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認為旅途最重要的是夥伴。感謝老師
勞累地安排行程、細心照顧飲食起居，大家
互相學習、互相幫助。很多東西都是一生人
一次的，比如看到歷史遺城文物、瘋狂在沙
漠顛簸奔馳……遺憾是沒有住上蒙古包，在
大草原上躺着看星星，但這也為我帶來機會
，讓我以後再來一遍，闖蕩未踏足的地方。

王希文
香港浸會大學

我對當地人面對惡劣的自然環境的態度
十分深刻。他們沒有埋怨，反而提醒自己要
保護環境。這一次的行程令我在旅途中遇到
不同的人物。我覺得記者的力量其實很大，
我相信透過我們寫的報道，可以影響到我們
身邊的人，讓大家可以反省自己身在的地方
的不足，然後在社會上做出更多的改變。

何詠雯
香港中文大學

除了 「風吹草低見牛羊」的草原景色，
當地的發展也是令我眼前一亮，不少新建的
新村和社區中心給予了農民和牧民更好的生
活條件及收入，雖然少見了隨草原漂泊的遊
牧民族景象，但日子過得不錯。旅程中最難
忘的必定是在沙漠中騎駱駝，當金黃色的沙
子映照出人駝的影子，感覺相當的動人。

潘希橋
香港浸會大學

我體驗了很多，也更深入了解到內蒙古
這個地方的發展。在這個旅程我們採訪了很
多農村。農民因為十個全覆蓋而得到更好的
生活。另外是旅遊和生態保育的結合。很感
謝同組的同學和各位老師的指導和幫助，讓
我能完成稿件。雖然沒機會住上蒙古包，但
這也是讓我未來再來內蒙古的理由吧。

蔡樂婷
香港城市大學

這次活動對我來說不僅是次實習，還是
一個改變視野、不可多得的人生經歷。這些
天裏，我們上車睡覺，下車採訪，等到吃完
飯回到酒店後已經接近凌晨便開始寫稿。其
間，我結識了許多志同道合的新朋友，琢磨
出了許多做一位前線新聞工作者的技巧，並
且領悟到了堅守在工作崗位上的職業精神。

張歌華
香港大學

這次的內蒙古行讓我深刻感受到農村的
發達。我們參觀了多條十個全覆蓋的村莊，
其中最特別的是以電商統一農作物銷售，因
為這本是城市才會出現的生意已發展到農村
。這次旅程最令我意外的是當地生態保育十
分到位。在參觀胡楊林、月亮湖和黑城時，
負責人對保育生態的熱誠令我印象深刻。

游昊雲
香港樹仁大學

在這十多天的行程中，我得到了採訪寫
稿的經歷，對於一個讀工商管理的學生來說
，這一切是十分新奇和有趣。同時，也使我
體驗到當一名記者的辛酸以及面對突發事件
時的無奈。同時，我想對接待我們的內蒙古
同學以及不分晝夜照顧我們的帶隊老師由衷
地說一聲謝謝和辛苦了。

閔 婷
香港恒生管理學院

我發現不一定要報道大事才是好新聞，
小事情也有大意義。我喜歡到採訪點四周和
居民談談，了解居民的想法。到內蒙古前，
我曾想像牧民在一望無際的草原上過着傳統
悠閒的生活，但深入採訪後，發現很多牧民
不再住蒙古包，不再到處放牧。我作為記者
，記下了今天的內蒙古，讓往後的人回味。

黎蕙珊
香港樹仁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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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走范長江路 見證新塞上

范長江行動

【大公報訊】實習記者王希文、何詠雯報道
：額濟納旗達來庫布鎮東南面的一個荒漠上，有
着一段段城牆、一座座佛塔組成的古城群，宏偉
非常。昨日， 「范長江行動內蒙古行」香港傳媒

學子一行抵達此處參訪。在這些遺跡中，黑
城是古絲綢之路上最完整、規模最宏大的古
城遺址。這裏能成為如此完整、壯觀的遺址
，而非一片經風雨侵蝕的頹垣敗瓦，全靠一班
樂此不疲、日以繼夜工作的維護人員。

「對，我覺得挺自豪的！」賀先生回答
得鏗鏘有力。在黑城遺址工作了兩年的賀
先生和工友們，烈日當空下頂着安全帽，
拿着工具，在遺址城牆外的支架上工作。 「
就是要把城牆加固，你們今天來算幸運，就像
昨天沙塵暴吹得到處都是，雨也下得大……」變
幻莫測的天氣風化、侵蝕着遺址，工人們每天的
工作便是檢查和修補。正值進行大維修，工人們
都忙碌地工作，現在已經可以看到有一部分城
牆上都已經鋪設好保護土牆的物料。

保育古城我自豪

【大公報訊】實習記者鄭雲風報道：走
進內蒙古海流圖鎮的社區服務中心，除了看
到各式各樣的硬件設備，記者更發現一條普
及歷史知識的 「時間走廊」。位於服務中心
右側的樓梯間的這條 「時間走廊」上貼着三
十多年來的生肖郵票，而每張郵票邊上又配
上了當年的重點政策以及重大事件的圖片。

要數這裏最老的郵票，是中國郵政在
1980首次發行的生肖郵票，記者從郵票下的
圖片說明得知，正是當年國務院在五屆全國
人大三次會議上指出： 「除了在人口稀少的
少數民族地區以外，要普遍提倡一對夫婦只

生育一個孩子」。如今，三十多年過去，生
肖郵票依舊發行，但一孩的計生政策已然改
變，中國變化速度比我們想像的更快。

這條走廊更記錄了香港大事，例如1997
年香港回歸，工作人員在當年的郵票上方，
配上了鄧小平的圖片，以紀念他為香港作出
的貢獻。另外，走廊上亦紀錄了香港一代歌
后梅艷芳1982年正式踏入樂壇的時刻。

據當地負責人伊拉特介紹，這條走廊
設置的初衷，是希望引起經過的孩子們注
意，讓他們多多發問，透過郵票認識更多
歷史。

郵票時間廊 述史入人心

【大公報訊】實習記者黎蕙珊烏拉特中旗報道：
1936年夏天，范長江於武川遇上日本車隊後被迫折返
，再渡陰山，到達烏蘭察布盟。80年後的夏天， 「范
長江行動」傳媒學子來到當年烏蘭察布盟的烏拉特草
原，即范長江所見 「水草茂盛的牧地」，探索及感受
范長江當年的草原之旅。

范長江在《塞上行》的《憶西蒙》中描述這片草
原： 「草地地勢，平坦潤澤，不但行使汽車相宜，而
且風景悅目。」他筆下的烏拉特草原美麗舒適，青綠
色一片一望無際，沒有一叢林，沒有一棵樹。他寫道
： 「向任何方向的前面看去，總是悅目的綠色鋪好的
野景。」

80年後，學子們從 「石屎森林」香港走到寬闊的
內蒙古，感受到一望無際的大草原。他們乘着旅遊巴
士，跟范長江一樣飛馳在那水草茂盛而廣闊舒暢的烏

拉特草原，拋下香港的繁囂和忙碌。壯麗遼闊的草原
令人想起往日英偉的成吉思汗，了解到昔日遊牧民族
生活的點滴。

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卻見不到牛羊。今天
再難感受到昔日的放牧生活，為了保護草原，現今政
府分配每個牧民一定的草坪面積，可以畜養二百隻羊
及兩頭母牛，再由政府補貼，以限制牛羊數目取代放
牧生活。牛羊數目減少後，人們難以遇上范長江所提
及漫山遍野的牛羊了。

跨越烏拉特草原時，范長江還曾在海流圖河邊住
宿，范長江描寫道： 「此間較大的蒙古包已經不是活
動的房子，而是僅有蒙古包形狀的固定土屋。」今天
的蒙古包和范長江所描寫的一樣，是固定的房屋，華
麗的蒙古包甚至裝有空調，十分舒適。畜牧外，牧民
以接待處及民宿方式，發展草原文化旅遊業。

【大公報訊】實習記者潘希橋、溫譪紅額濟納
報道：1935年，日軍已在西北地區蠢蠢欲動，覬覦
內蒙古的廣闊土地。就在這段期間，大公報派遣記
者范長江赴內蒙古及周邊地區採訪，成為該段時期
有關地區重要的文本紀錄，這些採訪報道後來結集
成《塞上行》一書。 「范長江行動」一班傳媒學子
亦在行程第五天到訪額濟納，鑑古知今，仿效記者
前輩探索觀察的精神。

當年為掩人耳目，范長江偽裝成商號夥計，跟
着 「隨從」自歸化（今呼和浩特）出發，歷盡艱辛

終於到達額濟納。在額濟納，他得知日軍車隊滿載
軍用品駛來，不日即到。而當時交通通訊困難，為
把軍情及時送出，范長江把心一橫，他找到了兩個
喇嘛和一個翻譯同行，騎駱駝穿過一千六百里的沙
漠到定遠營。

茫茫沙漠沒有地標，煮食的時候成群蒼蠅圍着
食物亂飛。而一路上最驚險的情節，是這大漠中唯
一能仰賴的駱駝竟然失蹤了，令范長江幾近崩潰，
幸運的是駱駝在幾十里路外被找了回來。幾經辛苦
，范長江終於抵達包頭。抵達時，他臉都龜裂了，
熟人也幾乎認不出來。27歲的范長江將文稿發還給
大公報後，瓦解了日軍的圖謀。

香港傳媒學子今重走范長江當年從內蒙古阿拉
善旗進入額濟納旗的路線，走訪范長江曾去的黑城
和怪樹林。八十年後的大漠依舊沙塵滾滾，學子在
追隨范長江的足跡之際亦親身採訪內蒙古的嶄新風
貌，重新感受他作為新聞記者堅持到底、實事求是
的精神，將最真實的面貌呈現。樹仁大學的沈穎翹
同學感嘆說： 「他為了挽救內蒙古，帶着採訪手記
穿越整篇沙漠，還要冒着被日軍發現的危險，實在
值得敬佩。」

【大公報訊】實習記者何
詠雯巴彥浩特報道：1936年5月
17日清晨，范長江從寧夏省垣
（今銀川市）前往阿拉善旗定
遠營（今阿拉善左旗巴彥浩特
）。這是他第一次來到阿拉善
，他進入賀蘭山時寫道： 「再
發平羌驛，車即入賀蘭山中，
蜿蜒前行，大體遵山中溝道而
行，路多待修理」。

7月20日，香港傳媒學子從
烏海市進入定遠營，沿途風景隨
着車輛從都市城區駛進山脈之間
而變化，連綿的山脈在車窗左右
展開。一進入到定遠營，學子就

看到右側的城牆，和大大小小的
四合院建築，有着濃郁的漢文化
色彩。當年的范長江亦有相似感
受： 「出人意料之外，定遠營這
樣的地方，外觀上一點也不像 『
蒙古』……街上的漢人遠比蒙古
人多，街上做蒙古包的人雖不少
，但是我們決不能在街市附近視
線以內找到一個蒙古包。」從定
遠營的城墎圖看到，在1723年建
城之時，城內有不少蒙古包，但
在1823年的城墎圖上，它們已經
被中國特色的樓閣取代。

蒙古顧實汗之孫和羅理歸順
清政府，後又立有軍功，被乾隆

帝封為世襲親王，封其駐地為定
遠營。在定遠營的王府，學子們
發現擺設也都 「漢味」十足，據
介紹，這裏有不少設計都是參考
北京故宮，例如府上傢具都用上
了紅木，而府內亦有不少龍的圖
案，因此這裏有着 「塞外小北京
」的別名。

據了解，200多年來，清皇
室先後有12位格格下嫁阿拉善王
爺，她們帶來的京城文化在定遠
營留下足跡，現在仍然清晰可見
。當年范長江亦曾寫道： 「……
一切一切，和北平一般高等生活
情形不會有什麼差別。」

【大公報訊】實習記者王翠華、梁皓
怡、高雯慧臨河報道：1935年7月起，范
長江開始了中國西北地區的考察旅行，歷
時10個月，撰寫了著名的《中國的西北角

》。在途經內蒙古河套地區時，他寫到：
「順着黃河邊上走，所過盡是肥美的地方

，地上也有阡陌痕跡，現在水利不修，社
會不定，完全又成荒地了。」從磴口往東
北行，范長江看到 「沙地漸少，黃河衝擊
平原上，豐腴可愛。」 「黃羊木頭與臨河
之間，亦大半為上等良田，中間有一段蒙
古水草地。」在臨河境內，面對 「公路與
橋樑工程，皆甚良好，仍荒地太多、人煙
稀少」的情況，不過，范長江預言： 「將
來一定可以供大規模屯墾之用」。

八十年後的今天，香港學子重走 「范
長江路」，來到了位於黃河 「几」字灣頂
部的臨河區，見證范長江預言成真。現如
今，這裏已經是重要的優質農畜產品基地

。在臨河杭錦後旗陝壩鎮春光村，記者看
到，依靠政府支及先進技術種植，當地農
作物收成及質素都有所上升。由於此地處
於黃河中游，土質優良，即使南方的菜種
也可以茁壯成長。以前農民只能種植數種
蔬果，現時可配合溫室及科技種植技術，
可挑選一些收益大或非本地的菜種，如火
龍果、草莓及葡萄。

范長江筆下的臨河信息閉塞，而如今
，臨河處處是產業化、現代化和科學化的
美麗新村。通過政府、企業與農民合作，
春光村積極利用新技術及發展模式種出優
質蔬菜，並建成 「塞上春光合作社」，從
全國各地接收訂單，使此地成為優質蔬菜
輸出基地，從而改善居民的生活水平。

【編者按】八十年前，大公報著名戰地記者范長江臨危受命，先後赴內蒙古烏拉特
中旗、臨河、額濟納、阿拉善等多地採訪，他隻身一人，深入危機四伏的邊疆大漠、奔
波在戰火紛飛的前線，撰寫多篇報道文章在大公報發表，在社會引起強烈反響，後結集
成 「塞上行」 一書。八十年後， 「范長江行動內蒙古行」 香港傳媒學子一行，不遠千里
來到內蒙古，循跡范長江先生當年的足跡，重赴塞上採風，一邊行走，一邊觀察，一邊
思考。在了解底蘊深厚的蒙元文化同時，親身感受當今內蒙古地區發展的嶄新風貌。近
四十位傳媒學子將十二日的見聞感受訴諸筆端，為 「塞上行」 續寫新篇章。

行走觀察思考行走觀察思考 港生收穫滿滿港生收穫滿滿

烏拉特草原草原茂盛如初 成群牛羊不再

額濟納 揭日軍圖謀 學子感佩

臨河 美麗新農村 范長江預言成真

學子心聲

港學子在烏拉特
中旗草原採訪時，恰逢
天公不作美，陰雨綿綿

，學子們的鞋底都黏了厚厚
的泥土，他們笑言，這是採訪
草原後大自然的 「饋贈」。

大公報記者
劉舒婷攝

草原的饋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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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外小北京漢風濃郁定遠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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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真採訪記錄的香港傳媒學子們
大公報記者劉舒婷攝

▼▼香港傳媒學子在內蒙古額濟香港傳媒學子在內蒙古額濟
納博物館紀念范長江納博物館紀念范長江 「「塞上行塞上行
」」的展板前合影的展板前合影

大公報記者劉舒婷攝大公報記者劉舒婷攝

▲春光村黨支書向同學解釋如何增加
農民積極性 大公報實習記者鄭雲風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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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傳媒學子一行到訪額濟納黑城遺址 大公報記者馮玥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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