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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呼和浩特

啟動儀式

伊利集團採訪參觀體驗

赴和林格爾採訪參觀蒙草集團

採訪參觀和林雲計算基地以及微軟雲基地

呼和浩特→赤峰

參觀採訪蒙東「一票通關」無水港，採訪紅山區智慧城市
建設、蒙東雲計算中樞

赴小廟子村採訪國家農村振興戰略的典範

赴翁牛特旗參觀採訪紅山文化遺址

赴玉龍沙湖

赴巴林右旗採訪紅色宣傳隊——烏蘭牧騎

參觀採訪好來寶之鄉的相關情況；參觀巴林石博物館，採
訪巴林雞血石文化產業

赴克什克騰旗參觀採訪阿斯哈圖石林

赴錫林郭勒盟正藍旗

赴正藍旗查幹伊德（乳製品）製作。採訪參觀元上都遺
址、元上都博物館。做一天草原小牧民，以生活體驗式採
訪改革開放40年牧民生活的變化

赴多倫縣採訪草原絲綢之路節點山西會館、匯宗寺等採訪
多倫縣京津風沙源治理工程

赴多倫湖採訪

赴錫林浩特市，途中採訪：錫林郭勒生態建設

參觀採訪錫林浩特——伊利第一牧場

觀看演出

參觀錫林郭勒博物館

參觀採訪大莊園肉食品加工公司；參觀錫林浩特市十三敖包

全體人員總結大會

返程

跟范長江足跡 細味內蒙魅力
港生參觀採訪當地企業 感悟改革開放40年發展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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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長江行動──香港傳媒學子內蒙
古行」旨在通過組織香港傳媒院

系學生重走范長江當年採訪之路，讓青年新
一代成為港蒙友誼橋樑的新力量和接班人。
啟動儀式上，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宣傳部副
部長、文明辦主任喬建東和內蒙古自治區團
委副書記孫立共同向參加採訪活動的香港學
生授旗。

喬建東勉多走走多看看
喬建東在啟動儀式上表示，內蒙古改革開
放40年來的發展變化翻天覆地，相信能給
香港學子留下深刻美好的印象，「希望採訪
團的學子們在考察活動中，多走走、多看
看，用切身感受和所思所見所聞，感受內蒙
古之發展，內蒙古之變化。」

江正銀：為職涯奠堅實基礎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副總經理江正銀致
辭時指，希望香港傳媒院系學生可以在今次
實地採訪中認識、並再次向世人介紹祖國燦
爛的文化、悠久的歷史、美好的自然風光，
以及發展的變化，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內蒙
古所取得的巨大發展成就。
他鼓勵香港學子能藉此機會，通過規範的
專業實習訓練，學習採寫新聞稿件和文章，
為未來的職業生涯奠定堅實基礎。
香港理工大學葉文峰代表同學發言時指，
「一帶一路」機遇下，香港和內蒙古在國家
戰略上具有更重要的意義，「我們跨越
3,000多公里來到這裡考察交流，將會更深
刻地理解何謂飲水思源，感悟祖國的發展變
化。」
范長江是中國歷史上的著名記者，1935
年26歲的他受《大公報》派遣，開啟了西
北之行。
在10個月內，其足跡遍及內蒙古、青
海、甘肅、陝西、四川等地，其間范長江向
世人首度披露了紅軍長征和陝北革命根據地
的真實情況，在全國引起轟動，他還將旅行
沿途見聞著成《中國的西北角》一書。
未來10天，來自香港公開大學、樹仁大
學、珠海學院、浸會大學、城市大學等19
名學子，將聯同內蒙古大學、內蒙古師範大
學等高校的8名學子，將沿着范長江的足
跡，從歷史、文化、旅遊、經濟等方面感知
內蒙古的無限魅力。
今年行走的路線主要經過赤峰市、錫林郭
勒盟等城市，同學可在實地採訪中了解祖國
燦爛的文化歷史。
今次大會還安排同學參觀、採訪的線路，
涵蓋了內蒙古改革開放以來各領域的成果，
包括當地伊利集團、蒙草生態公司等農林牧
漁龍頭企業、國家農村振興戰略典範小廟子
村、多倫縣京津風沙源治理工程等。
行程中特意安排學生遊覽紅山文化遺址、
元上都遺址、巴林石博物館等，並讓學生們
「做一天草原小牧民」，以生活體驗方式感
受改革開放40年來牧民生活的變化。

由 香 港 大

公文匯傳媒

集團發起，

內蒙古自治

區黨委宣傳部、自治區團委支持的

「2018范長江行動─香港傳媒學

子內蒙古行」採訪活動於7月10日

在呼和浩特市啟動。未來10天，香

港及內蒙古的27名大學生，將秉承

著名記者范長江的精神，沿着他曾

經走過的足跡，從歷史、文化、旅

遊、經濟等不同角度，感悟改革開

放40年來內蒙古的巨大發展變化，

領略當地獨有的魅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喬輝、倪巍晨 呼和浩特報道 ■「2018范長江行動──香港傳媒學子內蒙古行」在呼和浩特舉行啟動儀式。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月 攝

■參加啟動禮的同學精神抖擻。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業 攝

學子心聲

充滿期待
恒生管理學院 單堯靖

早在出發之前，我已
經對這次的旅程充滿期
待，腦海之中浮現出各
種美好的圖畫，因為內
蒙古獨有的神秘色彩令我着迷，也是一
處我一直很想親身感受的地方。有別於
現代化的深圳、北京等大都市，內蒙古
帶給我一種純樸的美好，一望無際的大
草原在我腦海之中揮之不去。
我十分榮幸可以成為這范長江行動的

其中一員，把鮮為人知的內蒙古景色收
入眼簾，同時也學會更多有關記者採訪
的專業知識。

探索未知
香港中文大學 黃紫琦
駿馬奔馳在一望無際

的草原上，辛勞的駱駝
漫步在熱情的沙漠中，
這是我一直對內蒙古的
遐想。今次終於有機會
能親身目睹內蒙古的風光，我感到無比
興奮，同時亦迫不及待以小記者身份，
用耳去聆聽內蒙古的鄉情故事，用心感
受當中的風土人情，再以筆墨去記下所
見所聞，分享給讀者。我懷着一顆探索
未知的好奇心，帶着比平日輕快一點的
腳步，正式踏上內蒙古之旅。

一窺奧秘
香港中文大學 朱映霖
今年是我第三年參加

范長江行動，能有機會
踏上茫茫草原，在馬背
上認識草原風情的內蒙
古，我感到十分興奮。
內蒙古對於人們來說一向都是個神秘而
又充滿吸引力的地方，作為實習記者，
我盼能從是次旅程中一窺內蒙古的奧
秘、體驗遊牧民族的生活之餘，亦盼望
能仿效范長江，透過自己的筆，把所見
所聞分享給大眾，讓大眾能認識內蒙
古。

作家余秋雨曾說：「我
們對這個世界，知道得還
實在太少。無數的未知包
圍着我們，才使人生保留
迸發的樂趣。」對內蒙古的印象，是遼
闊的青青大草原以及遍地的牛羊。背起
行囊，踏上旅途，代表着對文化的探索
之旅即將開啟。「Ｗork hard，play
hard」是我這次給自己定下的目標，望
在細細品味內蒙古的美景之餘，同時也
深思不同文化之獨特，讓人生閱歷和眼
界有新的突破。

大開眼界
香港樹仁大學胡詩茵

參與「范長江行動──香港傳媒學
子內蒙古行」的27名傳媒學子，會在
逾10天的時間中，走遍呼和浩特市、
赤峰市和錫林郭勒盟等各個具有民族
特色的地方，深入了解少數民族的生
活、經濟、文化等情況。
在呼和浩特，各人會採訪一系列知

名企業，如伊利集團、蒙草集團、中國雲
谷，也會到林格爾。
抵達赤峰後，各人會先到「一帶一路」
的節點──赤峰市紅山區，參觀採訪蒙東

「一票通關」無水港和紅山區物流園區。
一行人會採訪國家農村振興戰略典範─

小廟子村；並前往翁牛特旗參觀內蒙古治沙
典範──玉龍沙湖。為令行程更豐富，大會
安排同學參觀翁牛特旗博物館，深度接觸紅
山文化；前往巴林右旗採訪第一批成立的紅
色宣傳隊──烏蘭牧騎等。
在錫林郭勒盟，學子將到正藍旗參觀體

驗乳製品的製作全過程，也將深入著名的
元上都遺址，隨後赴多倫縣採訪草原絲綢
之路節點山西會館、匯宗寺、多倫湖等。

早點吃果條 飯後放牛羊
行程還將安排學子們在錫林郭勒大草原

上親身做一天小牧民，讓他們走進牧民家
中，同吃同住同勞動，早上聞雞起床，和
牧民家女主人一起熬製奶茶和果條做早
點，飯後和牧民男主人一起放牧牛羊。
傍晚歸來，同學可以和牧民一家人吃飯

聊天，體驗他們的新生活，感受與城市不
一樣的夜晚，並以生活體驗式採訪改革開
放40年牧民生活的變化。

■香港文匯報記者 喬輝、王月
呼和浩特報道

深入大草原 變身小牧民

■學子在旅遊巴上開始行程。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業 攝

媒體高度重視 讚拉近兩地距離
7月10日，「范長江行動──香港

傳媒學子內蒙古行」舉行了啟動儀
式，新華社內蒙古分社、中央人民
廣播電台內蒙古記者站、內蒙古日
報、內蒙古電視台、內蒙古電台、
呼和浩特市電視台等十餘家媒體均
派記者對活動進行了即時的採訪和
報道，並有眾多媒體轉載相關報

道，反映媒體高度重視有關活動。
新華社內蒙古分社記者于嘉以《香港

傳媒學子追隨范長江腳步赴內蒙古參觀採
訪》最早刊發於新華網之上，並且進行了
新媒體推廣。
原來今年已是于嘉第四年參與「范長

江行動─香港傳媒學子內蒙古行」活動
新聞報道。每年他都會與大會提前聯繫，
詳細詢問活動詳情，會後他也是最後一
個離開會場，這時稿子已經發出。
于嘉表示：「舉辦這樣的活動很有意

義，可以讓香港學生有機會去認識、感知
祖國的大好河山，而內蒙古獨有的悠久歷
史與深厚文化底蘊，將會令同學們驚歎不

已。」
至於呼和浩特市

電視台記者趙恩
澤，則跟拍香港學
子整整一天的行
程，對活動給予很
高的重視和評價。
「范長江行動
─香港傳媒學子
內蒙古行」活動已
經連續舉辦4年，
當地媒體也是持續關注有關活動，每年都
作出跟進報道。
媒體記者紛紛表示，這項活動對內蒙

古來說也是一種宣傳和報道，不僅拉近了
內地和香港的距離，還可以讓更多的香港
人深入了解內蒙古的經濟發展和文化藝術
魅力，希望這項活動能一直辦下去，他們
也將繼續關注並報道香港學生在內蒙古的
所見所聞。

■香港文匯報記者 喬輝、王月
呼和浩特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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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生接受當地媒
體採訪。

香港文匯報
記者吳怡然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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