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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學子甘肅行 探訪「絲路腰帶」
「范長江行動」蘭州啟動 陳青熱情歡迎港生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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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參訪點
■蘭州高新區
國務院批准的全國首批27家國家級高新
技術產業開發區之一。
■蘭州大學染纈博物館
可以見到久已失傳的古代紡染工具、染料
以及傳統染纈製作工藝。
■廣河縣齊家文化博物館
4,000年前新石器時代晚期的歷史遺存，
新石器時代向青銅器時代過渡的燦爛古文
明。
■臨夏市八坊十三巷
民族建築藝術的「大觀園」，文化旅遊的
新標地。
■拉卜楞寺
藏傳佛教格魯派六大寺院之一，「世界藏
學府」，保留有全國最好的藏傳佛教教學
體系。
■桑科草原
傳說中格薩爾王祭奠神靈的地方。
■華羚乳品集團
全國最大的以「曲拉」為原料生產高原犛
牛乳酪蛋白的乳製品綜合加工出口企業。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俊海

自1935年7月起，年僅26歲的大公報記者
范長江隻身行走中國西北，筆錄紅軍長

征風貌，成書《中國的西北角》，在中國新
聞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80多年後的今
天，在「一帶一路」建設穩步推進的過程
中，地處「帶」「路」樞紐位置的甘肅，也
日益受到外界的關注。
「范長江行動──2019香港傳媒學子甘肅
行」匯聚了包括香港大學、浸會大學、理工
大學、嶺南大學等香港高校10餘名傳媒學
子。

8天行程感受當地魅力
在8天行程中，他們將與十餘名甘肅本地

學子一起，深入當地進行參訪。如通過參觀
蘭州高新區了解甘肅省經濟發展最新情況；
通過走訪甘肅日報社，探究當地媒體融合發
展方面所取得的成績與經驗；通過探訪拉卜
楞寺、桑科草原等，了解當地自然及人文遺
產保護發展情況，並感受中華傳統文化的深
厚魅力。
在出席啟動儀式時，陳青與香港學子們親
切握手，並細心詢問港生初到甘肅的印象與
感受，稱讚「范長江行動」務實且有沉澱，
很好地發揮了香港與內地深入交流的橋樑作
用。
陳青還提出將進一步推進甘肅與港澳台學
子研學基地建設，並對開展研學活動的教材
建設、導師建設等工作作出部署。師生們對
此都感到十分振奮。
參訪團團長、大公報執行總編輯于世俊致
辭時說，今年正值「五四運動」100周年和新
中國成立70周年，希望同學們傳揚「五四」
青年的愛國熱情，秉持新聞前輩范長江的專
業精神，通過認真觀察，深入採訪，用心寫

作，認識新中國成立70年來取得的偉大成
就，領悟傳媒工作者的使命和責任，開拓視
野，並把在隴原大地上的所見所聞帶回香
港，帶給自己的父母、老師、同學和朋友，
與他們一起分享。

港大生：增進對祖國認識
香港大學學生陳鈺沂在代表香港學子發言

時說：「中國之大導致北方當地的一些信息
和文化未必能實時傳達到南方，所以我對位
於西北的甘肅很有興趣，特別希望能到當地
走一走，看看當地的風土人情，並把自己的
所見所聞透過文字記錄下來，將我的閱歷帶
回香港，與身邊的朋友和同學分享，讓我們
一起增進對祖國的認識。」
啟動儀式上，陳青還與于世俊
一起向為此次甘肅行提供大力支
持的甘肅高校相關負責人贈
送了《我們在路上》范長
江行動五周年作品集。
出席啟動儀式的

還有甘肅省委宣傳
部副部長康清、蘭
州文理學院校長
鄭偉強、蘭州大
學新聞與傳播學
院黨委副書記周兆瑜、西北
師範大學傳媒學院黨委書記
王德祥、蘭州交通大學新聞
中心主任王斌、蘭州交通大
學中文學院副院長曹振國、
蘭州理工大學黨委宣傳部副
部長楊雅瓊、蘭州文理學院
新聞傳播學院書記王金壽
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韶紅、張寶峰、倪巍晨 甘肅報道）「范長江行

動－2019香港傳媒學子甘肅行」昨日在蘭州啟動，20餘名香港及內地學生

秉承范長江精神，將於8天內參訪蘭州高新區、甘肅日報社、拉卜楞寺、桑

科草原等地，實地探訪這條「絲路腰帶」的發展成就。甘肅省委常委、宣傳

部部長陳青熱情歡迎香港學子的到來，並在啟動儀式上向此次甘肅行參訪團

授旗。

,��

�����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巍晨 甘
肅報道）「身為南方人，我對北方
的了解僅限於麵條、包子、餃子，
對甘肅的了解更只有『絲綢之路』
這個名稱。」港大一年級生陳鈺沂
對是次甘肅行充滿期待。她在昨日
啟動儀式上坦言，將來想當教師，
希冀將行程中的所見所聞、所思所
感，與將來的學生分享，將踏足
「絲綢之路」的種子埋在下一代心
中。
陳鈺沂說，范長江行動舉辦六屆

以來帶領很多港生重走報壇巨擘范
長江的路線，讓不同專業的學生能
體驗到記者工作的艱辛不易，「記
者要『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
心』，要能發掘身邊不同的訊息並
傳播出去」。
她認為，現今新一代青少年較缺

乏的就是對身邊事情的關心，大部
分人只留意網上的一些趣聞，「而
我正想避免這些陋習，這也是我參
加『范長江行動』的初衷。」

冀研拉卜楞寺文物佛教藝品
在大學中，陳鈺沂曾讀過幾個與

佛教和文化相關的課程，但因缺乏
實質的機會去探索，所學內容更似
紙上談兵。她認為「讀萬卷書不如
行萬里路」，對此行將涉足的「拉
卜楞寺」最為期待，「該寺被譽為
『世界藏學府』，我希望可以研究
寺中的珍貴文物和佛教藝術品。」

蘭州大學新傳生仰慕范長江
同樣參與今年范長江行動甘肅行

的蘭州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學生孫
茂寧亦對范長江十分仰慕：「范先

生從上海出發沿長江西上，到達甘肅採訪，真
實記錄了中國西北人民的困苦生活，並對少數
民族地區有關宗教、民族關係等問題作了深刻
表述。」
他感歎，范長江不畏艱險、追求真實的精神

值得當下每一位傳媒學子學習，期待與香港同
學一道，深入甘肅各地了解當地經濟、社會、
文化等方面發生的巨變，透過新聞採訪實踐去
感悟范長江精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俊海
甘肅報道）1935年，大公報記
者范長江從四川老家出發，一
路向北，行走6,000餘里，歷時
10個月，途中寫下了大量的旅
行通訊，真實地記錄了中國西
北的經濟文化和風土人情。如
今，范長江報道甘肅的事跡已
經成為當地的一段佳話。
范長江在《中國的西北角》

中對甘肅天水如此描述：「甘
肅人說到天水，就等於江浙人
說蘇杭一樣，認為是風景優
美、物產富饒、人物秀麗的地
方。」當這樣的描述在大公報
上發表後，隴上江南的美譽被
廣泛傳播，大大增加了天水的
知名度。至今，這段描寫仍然
是天水對外宣傳時的名句。
1935年8月，范長江到甘南州

達卓尼縣，與當地土司楊積慶一
見如故，交談至深夜。范長江將
楊積慶描述為：「精通藏漢兩
文，尤其精通漢語，雖身居僻
壤，未邁出卓尼一步，但每天都
看全國各地大小報紙，及時掌握
國內外形勢，在上海、天津等地
設有商行，常有書信往來。他思
想激進，易於接受新鮮事物，推
廣先進技術和文化。」
如今，當地紀念館裡，范長江

和楊積慶的事跡已被當地用作推
廣土司文化的重要名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俊海
甘肅報道）昨日范長江行動甘肅
行的啟動儀式，受到甘肅日報、
甘肅電視台、蘭州新聞綜合廣播
等當地媒體高度關注。這些媒體
紛紛報道稱，范長江行動是一次
很有意義的研學之旅，對宣傳甘
肅的文化旅遊、增進兩地學子的
友誼有重要意義。
甘肅日報．新甘肅記者李楊

說，自己已經連續5年跟蹤報道
范長江行動，每年都能見到及採
訪香港不同高校的傳媒學子，又
通過網絡查看他們寫的報道。
李楊說，近年來甘肅的生態
環境一直都是社會關注的焦
點，而這次活動可以讓更多人
了解到甘肅生態環境的實在改
變，尤其是讓香港同胞看到祖
國西北不再是沙塵漫天的荒涼

景象。甘肅不僅有大漠孤煙和
駝鈴陣陣的邊塞風光，更有小
橋流水的江南景致。

帶動甘肅文化旅遊
甘肅衛視雷玉剛說，范長江

行動甘肅行是一次非常有意義
的活動，可以讓香港同胞更加
近距離地了解甘肅，實地探訪
古絲綢之路重要節點城市在今
天的發展情況，這對於提升甘
肅的知名度、帶動甘肅文化旅
遊，都具有非常積極的作用。

香港大學工程學院 劉家權：
一嘗所願
我憧憬去了解記者的工作，覺得記者

工作很有挑戰性。如何寫新聞稿、怎樣
和受訪者溝通，發掘人和事、了解機構
和企業的營運情況，並在有限時間來完
成工作，也是我希望學習的地方。
范長江行動透過讓學子體驗記者的工

作，可以讓我一嘗所願。
■整理：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廖渝敏

浸會大學媒體及社會傳播 鍾慧婷：
鍛煉自己
以往在學校學到的理論一直都未能得

到實踐，就想藉這次機會好好鍛煉自
己。我還憧憬着體驗一下這個充滿地域
色彩的地方，所以特別期待臨夏的旅
程，出發前搜集資料時，就被當地的景
色和人文色彩迷倒了。
我會努力把甘肅的故事帶回香港，同

時發現一個未知的自己。

浸會大學媒體及社會傳播 蔡靜穎：
深度了解
范長江行動跟其他交流團不同的地方，

在於它讓學生們有機會一嚐記者的工作。
透過採訪和寫作，大大提升我們對內地經
濟文化的認識。甘肅是華夏文明的發祥地
之一，希望在這次旅程中能深度了解這個
文化勝地，了解當地特色。
我一直很想去的拉卜楞寺，親眼一睹虔

誠的信徒們朝拜，相信親身感受必會為我
帶來不一樣的感動。

理工大學電機工程系 葉文峰：
細心觀察
從香港這個繁榮的城市走到一個樸素的

城市，從高樓大廈走進鄉村森林，我期待
體會巨大的反差。離開煩囂的香港，感受
祖國壯麗的風景，啟發自己的寫作靈感。
我平日喜愛寫作，巧遇是次范長江行動是
個難得機會和寫作「談一場戀愛」。
我還想體驗范長江先生的精神，訪問旅

程會多聽、多看、多寫，沿途上細心觀察
人、地、事的變化，向讀者送上新聞。

■范長江行動2019香港傳媒學子甘肅行啟動儀式現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俊海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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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進兩地友誼 當地媒體點讚

「隴上江南」響名堂 土司文化成「名片」

◀港生對甘肅行充滿期待。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俊海 攝

▲陳青（左）向甘肅高校負責人贈送
《我們在路上》范長江行動五周年作品
集。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俊海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