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浸大學生蔣婷：獲評古靈精怪
參加甘肅行的浸大學生蔣婷憑《「岐黃故里」打造

中醫藥文化城》、《明星蘋果成名記》、《四代堅守
傳承葫蘆雕刻》分別獲得最佳新聞報道獎金獎、最佳
新聞寫作獎金獎、最佳新聞寫作獎銀獎，還獲得最勇
敢提問獎。她直率地表示，「獲獎了，肯定特別開
心，覺得之前自己的付出都是有回報的。」
她又指：「有老師評價我的文章寫得比較古靈精

怪，不屬於特別規範的新聞報道寫法，所以，可能會
更生動活潑一些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柴婧）參與「2016香港傳媒學子范長江行動」的學生，在
參觀交流的同時亦要參與採訪，把所見所聞撰寫成新聞報道，並刊載於大公報及文匯報
上。為嘉許表現優異的學生，主辦單位向50個作品頒發獎項，當中包括最佳新聞獎、最佳
新聞報道獎、最佳新聞寫作獎，另大會特設最佳新聞圖片獎、最佳視頻獎、最勇敢提問獎
及最勤奮獎。其中浸會大學學生蔣婷勇奪4個獎項，成為大贏家。

文章搞怪非主流 浸大女生大贏家

中大學生何詠雯：捕捉人牛接觸瞬間
參加內蒙古行的中大學生何詠雯，以《港生在伊利

集團與小公牛初接觸》的照片獲得最佳新聞圖片獎。
何詠雯謙虛表示，自己的照片拍得不怎麼樣，平常對
自己的寫作比較有信心，想不到當時為同學王希文拍
攝與小牛接觸情景的照片可以獲獎。她又指，當時一
班參加者一同參觀位於呼和浩特的伊利集團，有機會
在養牛的地方──「犢牛島」接觸小牛。從未親眼看
過小牛的同學都很興奮，而小牛耳朵夾着寫上其名字
的名牌，令她覺得小牛特別可愛，便用相機捕捉了王
希文與小牛美美接觸的瞬間和旁觀者的微笑。

珠海學院學生何日軒：體會國企助祖國發展
參加甘肅行和國企行的珠海學院學生何日軒，以

《南梁「梅家豆腐」傳承百年》及《垃圾焚燒發電
港宜借鑒》獲得最佳新聞寫作的銅獎及優異獎。其另
一篇報道《中國太平保費收入迭創新高》亦在圖片展
中有份「貼堂」。本身就讀中國文學學系，日常比較
留意政治新聞，但在行程中她參與不少經濟新聞報道
的寫作，兩次的交流令她體會到經濟與社會發展息息
相關，不少國企的走勢與國家發展互相配合，「不止
是為了賺錢，而是有助中國經濟發展。」

科大學生張思雨：無心插柳喜獲獎
參加國企行和甘肅行的張思雨是科大數學系學生，

這次參加活動只是想體驗一下記者生活，並且多了解
其他的方向，讓自己對未來的路向有更明晰的規劃，
沒想到無心插柳下，憑《吃五子，生五仔》獲得最佳
新聞寫作獎優異獎。
他覺得對文章的好壞，不同人會各有看法，對他而

言，文章能給大家看已經令他很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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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40名高校學子赴呼和浩特、土默特左旗、烏拉特中旗、五
原、阿拉善額濟納旗、臨河、烏海和阿拉善左旗實地採訪

■體驗蒙元地區別具特色的民宿風情
■探秘戈壁深處的東風航天城
■了解駱駝特色旅遊文化產業
■採訪伊利集團及牧民

內蒙古行（7月11日至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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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來做個好記者
范長江行動圖展開幕 優秀學生作品頒獎 楊健陳林馮浩賢等主禮

我們在路上─2016香港傳媒學子范長江行動圖片展
地點：香港浸會大學傳理視藝大樓顧明均展覽廳
日期：即日起至9月14日
時間：早上9時至晚上9時（9月14日開放至下午2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柴婧）今年暑假，來自多所高

等院校約100名香港傳媒學子及內地同學參與了以著名

記者范長江命名的「2016范長江行動」，他們透過國企

行、港企行、甘肅行和內蒙古行，兵分四路深入立體地

採訪神州大地，取得豐碩成果。「我們在路上——2016

香港傳媒學子范長江行動圖片展」開幕典禮暨優秀學生

作品頒獎儀式，9月10日特別在香港浸會大學舉行，一

班立志日後要成為優秀記者的港生再度聚首，透過大批

新聞報道及圖片，與嘉賓分享他們於各行程中的觀察與

體會。

開幕典禮邀得中聯辦副主任楊健，中聯辦青年工作部部長陳林，民政事務局首
席助理秘書長馮浩賢，浸會大學副校長黃偉國，全國政協委員、香港中華出

入口商會會長張學修，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界社團聯會理事長、范長江行動同學
會副主席陳勇，中聯辦宣傳文體部副部長李海堂，霍英東集團副總裁、范長江行動
同學會副主席霍啟剛等任主禮嘉賓，與主辦單位領導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董事長
兼社長、范長江行動同學會主席兼理事長姜在忠，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副董事長
兼總經理歐陽曉晴，一同主持剪綵。姜在忠致辭時對同學們的表現予以高度肯定，
期望他們能從中獲得啟迪，認識到做一個好記者應該永遠「在路上」，一邊觀察，
一邊思考，一邊寫作，肩負良知和責任，秉筆直書，言為國家。

第三年舉辦 近百學子參與
「范長江行動」是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旗下大公報於2014年創辦的大型青年
活動，今年為第三年舉辦，四組行程共約有100名學生參與其中，反應踴躍，各行
程已於6月至8月完成。大會並安排學生們以實習記者身份，於專業新聞工作者指
導下沿途採訪寫作，最終寫下共34個版的新聞報道，並結集成《我們在路上——
2016香港傳媒學子范長江行動作品集一書》。

姜在忠盼同學承傳范長江精神
姜在忠於圖片展開幕禮暨優秀學生作品頒獎儀式上致辭時表示，通過組織香港傳
媒學生重走著名記者范長江當年的採訪之路，令他們在實際採訪中，切實了解祖國
的燦爛文化、悠久歷史以及近年的成長變化，為他們的成長打下堅實的基礎。
他高度肯定港生們的表現，寄語他們從中思考記者角色，肩負良知和責任，秉筆
直書，言為國家。
姜在忠又提到，范長江一生新聞事業的最高峰是在大公報取得的，他在中國西北
角之行所寫的報道，影響了幾代新聞人，「希望學生們承傳范長江精神，把記者走
在路上的格言付諸行動。在邊走邊寫中更好地了解國家的進步，並提前規範了新聞
訓練。」活動舉辦三年來，他指很高興見證到同學們採訪路上的體驗、收穫，也衷
心感謝浸會大學傳理學院的支持，他深信在各方大力支持和積極參與下，「范長江
行動」一定會越走越好，一批又一批的未來新聞傳媒人，會在行走、觀察、思考、
寫作中茁壯成長。

馮浩賢：令港青更理解國情
馮浩賢致辭時表示，今年民政事務局贊助了200多個活動，「范長江行動」是其

中很有特色的一個，活動推進創新路線，令年輕人對內地有更加深刻生動的認識，
並透過其採訪報道未來令更多人更加理解內地最新情況，對他們的事業人生的發展
也有幫助。

黃偉國：旅程擴視野助未來
浸大副校長黃偉國認為，學生以記者身份親自了解祖國燦爛文化及發展，同時獲
得專業的實踐訓練機會，為未來職業生涯打好基礎，而廣大讀者也會透過報道了解
中國目前的情況。最難得的是，同學們在旅程之中不斷擴寬視野，認識到志向相投
的朋友，建立深厚的友誼。
一眾學子們也分享了他們於各行程中的觀察與體會。（見另稿）

見證祖國變化 深感使命責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忞、柴婧）在
「2016香港傳媒學子范長江行動」的座談
會中，一眾參與活動的港生分享了「邊行
走、邊思考、邊寫作」的體會，有同學認
為，活動令他們衝破認知及眼界的局限，見
證了祖國日新月異的變化，深刻感受到作為
中國人、傳媒人的使命和責任。
科技大學學生張思宇在座談會上表示，行
程中豐富的參訪安排讓他有很多的反思機
會。今次他作為一個實習記者，明白到「歷
史是客觀的描述，並不存在任何偏頗的個人
想法，也不存在所謂的『洗腦』。評價任何
事情都需要先了解本質，客觀認識歷史文化
是每個學生都應該有的心態。」

「只有了解，才知責任為何」
同樣領悟到傳媒人決不可被狹隘思想局

限的還有珠海學院的何日軒同學，「一個
人的眼界和知識面決定了思考水平，只有
了解，才能知道我們今時今日的責任為
何。了解世界、祖國、香港都是我們必須
做的。」她更指先要擁有多元化的見識，
才能獨立判斷事情，此行有很多得着。
很多參與「范長江行動」的學員都對活

動中老師提供的專業指導表示感謝，認為
自己能獲得如此高強度又專業的訓練，實
在機會難逢。為了讓自己撰寫的報道獲採
納、刊登在報紙上，他們會熬夜開編前會
及搜集資料，深宵寫稿；為要提升學生的
專業水平，導師每天都會對同學進行指
導。
以出色的新聞報道而於活動獲得4個報

道獎項的浸會大學學生蔣婷表示：「每天

坐在導師旁邊，直接向對方請教，並得到
導師的指點，是這次活動中印象最深刻的
地方。」

憶初見如「啞巴」合作增自信
十幾日的專業採訪也讓這些傳媒學子學

會了團隊協作。第二次參加「范長江行
動」的樹仁大學學生游昊雲指：「開始
時，大家開編前會彷彿進入了一個『啞巴
屋』，每個人都擔心自己要負責寫主稿。
不過，慢慢大家明白了團結合作的重要，
便開始分享自己的感受、相片，工作也都
變得自信起來。」對於能有機會採訪到港
企高層，游昊雲感到十分難得。浸大學生
潘希橋補充指：「這些高層的分享讓我感
受到他們的敬業、情懷，帶給我許多啟
發。」
除採訪工作，草原、蒙古包、美食、沙
漠、駱駝的一事一物，均令同學們津津樂
道。中文大學學生何詠雯分享了在內蒙古
所見的新奇事物，感受到了自然和人文環
境對自己的衝擊，「遺憾的是，沒能住進
蒙古包」，不過在旅途上遇到的各樣人、
事、物，已叫她回味不已，也豐富了其人
生經歷。她認為旅程雖然只有短短的12
天，但同學們撰寫的報道可以影響身邊人
和香港人，豐富他們對內蒙古的認識，很
有意思。
同行同住的活動最容易讓人收穫友誼，

「同學情」「師生情」也是同學們最大的
收穫，樹仁大學學生鄭雲風指：「有機會
參加這樣的活動，認識到那麼多優秀的、
有共同目標的同學，是最大的收穫。」

座談會嘉賓發言摘錄
甘肅省委對外宣傳辦公室主任科員雷毅遠：
活動已經列為甘肅省對外宣傳的一個重要戰略平台和項目，
準備持續地進行下去。
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主任科員劉晶：
第一，范長江行動充滿正能量；第二，採訪深、報道細、稿
件質量高；第三，范長江行動是內蒙古香港兩地媒體合作的成

功模式，為香港傳媒學子認知祖國，感受內蒙古搭建平台、開闢渠道。
浸會大學傳理學院院長黃煜：
同學們到西北和祖國其他地方，用自己的眼光去看去寫是一個非常好的實踐。尤
其香港政治局勢和整個社會變化很大很快，尤其需要同學在比較了解宏觀狀況的基
礎上做出自己的判斷。
浸會大學媒體及社會傳播社會科學學士（榮譽）課程總監王悅：
招募同學參加交流團時，常遇到學生的不理解，我會告訴他們不一定要完全同意
交流團的理念，也可以審視和批評，但一定不能建於無知的基礎上。其實他們參與
范長江行動，可以走到前線看到真實的中國，回來以後就不再是無知和片面的了
解。
孫少文基金會主席、范長江行動同學會副理事長孫燕華：
基金會兩年來支持行動是因為我們相信文化的力量。當今社會，文化的力量就是
文字和傳媒的力量。很高興看到同學們有責任知道學習傳媒除了娛樂功能外還擔當
文化教育的功能。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新界社團聯會理事長、范長江行動同學會副主席陳勇：
大家的視野不僅局限於小島，才會有更好的遠見。相信大家經過這樣的歷練，更
能知道國家、香港和自己的未來在哪裡。祝願行動每年都會有，可以造福更多青年
朋友，令大家在立足香港之餘，視野也可去到整個國家乃至沿着「一帶一路」去到
全世界，為香港的騰飛作更大貢獻。
國企行指導老師、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助理總經理田志偉：
首先要選準愛國愛港的方向；第二，要有一技之長，要迅
速提升自己心想事成的能力。

■記者 柴婧、溫仲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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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肅行（7月25日至8月5日）
■ 近20名學子從蘭州出發，採訪環境能源交易中心、中國石油蘭州石

化公司和新生藥業公司
■赴會寧縣參觀採訪紅軍會師紀念館
■赴景泰龍村、靜寧縣了解鄉村建設及扶貧情況
■赴慶陽市採訪中國農業博物館慶陽分館
■赴平涼市參觀採訪崆峒山生態文化旅遊示範區、岐伯中醫藥文化館等

■近20名學子前往深圳、上海、蘇州和北京多所國企參觀
■赴深圳採訪招商局集團旗下企業、中國旅遊集團
■ 赴上海採訪華潤超市、上海證券交易所、中國太平保險集團旗下

太平人壽保險、金磚銀行的上海總部
■赴蘇州採訪協鑫集團
■赴北京採訪中國建設銀行總部、中國北京同仁堂集團和大公網

國企行（8月7日至8月18日）
■ 20名傳媒學子走進珠三角地區的港資企業
■赴東莞拜訪歸國華僑聯會，參觀嶺南四大名園

之一「可園」
■赴廣州參觀採訪中滔環保集團的污水處理廠、

與鼎駿貿易管理層交流
■赴清遠參觀採訪建滔化工廠及新華鴯鶓文化生

態園

港企行（6月20至24日）

四線行程部分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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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蒙 古 行 港 企 行

■■「「我們在路上─我們在路上─20162016香港傳媒學子范長江行動圖片展香港傳媒學子范長江行動圖片展」」於周六舉行開幕剪綵儀式於周六舉行開幕剪綵儀式，，由由（（左起左起））歐陽曉歐陽曉
晴晴、、陳勇陳勇、、黃偉國黃偉國、、陳林陳林、、楊健楊健、、姜在忠姜在忠、、馮浩賢馮浩賢、、張學修張學修、、李海堂李海堂、、霍啟剛等嘉賓主禮霍啟剛等嘉賓主禮。。 曾慶威曾慶威 攝攝

■■一眾嘉賓與參與范長江行一眾嘉賓與參與范長江行
動的學子合照動的學子合照。。 曾慶威曾慶威 攝攝

■■學子的心血結晶集結在學子的心血結晶集結在「「我們在路上─我們在路上─20162016香香
港傳媒學子范長江行動作品集港傳媒學子范長江行動作品集」。」。 曾慶威曾慶威 攝攝

國 企 行甘 肅 行

觀察 思考 寫作

■■記者記者 黎忞黎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