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港生初識內蒙古
香港浸會大學 王希文
●懷着興奮、緊張的心情，來到
了從未踏足的這一塊土地。終
於在晚上，到達呼和浩特。雖
然漆黑一片，沒有什麼看得清
楚，但是微涼的天氣，令我得
悉這是個天氣舒適的地方，也
沒有想像中那麼乾燥。

香港樹仁大學 游昊雲
●內蒙古的生活模式與香港截然
不同，無論起居飲食到傳統文
化都值得香港學生多感受以開
闊眼界。我相信體驗其他文化
的最直接渠道就是與其他地方
的人相處，因此能與內蒙古學
生一起參與行程也令我無比興
奮。

香港浸會大學 潘希橋
●甫踏出呼和浩特機場，一陣久
違的清涼晚風襲來。迎接我們
的除了內蒙的風，還有接待我
們的本地大學生，她們擔心我
們吃不飽，準備好各種麵包在
車裏派發，令我們有賓至如歸
的感覺，實在非常感激。

（記者 劉舒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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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長江行動
香港傳媒學子內蒙古行 之1

由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發起
的 「范長江行動——香港傳媒學子
內蒙古行」 ，12日在內蒙古呼和浩
特舉行出發儀式。未來十天內，近
40名來自香港、內蒙古兩地的高校
傳媒學子，將再次秉持范長江新聞
精神，從歷史、文化、旅遊、經濟
等不同角度，感知內蒙古獨有的草
原文化風情，了解蒙元地區現代化
建設新風貌。

大公報記者喬輝、馮玥
呼和浩特報道

港學子內內蒙行筆述蒙元文化
再走范長江之路 體驗草原風情美食

【大公報訊】記者劉舒婷呼和浩
特報道： 「2016范長江行動內蒙古行
」12日在內蒙古呼和浩特啟動，吸引
了中新社、內蒙古電視台、內蒙古廣
播台等多家媒體前來採訪報道，與會
記者紛紛 「點讚」活動。

內蒙古廣播台記者阿拉騰巴雅爾
認為， 「范長江行動內蒙古行」是一
個很好的宣傳內蒙古的窗口， 「香港
傳媒學子來到這裏，以傳媒人的視角
走訪、認識內蒙古，這種親身的經歷
體會，能讓他們在向香港介紹內蒙古
發展變化時更為實在而具體。」他希
望這次參加活動的港生能充分利用好
「范長江行動」的平台優勢，在採訪

能力上有所收穫。
內蒙古日報記者郭成亦對活動表

示充分肯定， 「借助 『范長江行動』
這個平台，相信這些港生們能加深對
內地的了解，從而更加了解當下的祖
國新貌。」他表示，活動亦能促進兩
地學子的交流，從而加深兩地學子的
情誼。

今年，有不少內地傳媒學子以志

願者身份參加 「范長江行動內蒙古行
」。內蒙古科技大學學生武虹霞稱，
和一群有共同新聞夢想與草原情懷的
香港同學們一起，她很期待他們接下
來十一天採訪，以及思想的交流與碰
撞。

內蒙古師範大學學生崔珺涵說，
此次活動與港生一起以范長江先生為
榜樣，行走，觀察，思考，寫作， 「
其間所能喚起的情感認同、生活體驗
，相信會加深我們對祖國的進一步了
解與熱愛」。

媒體點讚：促兩地學子交流

丙 申 盛
夏 ， 香 港 傳
媒 學 子 一 行
近 四 十 人 ，

從香江出發，飛越幅員遼闊
的神州大地，來到了 「風吹
草低見牛羊」的內蒙古。

八十年前，大公報著名
戰地記者范長江，臨危受命
赴內蒙古採訪， 「深入額濟
納、阿拉善兩旗視察，往返
二月有餘」，皆因 「外人進
圖西蒙日亟」， 「當新聞記
者的人，有把危急情況報告
給國人的義務，我們要在危
機未爆發以前，把這些地帶
的情形弄個明白」，需抓緊
「最後機會」。

八十年後，離開海潮拍
岸、海風吹拂的維港，香港
傳媒學子們在夜幕中抵達了
二千多公里外的內陸草原。
飄着小雨的呼和浩特氣溫雖
然比香港低了十度有餘，卻
絲 毫 未 影 響 港 生 們 的 熱 情

─循着范長江先生的足跡
，他們將親自體悟並採寫內
蒙古新貌。

初初來訪，內蒙古的一
切都令港生們倍感新鮮。香
港樹仁大學學生王翠華表示
，當地路牌和招牌上多出來
的一行蒙文， 「讓我感受到
了蒙古族歷史痕跡。」在伊
利集團的產業園裏，港生們
興奮地與只有兩個月大的小
牛合影留念；在哈素海蘆葦
蕩，港生們不住地讚嘆山水
風光生態之美。內蒙古對於
他們，不再只是書本上的句
讀，影視中的鏡頭，而是不
時拂面的乾燥的風，與撲鼻
的青草香。

12日的啟動儀式後，港傳
媒學子們正式踏上 「重走長
江路」之旅，筆紙書寫，相
機紀錄，內蒙古的壯美風光
與發展新貌，將通過他們，
「飛抵」香江百姓家。

（記者 劉舒婷）

港生塞上行
記錄草原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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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傳媒學子接受內蒙古媒體訪
問 大公報記者劉舒婷攝

內蒙古行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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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香港傳媒學子訪問內蒙古伊利集團
大公報記者劉舒婷攝

▲學生代表何詠雯在啟動儀式上發
言 大公報記者馮玥攝

▲ 12日，港學子參觀內蒙古伊利集
團，和小牛 「親密接觸」

大公報記者劉舒婷攝

內蒙古曾是范長江的名著《塞上
行》一書的誕生地。去年7月， 「范長
江行動」首次在內蒙古成功舉辦，在
歷時十天的活動中，同學們赴呼和浩
特、包頭、烏蘭察布、鄂爾多斯和巴
彥淖爾五個地市採風，以港人視角書
寫蒙元文化，並借助大公報平台刊發13
個整版系列報道，同步以大公網、微
博、微信等新媒體客戶端密集推送，
圖文並茂，受到海內外媒體廣泛關注
，反響熱烈。

兩地近40名學生參加
今年的內蒙古行從7月11日持續到7

月22日，共有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城市大學、香港浸會大學、香
港樹仁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等來自
香港和內地多家知名學府的近40名學生
參加。

探航天城住特色民宿
未來十天內，採訪團將先後赴呼

和浩特、巴彥淖爾、烏海市、阿拉善
盟等地實地採訪，沿途體驗蒙元地區
別具特色的民宿風情，探秘戈壁深處
東風航天城，採訪駱駝特色旅遊文化
產業，參觀哈素海、月亮湖等。

採訪團團長、香港大公文匯傳媒

集團董事姜亞兵在啟動儀式上致辭指
，明年是內蒙古自治區成立70周年，此
次從呼和浩特出發重走范長江之路，
具有不同尋常的意義，他寄語同學們
珍惜難得機遇，不負各方厚望， 「像
新聞前輩范長江那樣，一邊行走，一
邊觀察，一邊思考，寫出最新最美的
的篇章。」

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宣傳部外宣辦
副主任陳寶泉表示，內蒙古正借助幅
員遼闊、資源豐富的自身優勢，積極
響應國家號召，打造以 「崇尚自然、
踐行開放、恪守信義」的草原文化。
他讚揚范長江行動是一項非常有意義

的創舉，去年的內蒙古行在兩地取得
了很好的社會反響，大獲成功。今年
亦希望同學們在採訪中收穫豐富的人
生體驗，增進對內蒙古的認知和祖國
認同感，傳遞內蒙古各族人民對香港
的深厚情誼和美好祝願。

12天採寫探尋美麗內蒙
香港中文大學的何詠雯代表香港

傳媒學子發言，指對內蒙古第一印象
來源於草原風光和特色美食，此外對
蒙古語、當地民俗文化等也充滿好奇
。期盼通過十二天的採寫，探尋內蒙
古不同地方的故事，全方位深入了解

內蒙古獨特的生態環境、旅遊產業、
航天科技、沙漠產業以及工業發展，
筆述沿途所聽、所看、所得，以文字
記錄內蒙古的美麗。

出席啟動儀式的還有內蒙古自治
區團委統戰聯絡部調研員、青聯副秘
書長趙軒，呼和浩特市委宣傳部副部
長、外宣辦主任韓麗，伊利集團副總
裁蔚林聰等。

此活動得到了內蒙古自治區黨委
宣傳部、內蒙古自治區團委、內蒙古
自治區青年聯合會、內蒙古伊利實業
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及內蒙古東達蒙古
王集團的鼎力支持。

▲范長江行動─香港傳媒學子內蒙古行啟動禮12日在內蒙古
呼和浩特伊利集團舉行。採訪團團長、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
團董事姜亞兵（右三）、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宣傳部外宣辦副
主任陳寶泉（左三）在啟動禮上向學生代表何詠雯（中）授
旗，內蒙古自治區團委統戰聯絡部調研員、青聯副秘書長趙
軒（左一），呼和浩特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外宣辦主任韓麗
（右二），伊利集團副總裁蔚林聰（左二）等出席

大公報記者馮玥攝

東風航天城

月亮湖

桌子山岩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