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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採菱學藤編 做個現代鄉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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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之星訪烏村 港生赴浙細味鄉村生活
12 月 30 日 ， 「 未 來 之 星 ． 從 香 港 出
發—冬聚浙江」交流團來到江南水鄉浙江
烏鎮的烏村展開新農村生活體驗之旅。初

■第一次下地挖馬蹄
第一次下地挖馬蹄，
，同學們不嫌髒
不嫌累。
不嫌累
。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莉 攝

到烏村，對於一直生活在香港這個國際大都市裡的同學們來說，一切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莉、通訊員李儷 杭州報道

導

好玩過網上「開心農場」
來自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市場學專
業的楊晶晶，拿着剛從泥土挖出的馬蹄讓
小夥伴幫忙拍照。她說：「以前只玩過網
上的『開心農場』，這次有機會真正下地
感到非常開心。而且聽說挖出來的馬蹄洗
一洗等會就能讓我們品嚐了，很期待。」
在農場中還圈養着兔子、山羊、豬、
牛等動物，不少同學看到都驚呼：「我還
是第一次看到山羊和牛，以前只吃過，不
知道牠們真正長什麼樣子。」現場，同學
們紛紛用準備好的飼料投餵小動物，開始
只敢餵給散養在草坪上的兔子吃白菜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清麗）香
港福建社團聯會日前在會所舉行
2017 年周年會員大會，該會主席吳
良好回顧了過去 4 年擔任第九屆、
第十屆會董會主席的工作，同時作
了 2017 年會務報告。會上宣佈，第
十屆會董會全體成員任期將延長至

子，看到牠們都很溫順，慢慢膽子大了，
不但給羊和牛餵食，還不時伸手摸摸牠
們。
香港城市大學能源及環境學專業的陳
稀彤向記者稱：「小時候只在家裡養過金
魚和小烏龜，還沒有見過這麼多活生生的
小動物。我覺得在這裡能讓我們接觸農家
生活很棒。今天我才知道，原來農村並不
像我之前想的那樣髒亂，反而很有意
思。」

體驗藤編技藝 感受「匠人精神」
在手工老師的指導下，同學們還體驗
了一回當地傳統的藤編技藝，感受了「匠
人精神」。剛開始同學們拿着長短不一的
藤條有些不知所措，通過老師手把手的教
學，上手非常快。從平面的底部到一個完
整的「迷你」藤籃，每個同學都樂在其
中，希望能把藤籃做得更精緻些帶回香港
給家人看一看。
香港城市大學管理科學專業的彭桂洲
給自己編好的藤籃拍了照片，並放上了
網，他說：「沒想到有一天從我的手上也
能做出這樣的東西來，這樣的體驗從來沒
有（試）過，我要拍照片留念並且以此為
證，帶回香港給父母看。」
烏村之行結束之時，同學們戀戀不
捨。香港城市大學生物醫學的陳美琪則驚
歎於內地新農村的發展，她說：「以前一
直以為農村是有點陳舊的，來到這裡才發
現農村發展得這麼好，既保留了鄉村特
色，又和現代化巧妙地融合在一起。」

香港雖然是美食天堂，但是來
自香港的同學還是被烏鎮的傳統
美食所傾倒。走進西柵大街，撲
面而來的香味讓同學們聞香尋
味，開始了一程美食之旅。記者
發現不少同學都有備而來，早早
就在美食網站上搜尋到了當地特
色美食代表，蘿蔔糕、姑嫂餅、
桂花糕一個沒有放過，很多同學不但現場試吃
了，還買了很多當地特產作為伴手禮帶回香
港，讓親朋好友嚐一嚐。

■ 很多同學都是第一次
看到羊。
看到羊
。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莉 攝

寒冬吃羊肉麵 同學齊讚

■同學們要把自己編織的藤籃帶
回香港給父母看看。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莉 攝

隨手舉機拍攝 便見煙雨江南
雨中遊烏鎮，
非但沒有影響到
遊覽的興致，同
學們反而感覺增加了一份朦朧感。看着
水面上白霧皚皚，搖櫓船在河道裡滑
行，兩岸白牆黑瓦也好像被蓋上了一層
紗，站在拱橋上，隨手一拍，呈現在相
機裡的就是一幅絕美的江南煙雨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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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濛濛細雨擋不住同學們遊覽烏鎮的
興致。
團員供圖

都是新鮮的，不時指着路邊的房屋建築或瓜果蔬菜向導遊提問。

遊介紹，烏村是對原有的自然村進
行整治改建的，保留了搬遷農房和
原有村落地貌，完美呈現了原汁原味的舊
時鄉村風貌。這個村子不僅可以玩，更可
以來深度體驗、居住下來慢慢品味江南鄉
村的真實生活 ，在烏村可以體驗二十多
項與鄉村生活有關的項目，例如採菱、捉
蝦、捕魚、下地、藤編等等，在這裡可以
做一個自給自足的現代鄉下人，也還原了
以前農村裡走家串戶的親切感。對此，同
學們充滿期待，躍躍欲試。
天空雖然飄着毛毛細雨，地面也泥濘
濕滑，但聽說可以下地親手挖馬蹄時，即
便是平時愛乾淨的女生都拿起鋤頭衝下
地。
在村民的指導下，同學們從無從下手
到慢慢掌握要領，輕挖輕翻，一顆一顆馬
蹄被同學們從泥地裡翻挖出來。

盡嚐地道美食 買手信收穫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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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生們尋找到一處最佳拍攝點後，
紛紛拿出手機讓組員幫忙多拍數張，或
者舉着自拍桿就不願意放下。
愛好攝影的男生們也不落後，顧不
上自己全身都淋濕了，拿着相機在烏鎮
的角角落落隨走隨拍，生怕錯過每一處
風景。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莉、
通訊員李儷 杭州報道

特別是書生羊肉麵，雖然門口排着很長的人
龍，不過，同學們紛稱聽說羊肉麵是烏鎮的特
色美食之一，而這家羊肉麵店又特別馳名，世
界互聯網大會舉行期間，BAT 的三巨頭都曾
經來吃過，所以花點時間等一等還是值得的。
看着熱氣騰騰的羊肉麵端上桌，一轉眼就見
了碗底，同學們直呼好吃，羊肉酥嫩，麵條筋
道，鹹中帶點甜味更加鮮甜，尤其冬天吃一碗
這樣的羊肉麵真的很讚。
同時，他們發現，穿梭在小橋流水人家之
間，卻時常能看到一些時尚的咖啡館、酒吧和
創意商品店舖，與白牆黑瓦卻也是相得益彰。
才晉高等教育學院建造系學生張少敏說：
「烏鎮保存了古色古香的庭院樓閣，小橋流
水，好像置身在清代的小鎮中。裡面有各式傳
統美食，還有大小酒吧、咖啡室，聽說這裡還
是世界互聯網大會的永久舉辦地，可以說是中
西合璧，穿越古今了。」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莉、
通訊員李儷 杭州報道

福建社聯延長會董會任期
吳良好回顧兩屆工作 期望續站好最後一班崗

今年 9 月 30 日，意味第十一屆會董
會換屆選舉亦會順延。吳良好表示
尊重大會決定，他將與第十屆董事 過去一年，聯會積極參與香港社會事務，支
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展示出聯會的動員能

會同仁繼續站好最後一班崗，竭盡 力和組織能力；舉辦一系列活動促進社會和
所能，努力搞好會務工作，不負鄉 諧安定，包括組織 7,000 名義工積極服務社
親的重託和期盼。

吳良好會上回顧過去兩屆會董會主席的
工作時指，第九、十屆會董會以「團
結、傳承、打拚、創新」為治會理念，工作
重點集中在社區工作和青年工作，無論在團
結、建基立業、可持續發展、規範化運作、
為鄉親謀福祉、注重社團文化建設等方面都
邁上了新台階。
他指出，福建社團聯會通過不懈努力完
成了社團的轉型升級，把聯會建設成為一個
愛國愛港愛鄉、運作規範的現代化大社團。
「今日的聯會，可謂家大業大，要人有人、
要錢有錢，雲集了各界精英，以自身吸引
力、親和力團結了在港閩籍鄉親，積極參與
香港社會各項事務，發揮獨特影響力。」
吳良好也回顧了 2017 年的會務工作，指

區、推動各屬會深入研讀十九大報告；積極
促進港澳和內地合作交流，全力支持香港落
實「一地兩檢」方案；聯會屬下的青委會、
婦委會、專委會和 6 個分會各自開展精彩活
動，把服務鄉親、團結鄉親的工作延伸至基
層、社區，開創聯會轉型升級新局面。

盼鄉親團結再創輝煌
展望未來，吳良好期望會務工作能夠繼
續得到會董會全體同仁的鼎力支持，強調
「兄弟同心，其利斷金」，只要眾鄉親團結
一致，承先啟後，創新開拓，聯會定能再創
輝煌。
聯會眾首長及數百名鄉親出席大會，當
中包括榮譽主席林廣兆，永遠名譽會長林銘
森、陳金烈，副主席盧溫勝、周安達源、蘇
千墅、柯達權、陳聰聰、丁良輝、施維雄、
劉與量、許奇鋒等。
■吳良好（右四）等會董會首長出席大會。

宋慶齡金鑰匙培訓基金理事就職

香港文匯報記者繆健詩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繆健詩）香
港宋慶齡金鑰匙培訓基金會日前舉
辦「群策群力 共創和諧」元旦晚會
暨第十二屆理事就職典禮，以及灣
仔區大廈業主聯會總會第十五屆委
員就職典禮，近 200 名各界友好聚首
一堂，熱鬧非常。

陳旭斌蔡素玉陳立德等出席
■香港宋慶
齡金鑰匙培
訓基金會舉
辦晚會，賓
主合照。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劉國權 攝

當晚出席嘉賓有中聯辦港島工作
部副部長陳旭斌，港區全國人大代
表蔡素玉，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
303 區總監陳立德，立法會議員張國
鈞、郭偉強，灣仔民政事務助理專
員黃詠儀，灣仔區議會副主席周潔
冰等。
香港宋慶齡金鑰匙培訓基金會主
席、灣仔區大廈業主聯會總會主席
何淑雲致辭指，兩會自成立以來一

直都本着為不同界別人士及區內居
民服務為宗旨，今次舉辦晚會目的
正是為了團結多個不同領域的團
體，增進溝通和友誼，藉此凝聚更
多服務社會仝人同舟共濟，積極推
動及共創和諧社會。
蔡素玉表示，很高興參加是次晚
會，讚揚何淑雲及灣仔區的多個團
體，透過舉辦慈善及社區活動，為
區內居民做好事。
張國鈞、郭偉強亦肯定了兩會多
年來的工作成就，期望兩會新一年
繼續秉持創會宗旨，開展更多活動
讓更多市民受惠。陳立德冀該會能
培養更多人才，為社會服務。
黃詠儀、周潔冰則感謝兩會過去
20 多年來，一直為推動社區建設及
和諧而努力，時常舉辦社區活動服
務社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