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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痛徹肺腑到民族復興：《南京條約》與香港回歸」 

蘇港地方志互贈儀式暨主題研討會 

傳媒報道報告 

截至 9 月 1 日為止 

 
 

8 月 29 日的「由痛徹肺腑到民族復興：《南京條約》與香港回歸」蘇港地方志互贈儀式暨主

題研討會圓滿舉行，活動成功獲得本地及內地駐港官方媒體的支持，出席活動的媒體機構數目

多達 18 家，而截至 9 月 1 日下午 5 時為止，已獲得逾 95 篇媒體報道。傳媒出席及相關報道概

況如下： 

 

本地傳媒 

• 香港七家主流電視台及電台包括：TVB、Now、有線電視、鳳凰衛視、香港電台、商

業電台及新城電台均派員到場採訪活動，其中 TVB、香港電台、商業電台及新城電台

均對活動作出報道 

• 本港多份主要報章及網媒兩天合計共刊登 39 篇報道，包括《頭條日報》、《星島日

報》、《香港 01》、《信報》及《香港商報》等，其中《文匯報》合計刊出一篇社評

及兩個全版報道以及多篇網站報道 

• 活動舉行前，中心為求進一步加強廣大市民正確認識這段歷史，並激勵公眾鑒古知今，

學史明智，事前特別安排編審委員會委員、資深歷史學者趙雨樂教授接受《文匯報》

的專訪。該報於活動當天刊出題為《《南京條約》簽訂 180 年 學者趙雨樂盼鑒古知

今通未來》的全版專題報道，內容除回顧《南京條約》的相關歷史，還釐清錯誤的觀

點 

• 同日《文匯報》的社評以《增強歷史事實教育 夯實文化認同基礎》為題，呼籲香港

特區政府要與社會各界共同努力，以多種方式增強歷史事實教育，夯實國家民族文化

認同基礎。文中點名表揚中心舉辦是次活動，有助港人更清晰認識《南京條約》的歷

史背景，原文節錄如下： 

「此次香港地方志中心和江蘇及南京一起，助港人更清晰認識《南京條約》歷史背景

的嘗試，為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以多種方式、動員各方力量，齊心做好對全社會、尤

其是青少年的歷史事實教育作出探索 ...」 

• 為求吸引更多公眾收看主題研討會，中心除透過本身及團結香港基金的社交媒體頻道

（包括：Facebook、YouTube、微博及微信）進行直播，還邀請多家本地網媒在其

Facebook 專頁作即場轉播，包括：點新聞、港人講地、思考香港、時空筆記。上述頻

道累積觀賞次數達 22,684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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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傳媒 

• 活動當天，四大內地官方媒體出席採訪典禮，包括：中央電視台、新華社、《人民日

報》及中新社 

• 新華社、《人民日報》及中新社均刊出報道，並成功吸引內地其他媒體轉載，包括：

深圳新聞網、《經濟日報》、新浪等 

• 《人民日報》香港 Facebook專頁更將香港地方志中心理事、勵進教育中心理事會主席

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前委員范徐麗泰女士在會上的一番肺腑之言製成圖像廣泛

發放 

• 此外，江蘇主辦方亦向多家省內主流媒體發放通稿，成功吸引多份重要報章和網媒報

道，包括：《新華日報》、《南京日報》、《揚子晚報》、我蘇網、荔枝網（江蘇網

絡廣播電視台旗下）及中國江蘇網等 

 

媒體報道列表如下： 

 

8 月 29 日 

媒體 標題 

文匯報 

《南京條約》簽訂 180 年 學者趙雨樂盼鑒古知今通未來 

增強歷史事實教育 夯實文化認同基礎（社評） 

陳國基：港受益於內地高速發展 續做好內地與世界橋樑 

大公文匯網 陳國基：港受益於內地高速發展 續做好內地與世界橋樑 

巴士的報 

南京條約 180 年的五個不解之謎 

「《南京條約》與香港回歸」研討會召開 陳國基冀蘇港不斷深化

合作 

重提 2019 年事件 范徐麗泰：各界有責任令青年認識國家近代史

（轉載中新社報道） 

范徐麗泰：2019 年事件 沒說好中國歷史也有責任（轉載《星

島日報》報道） 

陳國基：香港在國家發展從不缺席 也受益內地高速發展（轉載

香港電台報道） 

香港電台 

范徐麗泰：2019 年事件 沒說好中國歷史也有責任 

范徐麗泰：2019 年事件 沒說好中國歷史也有責任（Yahoo!香港

轉載） 

范徐麗泰：2019 年事件 沒說好中國歷史也有責任（Line 轉

載） 

陳國基：香港在國家發展從不缺席 也受益內地高速發展 

新城電台 范徐麗泰:須將國家歷史正確傳遞給青年 

https://www.wenweipo.com/a/202208/29/AP630c0c45e4b033218a5fad2f.html
https://www.wenweipo.com/a/202208/29/AP630c1887e4b033218a5fb00d.html
https://www.wenweipo.com/a/202208/29/AP630c805be4b033218a5fc041.html
https://www.tkww.hk/a/202208/29/AP630c8273e4b0a469029a6232.html
https://www.bastillepost.com/hongkong/article/11227697-%e5%8d%97%e4%ba%ac%e6%a2%9d%e7%b4%84180%e5%b9%b4%e7%9a%84%e4%ba%94%e5%80%8b%e4%b8%8d%e8%a7%a3%e4%b9%8b%e8%ac%8e?current_cat=70446
https://www.bastillepost.com/hongkong/article/11240821-%e5%9c%b0%e6%96%b9%e5%bf%97
https://www.bastillepost.com/hongkong/article/11240821-%e5%9c%b0%e6%96%b9%e5%bf%97
https://www.bastillepost.com/hongkong/article/11240249-%e9%87%8d%e6%8f%902019%e5%b9%b4%e4%ba%8b%e4%bb%b6-%e8%8c%83%e5%be%90%e9%ba%97%e6%b3%b0%e6%8c%87%e5%90%84%e7%95%8c%e6%9c%89%e8%b2%ac%e4%bb%bb%e4%bb%a4%e9%9d%92%e5%b9%b4%e8%aa%8d%e8%ad%98%e5%9c%8b
https://www.bastillepost.com/hongkong/article/11240249-%e9%87%8d%e6%8f%902019%e5%b9%b4%e4%ba%8b%e4%bb%b6-%e8%8c%83%e5%be%90%e9%ba%97%e6%b3%b0%e6%8c%87%e5%90%84%e7%95%8c%e6%9c%89%e8%b2%ac%e4%bb%bb%e4%bb%a4%e9%9d%92%e5%b9%b4%e8%aa%8d%e8%ad%98%e5%9c%8b
https://www.bastillepost.com/hongkong/article/11239871-%e8%8c%83%e5%be%90%e9%ba%97%e6%b3%b0%ef%bc%9a2019%e5%b9%b4%e4%ba%8b%e4%bb%b6%e3%80%80%e6%b2%92%e8%aa%aa%e5%a5%bd%e4%b8%ad%e5%9c%8b%e6%ad%b7%e5%8f%b2%e4%b9%9f%e6%9c%89%e8%b2%ac%e4%bb%bb
https://www.bastillepost.com/hongkong/article/11239547-%e9%99%b3%e5%9c%8b%e5%9f%ba%ef%bc%9a%e9%a6%99%e6%b8%af%e5%9c%a8%e5%9c%8b%e5%ae%b6%e7%99%bc%e5%b1%95%e5%be%9e%e4%b8%8d%e7%bc%ba%e5%b8%ad%e3%80%80%e4%b9%9f%e5%8f%97%e7%9b%8a%e5%85%a7%e5%9c%b0%e9%ab%98
https://news.rthk.hk/rthk/ch/component/k2/1664623-20220829.htm?spTabChangeable=0
https://hk.news.yahoo.com/%E8%8C%83%E5%BE%90%E9%BA%97%E6%B3%B0-2019%E5%B9%B4%E4%BA%8B%E4%BB%B6-%E6%B2%92%E8%AA%AA%E5%A5%BD%E4%B8%AD%E5%9C%8B%E6%AD%B7%E5%8F%B2%E4%B9%9F%E6%9C%89%E8%B2%AC%E4%BB%BB-085727292.html
https://today.line.me/hk/v2/article/QwED033
https://news.rthk.hk/rthk/ch/component/k2/1664613-20220829.htm
https://www.metroradio.com.hk/news/live.aspx?NewsId=2022082917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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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國基:培養國家觀念須正確認識國家和香港歷史 

商業電台 
陳國基：特區政府會全力貫徹落實習近平的囑咐 

陳國基：特區政府會全力貫徹落實習近平的囑咐（Line 轉載） 

TVB 南京條約簽訂 180 年 有團體舉辦研討會冀更多人認識其影響 

香港 01 
范太：修例風波港青中了西方霸權奸計 沒說好歷史「我們有責

任」 

頭條日報 重提 2019 年事件 范徐麗泰指各界有責任令青年認識國家近代史 

信報 陳國基:港在國家發展中從不缺席 

香港商報 陳國基：期待江蘇香港兩地不斷深化合作 

星島日報 

重提 2019 年事件 范徐麗泰指各界有責任令青年認識國家近代史 

重提 2019 年事件 范徐麗泰指各界有責任令青年認識國家近代史

（Yahoo!香港轉載） 

重提 2019 年事件 范徐麗泰指各界有責任令青年認識國家近代史

（MSN 港轉載） 

星島環球網 
重提 2019 年事件，范徐丽泰指各界有责任令青年认识国家近代

史 

點新聞 
陳國基：港受益於內地高速發展 續做好內地與世界橋樑 

不能忘卻的歷史 為什麽說香港從不是「殖民地」 

橙新聞 

陳國基：香港續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 做好內地與世界橋

樑角色 

范徐麗泰：黑暴事件令人痛心 各界有責任令青年認識國家近代史 

新浪香港 
范徐麗泰：2019 年事件 沒說好中國歷史也有責任（轉載香港

電台報道） 

時空筆記（Facebook） 
【現場直播】「由痛徹肺腑到民族復興︰《南京條約》與香港回

歸」蘇港地方志互贈儀式暨主題研討會 

港人講地（Facebook） 
【現場直播】「由痛徹肺腑到民族復興︰《南京條約》與香港回

歸」蘇港地方志互贈儀式暨主題研討會 

思考香港（Facebook） 

【現場直播】「由痛徹肺腑到民族復興︰《南京條約》與香港回

歸」蘇港地方志互贈儀式暨主題研討會 

陳國基：繼續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 

中通社 

《南京條約》簽訂 180 年 蘇港兩地合辦主題研討會 

邱逸：《南京條約》代表的衰落碎裂有多悲慘，香港回歸代表的

復興歸來就有多震撼 

中新社 
《南京条约》签订 180 周年 香港与江苏互赠地方志冀加强历史教

育 

https://www.metroradio.com.hk/news/live.aspx?NewsId=20220829160431
https://www.881903.com/news2/local/2454631
https://today.line.me/hk/v2/article/2DeN8aP
https://news.tvb.com/tc/greaterchina/630cb5de6af88dd2abd9c3a6/%E5%85%A9%E5%B2%B8-%E5%8D%97%E4%BA%AC%E6%A2%9D%E7%B4%84%E7%B0%BD%E8%A8%82180%E5%B9%B4-%E6%9C%89%E5%9C%98%E9%AB%94%E8%88%89%E8%BE%A6%E7%A0%94%E8%A8%8E%E6%9C%83%E5%86%80%E6%9B%B4%E5%A4%9A%E4%BA%BA%E8%AA%8D%E8%AD%98%E5%85%B6%E5%BD%B1%E9%9F%BF
https://www.hk01.com/sns/article/809200
https://www.hk01.com/sns/article/809200
https://hd.stheadline.com/news/realtime/hk/2368358/%E5%8D%B3%E6%99%82-%E6%B8%AF%E8%81%9E-%E9%87%8D%E6%8F%902019%E5%B9%B4%E4%BA%8B%E4%BB%B6-%E8%8C%83%E5%BE%90%E9%BA%97%E6%B3%B0%E6%8C%87%E5%90%84%E7%95%8C%E6%9C%89%E8%B2%AC%E4%BB%BB%E4%BB%A4%E9%9D%92%E5%B9%B4%E8%AA%8D%E8%AD%98%E5%9C%8B%E5%AE%B6%E8%BF%91%E4%BB%A3%E5%8F%B2
https://www2.hkej.com/instantnews/current/article/3230043/%E9%99%B3%E5%9C%8B%E5%9F%BA%3A%E6%B8%AF%E5%9C%A8%E5%9C%8B%E5%AE%B6%E7%99%BC%E5%B1%95%E4%B8%AD%E5%BE%9E%E4%B8%8D%E7%BC%BA%E5%B8%AD
http://www.hkcd.com/hkcdweb/content/2022/08/29/content_1361073.html
https://std.stheadline.com/realtime/article/1868358/%E5%8D%B3%E6%99%82-%E6%B8%AF%E8%81%9E-%E9%87%8D%E6%8F%902019%E5%B9%B4%E4%BA%8B%E4%BB%B6-%E8%8C%83%E5%BE%90%E9%BA%97%E6%B3%B0%E6%8C%87%E5%90%84%E7%95%8C%E6%9C%89%E8%B2%AC%E4%BB%BB%E4%BB%A4%E9%9D%92%E5%B9%B4%E8%AA%8D%E8%AD%98%E5%9C%8B%E5%AE%B6%E8%BF%91%E4%BB%A3%E5%8F%B2
https://hk.news.yahoo.com/%E9%87%8D%E6%8F%902019%E5%B9%B4%E4%BA%8B%E4%BB%B6-%E8%8C%83%E5%BE%90%E9%BA%97%E6%B3%B0%E6%8C%87%E5%90%84%E7%95%8C%E6%9C%89%E8%B2%AC%E4%BB%BB%E4%BB%A4%E9%9D%92%E5%B9%B4%E8%AA%8D%E8%AD%98%E5%9C%8B%E5%AE%B6%E8%BF%91%E4%BB%A3%E5%8F%B2-101005119.html
https://hk.news.yahoo.com/%E9%87%8D%E6%8F%902019%E5%B9%B4%E4%BA%8B%E4%BB%B6-%E8%8C%83%E5%BE%90%E9%BA%97%E6%B3%B0%E6%8C%87%E5%90%84%E7%95%8C%E6%9C%89%E8%B2%AC%E4%BB%BB%E4%BB%A4%E9%9D%92%E5%B9%B4%E8%AA%8D%E8%AD%98%E5%9C%8B%E5%AE%B6%E8%BF%91%E4%BB%A3%E5%8F%B2-101005119.html
https://www.msn.com/zh-hk/news/localnews/%e9%87%8d%e6%8f%902019%e5%b9%b4%e4%ba%8b%e4%bb%b6-%e8%8c%83%e5%be%90%e9%ba%97%e6%b3%b0%e6%8c%87%e5%90%84%e7%95%8c%e6%9c%89%e8%b2%ac%e4%bb%bb%e4%bb%a4%e9%9d%92%e5%b9%b4%e8%aa%8d%e8%ad%98%e5%9c%8b%e5%ae%b6%e8%bf%91%e4%bb%a3%e5%8f%b2/ar-AA11dKws
https://www.msn.com/zh-hk/news/localnews/%e9%87%8d%e6%8f%902019%e5%b9%b4%e4%ba%8b%e4%bb%b6-%e8%8c%83%e5%be%90%e9%ba%97%e6%b3%b0%e6%8c%87%e5%90%84%e7%95%8c%e6%9c%89%e8%b2%ac%e4%bb%bb%e4%bb%a4%e9%9d%92%e5%b9%b4%e8%aa%8d%e8%ad%98%e5%9c%8b%e5%ae%b6%e8%bf%91%e4%bb%a3%e5%8f%b2/ar-AA11dKws
https://www.stnn.cc/c/2022/0829/3758501.shtml
https://www.stnn.cc/c/2022/0829/3758501.shtml
https://www.dotdotnews.com/a/202208/29/AP630c7f14e4b0adad9d565374.html
https://www.dotdotnews.com/a/202208/29/AP630c5a3de4b0adad9d5644aa.html
https://www.orangenews.hk/hongkong/1157047/%E9%99%B3%E5%9C%8B%E5%9F%BA%EF%BC%9A%E9%A6%99%E6%B8%AF%E7%BA%8C%E5%85%A8%E9%9D%A2%E6%BA%96%E7%A2%BA%E8%B2%AB%E5%BE%B9%E3%80%8C%E4%B8%80%E5%9C%8B%E5%85%A9%E5%88%B6%E3%80%8D%E3%80%80%E5%81%9A%E5%A5%BD%E5%85%A7%E5%9C%B0%E8%88%87%E4%B8%96%E7%95%8C%E6%A9%8B%E6%A8%91%E8%A7%92%E8%89%B2.jhtml
https://www.orangenews.hk/hongkong/1157047/%E9%99%B3%E5%9C%8B%E5%9F%BA%EF%BC%9A%E9%A6%99%E6%B8%AF%E7%BA%8C%E5%85%A8%E9%9D%A2%E6%BA%96%E7%A2%BA%E8%B2%AB%E5%BE%B9%E3%80%8C%E4%B8%80%E5%9C%8B%E5%85%A9%E5%88%B6%E3%80%8D%E3%80%80%E5%81%9A%E5%A5%BD%E5%85%A7%E5%9C%B0%E8%88%87%E4%B8%96%E7%95%8C%E6%A9%8B%E6%A8%91%E8%A7%92%E8%89%B2.jhtml
https://www.orangenews.hk/hongkong/1157062/%E8%8C%83%E5%BE%90%E9%BA%97%E6%B3%B0%EF%BC%9A%E9%BB%91%E6%9A%B4%E4%BA%8B%E4%BB%B6%E4%BB%A4%E4%BA%BA%E7%97%9B%E5%BF%83%E3%80%80%E5%90%84%E7%95%8C%E6%9C%89%E8%B2%AC%E4%BB%BB%E4%BB%A4%E9%9D%92%E5%B9%B4%E8%AA%8D%E8%AD%98%E5%9C%8B%E5%AE%B6%E8%BF%91%E4%BB%A3%E5%8F%B2.jhtml
https://sina.com.hk/news/article/20220829/0/1/84/%E8%8C%83%E5%BE%90%E9%BA%97%E6%B3%B0-2019%E5%B9%B4%E4%BA%8B%E4%BB%B6-%E6%B2%92%E8%AA%AA%E5%A5%BD%E4%B8%AD%E5%9C%8B%E6%AD%B7%E5%8F%B2%E4%B9%9F%E6%9C%89%E8%B2%AC%E4%BB%BB-14653800.html
https://www.facebook.com/TimeTravellerNote/videos/1200770054108115
https://www.facebook.com/TimeTravellerNote/videos/1200770054108115
https://www.facebook.com/speakouthk/videos/632895688180558
https://www.facebook.com/speakouthk/videos/632895688180558
https://www.facebook.com/thinkhongkong/videos/436714468421963
https://www.facebook.com/thinkhongkong/videos/436714468421963
https://www.thinkhk.com/article/2022-08/29/56992.html
http://www.hkcna.hk/docDetail.jsp?id=100161017&channel=2813
http://www.hkcna.hk/docDetail.jsp?id=100160991&channel=100
http://www.hkcna.hk/docDetail.jsp?id=100160991&channel=100
https://www.chinanews.com.cn/dwq/2022/08-29/9839710.shtml
https://www.chinanews.com.cn/dwq/2022/08-29/983971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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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条约》签订 180 周年 香港与江苏互赠地方志冀加强历史教

育（百度百家號） 

《南京条约》签订 180 周年 香港与江苏互赠地方志冀加强历史教

育（搜狐號） 

《南京条约》签订 180 周年 香港与江苏互赠地方志冀加强历史教

育（新浪號） 

《南京条约》签订 180 周年 香港与江苏互赠地方志冀加强历史教

育（一點資訊號） 

荊楚網 
《南京条约》签订 180 周年 香港与江苏互赠地方志冀加强历史教

育（轉載中新社報道） 

新浪 
《南京条约》签订 180 周年 香港与江苏互赠地方志冀加强历史教

育（轉載中新社報道） 

新華社 

苏港两地举行地方志互赠仪式暨主题研讨会 

苏港两地举行地方志互赠仪式暨主题研讨会（視頻報道） 

苏港两地举行地方志互赠仪式暨主题研讨会（百度百家號） 

苏港两地举行地方志互赠仪式暨主题研讨会（騰訊號） 

苏港两地举行地方志互赠仪式暨主题研讨会（搜狐號） 

苏港两地举行地方志互赠仪式暨主题研讨会（新浪號） 

苏港两地举行地方志互赠仪式暨主题研讨会（今日頭條號） 

苏港两地举行地方志互赠仪式暨主题研讨会（網易號） 

人民網（《人民日報》

網站） 

苏港两地举行地方志互赠仪式暨主题研讨会（轉載新華社報道） 

苏港两地举行地方志互赠仪式暨主题研讨会（網易號） 

苏港两地举行地方志互赠仪式暨主题研讨会（百度百家號） 

苏港两地举行地方志互赠仪式暨主题研讨会（搜狐號） 

同花順財經 苏港两地举行地方志互赠仪式暨主题研讨会（轉載新華社報道） 

新浪財經 苏港两地举行地方志互赠仪式暨主题研讨会（轉載新華社報道） 

全台資訊 苏港两地举行地方志互赠仪式暨主题研讨会（轉載新華社報道） 

雲南網 苏港两地举行地方志互赠仪式暨主题研讨会（轉載新華社報道） 

小趙互聯（網易號） 正解傷痛歷史  消除戀殖遺毒（轉載《文匯報》報道） 

 

8 月 30 日 

媒體 標題 

文匯報（Print） 說好中國歷史 鑄港青愛國心 

香港商報（Print） 蘇港互贈地方志 陳國基冀深化交流 

信報（Print） 陳國基稱盡全力 落實習主席囑咐 

星島日報（Print） 陳國基：會全力貫徹落實習囑咐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42504428101424904&wfr=spider&for=pc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42504428101424904&wfr=spider&for=pc
http://news.sohu.com/a/580935886_123753
http://news.sohu.com/a/580935886_123753
https://news.sina.cn/2022-08-29/detail-imizmscv8245585.d.html
https://news.sina.cn/2022-08-29/detail-imizmscv8245585.d.html
http://www.yidianzixun.com/article/0i7cRhnb
http://www.yidianzixun.com/article/0i7cRhnb
http://www.cnhubei.com/content/2022-08/29/content_15017453.html
http://www.cnhubei.com/content/2022-08/29/content_15017453.html
https://news.sina.com.cn/o/2022-08-29/doc-imizmscv8245585.shtml
https://news.sina.com.cn/o/2022-08-29/doc-imizmscv8245585.shtml
http://www.news.cn/gangao/2022-08/29/c_1128959257.htm
https://v.qq.com/x/page/w3354fqb29p.html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42502826741273003&wfr=spider&for=pc
https://view.inews.qq.com/a/20220829A0ABDG00
https://www.sohu.com/a/580933327_267106
http://k.sina.com.cn/article_1699432410_654b47da020010lzw.html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137291573750039079/
https://www.163.com/dy/article/HFVHRDNJ05346RC6.html
http://hm.people.com.cn/n1/2022/0829/c42272-32514398.html
https://3g.163.com/dy/article/HG0PB3T50514R9M0.html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42546226422503451&wfr=spider&for=pc
https://www.sohu.com/a/580989527_114731
http://news.10jqka.com.cn/comment/641472097.shtml
http://finance.sina.com.cn/jjxw/2022-08-29/doc-imiziraw0227192.shtml
https://www.sohu.com/a/580937255_120578424
https://m.yunnan.cn/system/2022/08/29/032253385.shtml
https://3g.163.com/dy/article/HFU3ML180545M8X3.html
https://www.wenweipo.com/a/202208/30/AP630d25eae4b033218a5fd0f9.html
http://hk.hkcd.com/pdf/202208/0830/HA03830CLAA_HKCD.pdf
https://www1.hkej.com/dailynews/politics/article/3230493/%E9%99%B3%E5%9C%8B%E5%9F%BA%E7%A8%B1%E7%9B%A1%E5%85%A8%E5%8A%9B+%E8%90%BD%E5%AF%A6%E7%BF%92%E4%B8%BB%E5%B8%AD%E5%9B%91%E5%9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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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頭條 
香港地方志中心 舉辦「蘇港地方志互贈儀式暨《南京條約》與香

港回歸的歷史意義研討會」 

人民網（香港）

（Facebook） 
銘記《南京條約》歷史教訓 共盼國家未來飛躍發展 

中評社 港蘇專家參與《南京條約》研討會 

南方網（南方日報及南

方都市報網站） 

部分港青“中了西方霸权国家的奸计”，《南京条约》180 周年

主题研讨会冀加强青年国家近代史教育 

部分港青"中了西方霸權國家的奸計",《南京條約》180 周年主題

研討會冀加強青年國家近代史教育（騰訊號） 

部分港青"中了西方霸權國家的奸計",《南京條約》180 周年主題

研討會冀加強青年國家近代史教育（今日頭條號） 

南京日報（Print） 
《香港志》入藏江苏省方志馆 

《香港志》入藏南京市方志馆（搜狐號） 

我蘇網 《香港志》入藏南京市方志馆（轉載《南京日報》報道） 

荔枝網（江蘇網絡廣播

電視台） 

铭记历史 共创未来 《香港志》今日入藏江苏省方志馆 

铭记历史 共创未来 《香港志》今日入藏我省方志馆（活動視

頻） 

中國江蘇網 

《香港志》入藏江苏省方志馆 

《香港志》入藏江苏省方志馆（網易號） 

《香港志》入藏江苏省方志馆（百度百家號） 

瀟湘晨報 《香港志》入藏江苏省方志馆 

揚子晚報 《香港志》入藏江苏省方志馆 

新華日報 《香港志》入藏江苏省方志馆（搜狐號） 

新華社（江蘇） 《香港志》入藏江苏省方志馆（轉載《新華日報》報道） 

新浪財經 《香港志》入藏江苏省方志馆（轉載《新華日報》報道） 

荊楚網 《香港志》入藏江苏省方志馆（轉載《新華日報》報道） 

深圳新聞網 
苏港两地举行地方志互赠仪式暨主题研讨会（轉載新華社報道） 

苏港两地举行地方志互赠仪式暨主题研讨会（搜狐號） 

海峽飛虹 苏港两地举行地方志互赠仪式暨主题研讨会（轉載新華社報道） 

經濟日報 苏港两地举行地方志互赠仪式暨主题研讨会（轉載新華社報道） 

金羊網（《羊城晚報》

今日頭條號 
苏港两地举行地方志互赠仪式暨主题研讨会 

《人民日報》香港

（Facebook） 
【范徐麗泰：有責任讓香港青年認識國家歷史】 

 

8 月 31 日 

https://www.52hrtt.com/xg/n/w/info/A1661309698448
https://www.52hrtt.com/xg/n/w/info/A1661309698448
https://www.facebook.com/rmwhk/posts/pfbid02fxZZXzFpcnkK2uDENYboeaWMWzHZndDSj75XxdDV3Lgs2p9M3KzD9pic5sxtYimzl
http://hk.crntt.com/doc/7_0_106455072_1_0830091139.html
https://news.southcn.com/node_b710679493/3a0b850b7f.shtml
https://news.southcn.com/node_b710679493/3a0b850b7f.shtml
https://new.qq.com/omn/20220830/20220830A06X6U00
https://new.qq.com/omn/20220830/20220830A06X6U00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137595632545595939/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137595632545595939/
http://www.njdaily.cn/news/2022/0830/4692513420427386414.html
https://www.sohu.com/a/580969499_121388342
http://www.ourjiangsu.com/a/20220830/1661822047749.shtml
http://news.jstv.com/a/20220829/417af65fcf4149eb85e4214f5591760a.shtml
http://v.jstv.com/a/20220830/1661858102435.shtml
http://jsnews.jschina.com.cn/jsyw/202208/t20220830_3065405.shtml
https://www.163.com/dy/article/HG0I0MTS0514TTJH.html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42552424586586081&wfr=spider&for=pc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42547203251209594&wfr=spider&for=pc
http://epaper.yzwb.net/pc/con/202208/30/content_1104231.html
https://www.sohu.com/a/580969436_121455647
http://www.js.xinhuanet.com/2022-08/30/c_1128959526.htm
https://cj.sina.com.cn/articles/view/5675440730/152485a5a02001gwfd
http://news.cnhubei.com/content/2022-08/30/content_15018130.html
https://www.sznews.com/news/content/2022-08/30/content_25339980.htm
https://www.sohu.com/a/580982530_121384220
http://itaiwannews.cn/2022-08-30/9df480c3-4695-1db9-db2e-b6a26864fade.html
http://district.ce.cn/newarea/roll/202208/30/t20220830_38069175.shtml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137610776445256203/
https://www.facebook.com/permalink.php?story_fbid=pfbid0AvepyWY7Mm4bJL1eTHdLLsmJkxDe3c1fVm4cpbwfoqGtNQheC25Enu2wHukHLC4nl&id=104936044581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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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 標題 

幫港出聲 
中了西方霸權國家奸計 年輕人錯踏黑暴之路 范太促加強近代史

教育：帝國主義對中國人的傷害 不可不知不可忘記 

方志江蘇 

铭记历史 共创未来 苏港两地举行地方志互赠仪式暨主题研讨会 

铭记历史 共创未来 苏港两地举行地方志互赠仪式暨主题研讨会

（今日頭條號） 

 

9 月 1 日 

媒體 標題 

紫荊雜誌 
港蘇學者參與《南京條約》180 周年主題研討會 冀加強青年國家

近代史教育 

 

https://www.silentmajority.hk/articles/1031226
https://www.silentmajority.hk/articles/1031226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zNTI1NTA3MA==&mid=2247522064&idx=1&sn=2a97715e99783e3f619a501d17f2462b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137833712359653925/
https://www.toutiao.com/article/7137833712359653925/
https://bau.com.hk/article/2022-09/01/content_1014920600779468800.html
https://bau.com.hk/article/2022-09/01/content_1014920600779468800.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