了非常具有建設性
的意見和建議，讓他對未來研究工作有
更豐富的思考。
「優青」項目自 2019 年起開放予港
澳共 8 間大學的年輕學者申請。各大學
早前先後公布了獲資助的情況，連同周
圓圓在內，今年香港共有 6 所大學總計
23人獲選。

1941 年 12 月 8 日 早
上，日軍越過深圳河入
侵香港，爆發歷時 18
天的香港保衛戰。12
月 25 日，港督楊慕琦
爵士向日軍投降，開始
了香港三年零八個月的黑暗歲月。這段香港
抗日的歷史，有什麼動人心扉的故事？以下
分享當中一些最觸動人心的故事︰

秘密助脫險 救 800 餘人
「秘密大營救」︰香港淪陷前，大量積極
抗日的文化人士從內地移居香港。日軍佔領
香港後，威脅到這班愛國文化人的性命安
全。周恩來以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名義電告廖
承志︰「由於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倒退政
策，許多重要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被困留
香港。他們是我國文化界的精華，要想盡一
切辦法把他們搶救出來，轉移到後方安全地
方。」
中共地方黨組織和東江游擊隊隨即策動周
密的計劃，於 1942 年初展開大規模的秘密
營救行動。文化人在精密保護下，分批從日
軍嚴密封鎖的港九新界地區轉移至游擊隊控
制的安全地帶。這次行動中，民主人士、文
化人士、知識青年及家屬約 800 餘人脫險，
包括何香凝、柳亞子、梁漱溟、鄒韜奮、茅
盾、胡繩、千家駒、黎澍、范長江、喬冠
華、夏衍、胡風等知名人士。一些國民黨人
士、英軍官兵和國外僑民亦在營救行動中成
功離開香港。
值得一提的是，何香凝是廖仲愷夫人，柳
亞子曾任孫中山秘書，如果被日軍逮捕，不
免成為汪精衛偽政權的擺設。然而，何、柳
二人年紀大，不能走東西兩線的山路，只能
經水路逃離香港。何、柳二人和家人先在銅
鑼灣避風塘駁艇上暫避，至 1942 年 1 月轉往

◆香港大學教授賴廉士（前排中）與香港大學醫學院
師生合照，攝於 1941 年。1942 年，賴廉士在東江縱
隊的協助下，從深水埗的日軍戰俘營逃至中國內地。
同年，他成立英軍服務團，協助營救在中國內地的英 ◆東江縱隊隊員曾使用的步槍刺刀
國軍民，兼參與盟軍的抗日情報工作。
作者供圖 及鐮刀。
作者供圖
長洲，再搭帆船經東北水域前往海豐。途中
無風，被迫在西貢糧船洲一帶漂流 5 天，斷
水斷糧，幸得游擊隊聞訊前往解救，最終成
功將他們送往海豐。何香凝感觸寫下《香港
淪陷回粵東途中感懷》一詩曰︰「水盡糧空
渡海豐，敢將勇氣抗時窮，時窮見節吾儕
責，即死還留後世風。」

潛入集中營 助兵員突圍
拯救盟軍戰俘︰1942 年 2 月，港九大隊在
新界西貢黃毛應村成立，原香港淘化大同罐
頭廠工人蔡國樑任大隊長，原香港青年知識
分子陳達明任政委。這支由中國共產黨領導
的抗日游擊隊以香港本地農民、漁民、工人
和知識青年為主體，後來發展至近千人，是
香港淪陷期間唯一一支成建制、由始至終堅
持抗戰的武裝力量。
港九大隊自成立至 1945 年初，拯救了約
百多名英、美飛行員，送往中國內地。最早
一批由港九大隊協助逃脫的英國戰俘是被囚
於 深 水 埗 集 中 營 的 賴 廉 士 上 校 （Colonel

Lindsay Ride）、秘書李玉標、莫利中尉
（Lieutenant D.W. Morley）和戴維斯准尉
（Sub Lieutenant D.F. Davies）。1942 年 1
月初，深水埗集中營守衛並不森嚴，四人成
功逃離集中營，乘舢舨先後穿過荔枝角海
灣，再至西貢，在西貢北港坳遇見港九大隊
大隊長蔡國樑。大隊協助四人到達企嶺下，
乘坐木船橫過大鵬灣，在鯊魚涌登陸，再轉
往惠州。其後賴廉士成立英軍服務隊，與東
江縱隊合作，解救囚禁於香港集中營的盟國
戰俘。
1944年2月11日，中美空軍混合團克爾中
尉在指揮轟炸啟德機場時座機中彈，跳傘降
落在機場北面觀音山。其後，港九大隊突破
日軍重重包圍，將其護送到西貢大浪西村港
九大隊基地，然後轉移到大鵬半島土洋村東
江縱隊司令部。
同仇敵愾︰香港參與抗戰全紀錄
（四之三）
◆香港地方志中心執行總編輯 蔡思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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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大自製牛奶雪糕料1月開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
香港城市大學成立了香港首家及
唯一的動物醫學院。該校昨日宣
布，其由澳洲入口的乳牛已於本
周二（20 日）抵港並送往位於
大埔林村的大學農場，預計明年
1 月起可在校內出售新鮮的
「HK Tech」牛奶和雪糕，開
創本地大學先河。
城大校長郭位於 2008 年提出
發展動物醫學，其後該校與康奈 ◆城市大學成立了香港首家及唯一的動物醫學
爾大學結盟，成功設立賽馬會動 院。
物醫學及生命科學院，由 2018
年起推出六年制獸醫學學士課程。城大的大學農場於 2020 年動土，以配合相關
教學。隨着乳牛運抵，農場亦隨即全面投入運作。
香港紅十字會自 1956 年起致力推動紅十字青少年
制服團隊的工作，參與的會員透過參與各項訓練課
程及服務社群活動，認識紅十字會的工作及醫護知
4
識，並身體力行實踐人道精神。目前，全港約有
360 隊紅十字青少年制服團隊，分別設於中小學、社區中心及紅十字會
各分區總部。小一及小二學生在 2020 年起，亦可參與紅十字小同伴計
劃。
從事教育工作多年的葉燕群老師是紅十字少年團團長，協助發展及帶
領少年團活動超過十年。葉老師表示：「同學通常只認識紅十字會的捐
血服務，團隊會為他們舉辦不同的訓練課程及多樣化的活動，讓會員更
深入理解人道精神及紅十字會的使命和工作。」

加入紅會少年團 救急扶危添自信

保護文化精英 營救盟軍戰俘

教育局圖片 ◆基本法學生校園大使。



提供服務機會 會員實踐所學

紅十字少年團會員可透過學習健康知識、急救技能和備災知識，提升
自身的安全意識，以及面對意外或災難時的應變能力。團隊還提供不少
服務機會讓會員實踐所學，例如安排他們為社區人士進行健康檢查，體
驗志願服務精神；亦有在家長日提供「健康檢查站」服務，為家長量度
血壓及體重，積極推廣健康訊息。
宇航在 6 歲時加入了紅十字會小同伴計劃。他參加備災活動後有感而
發：「以前我沒有想過在家中也要時刻保持防災意識。我知道我很幸
運，居住的地方不怕風吹雨打，但原來有些人遇上颱風或暴雨時，真的
要為安全需要而離家暫避。」
現在，宇航已成為正式的少年團會員：「我覺得穿起這套制服很自
豪，我會利用學到的知識去幫助有需要的人，期望在 18 歲時，可以加
入單車急救隊發揮所長，救急扶危。」
從小學開始加入紅十字會制服團隊的俊逸，經歷過少年團及青年團的
培訓及活動，對他的成長幫助很大。他憶述：「初中時，我經常沉迷打
機。參加青年團後，我有了不同的嘗試及學習機會，不但提升了我的溝
通技巧及帶領團隊的能力，自信心亦增加不少。」
除了實際技巧訓練外，俊逸還參加了少數族裔服務技巧課程，改變了
他對少數族裔的固有印象，「這是我第一次與少數族裔朋友交流，課程
中讓我真實了解到他們的文化及生活狀況。一直以來，我對少數族裔因
認知不足而產生誤解，今次課程令我反思不應先入為主，凡事都要了解
後再作判斷。」
香港紅十字青少年團作為國際紅十字運動的一分子，致力透過多元化
的活動循序漸進地培育青少年會員，積極推廣保護生命和健康、熱心服
務社群及實踐人道精神的理念，並裝備團員的領袖才能、醫護知識、紀
律及服務技巧，為有需要的人士提供優質及多元化的社區服務。如欲了
解更多紅十字青少年團，可瀏覽本會網頁 https://www.redcross.org.hk/
tc/youth_develop/redcross_youth.html。
◆ 香港紅十字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