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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社電 2018年
台灣大學生徽文化冬
令營日前在合肥師範
學院開營，來自台灣
銘傳大學的36名青
年學生、教師代表未
來幾天會與合肥師範
學院的師生共同體驗
「徽文化」。
安徽省人民政府台

灣事務辦公室主任劉
泉在開營式上說，皖台交流和人員往來穩步增長，
青年交流、教育交流、文化交流互動頻繁。「包公
文化交流、徽文化交流成為安徽省對台交流的特色
品牌。」
目前，安徽省共有海峽兩岸青年創業基地、台灣

工業園等各類涉台園區19個，在安徽就業創業的台
灣青年近2,000人，安徽日益成為許多台灣青年求
學創業就業的目的地。
2015年9月23日，由合肥師範學院與台灣銘傳大

學共建的「劉銘傳學院」在合肥師範學院錦繡校區
正式成立。目前，銘傳大學已與安徽省12所高校建
立了校際合作關係。
合肥師範學院黨委書記徐成鋼表示，此次以「徽

文化」為主題的台灣大學生冬令營旨在幫助銘傳大

學師生文化尋根，探尋馳騁明清兩個朝代三百年的
徽商起點。安徽與台灣有深厚的歷史淵源，劉銘
傳是架起兩地橋樑的歷史名人。
台灣銘傳大學英語教學中心組長、冬令營團長洪

靜嫻表示，兩岸文化一脈相傳、同根同源，舉辦文
化為主題的冬令營很有意義，學生報名參加也非常
踴躍。青年是民族的未來，只有兩岸青年盡可能多
地相互交流，才可能增強文化認同感。
台灣銘傳大學休閒遊憩管理學系四年級學生陳薇

婷告訴記者，這是她第一次到大陸，對此次冬令營
非常期待，尤其是黃山和徽菜。「因為我爸爸在大
陸工作，從小就會聽他講一些有關大陸的人文和建
設，這次能夠親自了解到安徽這邊的風土人情和生
活習慣，很開心。」

這是近代史上最悲壯的戰役之
一，半個月內，交戰雙方共犧牲逾
八萬人。這是近代史上首次大規模
出動機械武器—坦克車作戰，四百
七十六輛坦克，除了一輛外，全軍
覆沒。這輛倖存坦克埋藏地底百
年，今年三月將在法國展出。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初
期，還沒有坦克出現。英國和德國兩
軍交戰，均利用塹壕、鐵絲網和機槍
作為防禦陣地，雙方傷亡慘重。
為了打破塹壕戰僵局，時任英國
海軍大臣邱吉爾（後來任英國首
相）接受斯文頓上校的建議，成立
陸戰委員會，秘密研製「陸地巡邏
艇」—一種可以集合火力、機械和
防護的現代攻擊性武器。
一九一五年英國終於成功研製了
首輛坦克車。它將汽車、拖拉機和
槍炮集於一身；它不怕槍彈，無可
阻擋；它可以跨越障礙物和塹壕，
馳騁於陣地。當時坦克有「雌」
「雄」之分，「雄」者具備四挺機
關槍和兩門火炮；「雌」者僅有五
挺機關槍，沒有火炮。
從此，人類戰爭史上開闢了陸軍
機械化新時代。
這種奇怪的鋼鐵戰車外形像「水
櫃」(Tank)，中文譯音為「坦克」。
一九一五年底，編號名Mark I的坦
克誕生了。它整裝待發，準備開往
戰場。
翌年七月，爆發了大戰最血腥的

一場戰爭—索姆河戰役(Battle of

Somme)，英國首次出動了坦克。三
十二輛龐然巨物隆隆聲開進戰場參
加激戰，德軍嚇得目瞪口呆，手足
無措。坦克所造成的戰爭效果，震
撼世界。同時，這場戰役也意味
機械化戰爭的到來。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日清晨，

英德兩軍在法國北部省城康布雷
(Cambrai)交戰，當地土質結實，六
英里的曠野非泥沼，適合坦克機動
前進。英軍決定出動四百七十六輛
Mark IV坦克，冒寒風大雪全面進
攻。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
使用坦克作戰，結果英軍大勝。消
息傳返國內，全倫敦的教堂鐘聲齊
鳴祝賀。這是英國在大戰中、惟一
的一次敲鐘賀勝。
到十二月七日，這場震驚世界的

康布雷戰役(Battle of Cambrai)終告

結束，英德兩敗俱傷，死亡人數超
過八萬人。而四百七十六輛坦克，
僅剩下一輛；其他的，均被德軍摧
毀，或被德軍擄返國，照樣仿造。
倖存的坦克屬「雌」性，名叫
「狄波拉」（Deborah），埋藏於康
布雷戰場—Flesquieres村內的六呎
深坑裡。一九九八年被村民發現後
挖出，一直擺放在榖倉裡。其間，
吸引了無數坦克迷和歷史學家，前
往法國這個小村莊，觀賞和研究第
一次世界大戰留下來的瑰寶。
有關方面近年花費了一百萬歐

元，在村內的英軍墳地附近興建一
座博物館，展覽「狄波拉」的英姿
風采；還有介紹當年驚天地泣鬼神
的悲壯戰事。
欲查詳情，可登入網址：www.

tourisme-cambresis.fr。

余綺平

百年坦克重見天日
台灣大學生合肥體驗「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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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台灣交流團的六位小學生張曉晴、
溫雨欣、魏凱翹、姚雨辰 、劉曉

陽、葉熹霖被安排參觀歷史遺蹟「寶藏巗
共生聚落」、台北當代藝術館、台灣大學
農場，滿足她們在歷史、文化、藝術、自
然科學方面的求知慾外，亦被安排與他們
票選出來、在不同領域中各有擅長的成功
人士加入她們這一次的「聖誕學習之
旅」，擔任她們的心靈導師，與她們分享
成功經驗，給予她們追求夢想的勇氣。
在「寶藏巗共生聚落」，學生們參觀了
古村落獨有的設施，包括用以救火的大型
儲水池、防空洞、方便婦女做手工藝幫補
家計而設計的採光擋雨亭等，學習老一輩
的智慧，並同時感受當年生活的艱苦。此
外，由於現在該聚落的一些空置住宅還被
發展成藝術村，與居民共生，學生們也接
觸到當地不少公共藝術品。在台北當代藝
術館，學生們接觸到台灣最出色的當代藝
術。而且該建築物本身也是直轄市法定古
蹟，由獨特的紅磚灰瓦建成，極具歷史價
值。在台灣大學農場中，學生們在導賞員
的介紹下學習不同植物的知識，而且還能
親身觸摸及嗅聞，甚至品嚐地道果實！

與大集團董事長互訴夢想
主辦方亦特意安排晶華麗晶酒店集團董
事長潘思亮親臨與小朋友對談。他在分享
會表示，自己小時候夢想是成為一位國
王，最後國王當不上，但卻成為了性質類
似的酒店集團董事長。他鼓勵學生，每個
人都是自己的國王。他以新聞中一位因車

禍而失去雙手的畫家為例，
「最後他用腳畫畫，結果更
出名。所以外部環境不能改
變你，最重要是靠自己的毅
力。」他又勉勵小朋友們要
養成「先苦後樂」的好習
慣，「必須先做好功課才去
玩耍，這樣你才會有效率地
把重要的東西先做好。小至
一件小事，大至人生也是同
一道理。」他又跟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
「我們小時候也曾經因為讀了一本書或是
聽了老師、長輩的一句話，而改變了一
生，所以我希望藉是次分享可以帶給她們
類似的啟發。」
學生們則笑說：「看過一些電視劇集中

的董事長形象，覺得做董事長是一份很輕
鬆的工作，只需要指派下屬做事，自己什
麼也不用做，然後負責簽名就可以了。聽
畢董事長的分享，才發現要做董事長毫不
簡單，成功背後要付出很多努力，覺得董
事長實在是一個很偉大的人！」
夢想是做法官的葉熹霖更表示，董事長

的分享讓她對於自己的夢想更堅定。「法
官和董事長都是每下一個決定都會對身邊
人有深遠影響的人。董事長的分享令我明
白要付出很大努力才能擔任這樣重要的工
作，我會努力去達成我的夢想。」
此外，主辦方也安排了設計飯店的台灣

知名設計師黃嚴仕與學生對談。他跟學生
們說：「自己第一次做設計是在11歲的時
候，當時幫哥哥搬出後，其空置的上鋪，

我重新設計為自己的秘密花園。我覺得
成功的關鍵是要時刻保持好奇心，也不
要怕自己顯得『另類』，因為獨特性是
你最大的財富。」之後，在黃嚴仕的指
導下，學生們更即席重新設計了飯店的
房間。

港台泰國基層學童打成一片
據悉，此次已經是Just Sleep捷絲旅連
續第四年舉辦類似公益活動，今年以「魔
法聖誕節 七彩夢想泡泡 我-想-變-成-你」
為主題。此次受邀的除了有香港林村公立
黃福鑾紀念學校外，還有來自泰國的The
Life Skills Development Foundation
(RAK-DEK) 、 台北的財團法人中華文化
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台北兒童福利中心以
及宜蘭的蘇澳永樂國小等9至12歲需要受
關懷的海內外孩童，例如來自基層、偏遠
地區的學童。
由於活動甚具意義，也有不少來自其他

行業的機構加入，響應慈善。此行，香港學
生就分別在魔法咖喱及推廣寵物認養取代購

買的彼克蕾友善餐廳用膳，前者以天然辛香
料製作咖喱，另加入竹碳炊飯，讓學生吃得
天然健康。後者則是一所養了不同小狗的餐
廳，學生們在用餐的同時與寵物打成一片，
也讓學生明白要愛護身邊的小動物。夢想是
成為一位獸醫的同學張曉晴因為此次公益項
目得以第一次到台灣，她對於有機會來到彼
克蕾友善餐廳感到特別興奮，讓她有機會一
展她關懷動物的心。

老師指活動令學生得着大
負責帶領6位同學到台灣交流的莫老師

則表示：「是次活動的主要對象是清貧學

生，我期望透過活動讓她們在旅程中擴闊
視野，增廣見聞。同時，在與不同成功人
士的訪談中，了解別人成功的關鍵，從而
啟發她們，使其一步步邁向成功。」
她認為是次交流活動達到了她當初的期

望。「學生們都在他們身上概括出成功的
關鍵：做事要先苦後甜、不要怕自己與別
人不同、堅持。當我聽到學生能說出這三
個得，我就知道這次旅程並沒有白去
的。學生沒有因為家庭環境的限制而失去
增廣見聞的機會，亦透過與成功人士的訪
談中，帶給學生一種希望感，讓她們發現
只要堅持、努力總會有成功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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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負盛名的音樂
劇《貓》（CATS）已
於 1月 6日起在香
港演藝學院歌劇院
演出。演員趁在港
演出期間，偷空欣
賞香港美景。

■台灣師生參觀合肥師範學院校史館。
中新社

■合肥師範學院黨委書記徐成鋼為冬令營
營員代表授旗。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