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未來之星．星級義工─ 『我
要照顧大熊貓』 ──四川都江堰熊
貓基地義工體驗計劃」 在中國保護
大熊貓研究中心都江堰熊貓基地的
體驗活動15日結束，近30名香港
青年跟隨指導老師，感受了大熊貓
保育工作的點點滴滴。

大公報記者 黃冬、向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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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星級義工體驗保育大熊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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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都江堰基地，同學們先參觀了大熊
貓圈舍、大熊貓救援展示廳等基地設施，
了解大熊貓的知識、習性和整個基地的建
設情況。隨後，同學們在基地的三個熊貓
園，實地體驗大熊貓的相關保育工作。

港生體驗飼養員日常工作
中國保護大熊貓研究中心飼養員周強

說，此次讓同學們體驗的是飼養員們日常
要做的工作， 「就是照顧熊貓的吃喝拉撒
。」飼養員交給大家的第一項工作就是打
掃熊貓館舍，清掃熊貓昨晚吃剩的竹枝竹
葉和糞便，再用自來水沖洗館舍牆壁和地
面。

清掃完館舍後，同學們分組來到 「熊
貓廚房」，為熊貓準備香甜可口的窩窩頭
。下午餵養大熊貓則是同學們與國寶最親
密接觸的時刻。在飼養員的指導下，同學
們一一給熊貓餵食切好的窩窩頭、胡蘿蔔
和竹筍等，有些膽大的同學甚至伸手去摸
熊貓的爪子。

野外科考學習觀測方法
同學們還觀看了大熊貓紀錄片，了解

大熊貓繁殖的過程以及回歸野外的片段。
基地獸醫院院長鄧林華則為同學們做了大
熊貓科普講座。從大熊貓的名字來源到保
護歷程，從成長變化到飼養優育，從野放
訓練到對外合作交流，同學們都聽得津津
有味。

體驗計劃的最後一天，同學們來到龍
溪─虹口國家級自然保護區，了解大熊
貓自然棲息地環境和保護區科考工作情況
。科考人員帶着同學們來到樹林，實地講
解在野外環境中如何利用紅外線照相機，

抓拍野外大熊貓。
事實上，給熊貓做義工是此次 「未來

之星」活動中最吸引香港青年的部分。在
分享會上，同學們紛紛表達着自己對此次
義工活動的感想。

來自香港大學附屬學院的李若菲說，
來到熊貓基地，不僅讓大家有接觸大自然
的機會，更透過參觀基地中各個熊貓園區
、親身照顧大熊貓等，對大熊貓的歷史文
化有更深入與全面的認識。 「我們組最為
難忘的就是照顧大熊貓的經歷，需要清除
雜草、搬運竹子、為大熊貓打掃住處等，
令我們明白到保護大熊貓絕非容易。」

盼望與熊貓待更久
香港城市大學的陸善琳則說，來到都

江堰基地以前，大家只知道熊貓愛吃竹子
、喜歡睡覺、惹人疼愛，而在參與義工服
務過程中，對熊貓有了新的了解。除了接
觸熊貓外，大家也接觸到多位充滿熱誠的
工作人員，對大熊貓養護知識、生態保育
等都有深入研究。 「經過幾天的義工活動
，我們對研究中心工作人員的敬業和專業
精神多了一分敬重。」

「從第一天以遊客的心態來看大熊貓
，到隨着指導老師為大熊貓做一些事情，
同學們體會到作為義工的責任感，也懂得
了對於保護大熊貓來說，僅僅有愛是遠遠
不夠的。」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青少年
交流中心主任、未來之星同學會專職副主
席、 「星級義工」團團長李華敏說，學生
們做義工時都很有愛心、很認真，且能團
結協作，還會主動與外國志願者交流， 「
做義工的勞動過程也是對學生們的一種體
驗和磨煉。」

貴黔高速全線開通省一小時
【大公報訊】記者周亞明貴陽報道：

17日12時正，貴州省貴陽至黔西高速公路
全線正式通車，意味着從貴陽出發，經由
畢節進入四川的車程，將從此減少1個小
時以上。

開通儀式在位於貴陽至黔西高速的中
間地段的鴨池河大橋上舉行。這座大橋主

跨有800米，是世界上最大跨徑的鋼桁樑
斜拉橋和世界山區斜拉橋之最，被稱為貴
黔高速最重要的 「控制性工程」。

貴州省交通廳提供的資料顯示，貴黔
高速起於貴陽市白雲區曹關，止於畢節市
黔西縣石板，是貴州高速公路骨架網的重
要組成部分，路線全長78公里，總投資90

億元。其主線跨越烏江幹流鴨池河及其支
流貓跳河、跳蹬河、皮甲河等峽谷。貴黔
高速開通後，貴陽至黔西行車時間從原來
的2小時縮短為50分鐘，貴陽到畢節行車
里程縮短至160多公里，全程僅需2小時。
經由畢節進入四川，車程亦相應減少1小
時以上。

【大公報訊】記者肖剛甘肅報道：來
自大陸、台灣15所高校的45名青年學子日
前齊聚蘭州大學，開啟第十二屆 「海峽兩
岸學子牽手絲綢之路行」。在為期16天的
活動中，兩岸學子將從甘肅省蘭州市出發
，赴白銀、遊武威、逛張掖、品酒泉、覽
嘉峪關，最後抵達敦煌，除參訪著名景點
外，還將開展公益活動，設計絲綢之路名
片。

台灣東吳大學法律學系研究生詹顏吉
表示，此行很多期待都將變為親眼看到、
親身感知的見識，希望藉 「一帶一路」契
機，讓台灣經濟有多元發揮的管道，讓台
灣學子嘗試更多國際創業機遇。

詹顏吉說，一直希望與大陸的同學交

流，了解絲路文化，在台灣都是透過新聞
了解 「一帶一路」，很期待在大陸親歷 「
一帶一路」建設。 「國際化社會造就了地
球村，不同國家、地區激烈競爭之下，必
然要多方開拓貿易路線，台灣以高科技產
品出口為主，需要不斷開拓外部市場，台
灣青年也多選擇赴中東創業， 『一帶一路
』對台灣未來發展一定是大有裨益的」。

即使只是剛剛才接觸，相同的專業也
讓蘭州大學法學院本科生王新博與詹顏吉
成為了好友， 「有活力、活潑、彬彬有禮
」是首次接觸台灣同胞的王新博對他們的
第一印象。聽到這樣的讚譽，詹顏吉當即
對大陸同學的 「熱情接待」表示 「非常感
謝」。

「通過真實溝通交流，面對面交談互
動，兩岸學子之間會建立對彼此更加真實
的印象，就像從虛擬世界走向現實。」王
新博說， 「16天的交流互動，我們一定會
建立深厚的友誼。 『一帶一路』對中國的
對外開放、經濟發展大有作用，作為學生
，通過社會實踐、交流活動了解國家倡議
，對以後的工作肯定也會幫助巨大」。

據悉，台灣新竹清華大學、東吳大學
、高雄大學共有25人參加此次活動，蘭州
大學、蘭州理工大學、西南財經大學、中
國民航大學、太原理工大學、南京農業大
學、贛南師範大學、重慶理工大學、山東
大學、西南大學、晉中學院、中國礦業大
學共有20人同行。

海峽兩岸15高校學子絲路行

兩岸四地五校聯合大學開學
【大公報訊】記者張帆上海報道：由

同濟大學、香港理工大學、台灣逢甲大學
、台灣世新大學兩岸三地四校共同主辦的
「聯合大學（暑期．2016）」17日在同濟

大學開學。在接下來的12天，四所高校將
分別開講四個特色通識選修課程，兩岸四
地五校本科學子將同堂上課，互認學分。
開學儀式後，中科院院士、同濟大學教授
鄭時齡首先開講，為同學們介紹了《歷史
上的上海和後世博的上海》。

作為推動內地高校與港澳台高校更富

實質性合作交流的創新之舉，兩岸四地高
校於2014年起聯手推出 「聯合大學」這一
全新合作辦學模式，連續兩年受到熱烈響
應和好評。青年學子普遍反映 「收穫超出
預想」，既學到了前沿知識，拓展了思維
，又增進了四地青年彼此之間的了解和交
流。本次聯合大學的招生信息發布後，同
樣得到了各校青年學子的積極響應。參與
課程學習的400名同學中，台灣逢甲大學、
台灣世新大學各149人，香港理工大學36人
，澳門大學9人，同濟大學57人。

【大公報訊】記者黃冬、向芸四川報
道：有「大熊貓爸爸」之稱的四川卧龍國家
級自然保護區管理局局長、中國大熊貓保
護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張和民等研究中心
領導專程趕到都江堰基地，參加義工團交
流分享會，並為同學們頒發志願者證書。

「大熊貓還有很多未解之謎。這次來
的有些同學即將畢業，聽說對大熊貓保育
工作很感興趣。我們歡迎有興趣的同學到
研究中心和基地來工作，也歡迎大家與我

們一起進行有關大熊貓及其他動物保護的
課題。」張和民表示，希望香港青年們未
來能更多地了解熊貓、關心熊貓，一起解
開這些與大熊貓相關的謎題。

「大熊貓是整個生態環境的一個頂級
物種，保護大熊貓是為了更好地保護整個
生態環境以及區域內的動物。」張和民告
訴同學們，通過多年的努力，目前整個生
態環境保護得非常好，就連汶川特大地震
時受到的影響也很小， 「保護熊貓其實是

保護整個生態系統和生物多樣性。」
在分享會上，從事大熊貓保育工作已

經三十多年的張和民，還與同學們分享了
工作中與大熊貓的趣事。 「在野外科研工
作時，有一次一隻熊貓在雪地上跟着野外
觀察站工作人員的腳印回到觀察點，把工
作人員 『趕走』，自己進了工作人員的帳
篷。它每天白天出去找竹子吃，晚上回來
『住』工作人員讓出來的帳篷，一直跟我

們生活了6個月，有了很深的感情。」

熊貓爸爸邀港青共解國寶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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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據中新社報道：2016年
海外華裔青少年 「中國尋根之旅」夏令營
─黑龍江營於17日在哈爾濱開營。本次
活動吸引來自美國、加拿大、愛爾蘭、俄
羅斯、意大利、印尼共6個國家的90位華裔
青少年，共同感受中俄沿邊大省黑龍江的
邊境風情。

本次夏令營中，營員們除學習漢語、
書法、武術、民族舞蹈等中華傳統文化藝
術外，還將欣賞俄羅斯風格建築索菲亞教
堂，走進有 「中俄雙子城」之稱的黑河市
，乘船遊覽中俄界江黑龍江，眺望對岸的
布拉戈維申斯克市，參觀旅俄華僑紀念館

、黑河口岸等地，感受中俄邊境風情。
來自美國的華裔青少年愛麗絲第一次

來到黑龍江，她說： 「我父親是黑龍江人
，此次他跟隨我一起回到家鄉看望爺爺，
這是真正的 『尋根之旅』。我去過許多地
方，黑龍江位於邊境，能讓我看到中俄雙
邊貿易的發展，和兩國文化的融合。」

黑龍江省僑辦副巡視員張曉宏在開營
儀式致辭中說，黑龍江是中國文化和西方
文化交融的省份，對於華裔青少年來說既
有親切感又能體會到國際化特色。本次夏
令營將增進華裔青少年對黑龍江的了解，
提高他們學習漢語和中華文化的興趣。

六國華裔青年感受邊境風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