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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傳媒學子「「一帶一路
香港傳媒學子
一帶一路」」行

斯里蘭卡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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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名：斯里蘭卡民主社會主義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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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傳媒學子們對斯里蘭卡人民的微笑印象深刻

2017
范長江行動

別名：錫蘭、獅子國
國花：睡蓮
面積：6.561萬平方公里
地理位置：東北邊為孟加拉灣；西北方隔着保克海亞與印度相對；
南方為印度洋。
經濟首都：科倫坡
主要民族：僧伽羅族；泰米爾族；摩爾族
常用語言：僧伽羅語，泰米爾語
主要宗教：佛教；印度教；伊斯蘭教；基督教

大公報攝

2016年人口：約2000萬人
2016年GDP：813.22億美元
2016年人均GDP：3835美元
2016年中國旅客量：27.16萬人次，同比增長26%

盎然盛開的斯里蘭卡笑容
熱情洋溢 樂觀善良 人民幸福指數高
被譽為 「印度洋上的一滴眼淚」 的斯里蘭卡，不只有《千與千尋》
裏的海上火車；不只有享負盛名的錫蘭紅茶；不只有獨一無二的高蹺釣
魚，還有燦爛而純淨的微笑。參加范長江行動 「一帶一路」 行的香港傳
媒學子們，在該國經濟首都科倫坡發現，斯里蘭卡人非常熱情。走在路
上或者在旅遊巴士上，只要你對當地人打招呼，他們都會給予你親切的
回應。無論是開着巴士的司機，或是正在趕路的行人，還是路邊嬉戲的
孩子，他們的臉上都掛着笑容，寫滿幸福。
大公報實習記者梁彥婷斯里蘭卡報道
結束了一天的訪問行程，學子們來到
加勒大道的海灘。鹹鹹的海風吹來了盛日
的餘暉，捲走了最後一絲暑氣，空中搖曳
的風箏哼着動人的歌曲，大家愜意地享受
着印度洋的饋贈。
突然，一位身穿紅裙的小女孩闖入了
我們視線。她跑到我面前，對着我笑，

燦爛的笑容遮掩不住興奮的光芒。她眨
巴着澄澈而明亮的眼睛，如珍珠般閃閃發
光。
我伸出手，用英文跟她說握握手吧，
這時候，她很期待又有點害羞地將雙手交
叉合起放在下巴下，轉身望望不遠處正在
幫她拍照的爸爸，又轉身對着我笑。她慢

斯里蘭卡的嘟嘟的士讓
▼
學子們倍感新鮮
大公報實習記者葉文龍攝

教育精英制
僅一成人進公立大學
【大公報訊】實習記者馮子愷、許越斯里蘭卡報
道：斯里蘭卡的高等教育採用精英制，考試相當嚴格
。據導遊蘇木介紹，人們在接受十三年的中小學教育
後，需通過 「
A-Level」公開試來競爭大學學位，惟
競爭十分激烈，只有10%學生能成功躋身公立大學，
繼續享有免費教育，其他人則需報考私立大學或赴海
外留學。
作為發展中國家，斯里蘭卡人民的教育水平在南
亞地區名列前茅。據統計，2013年斯里蘭卡的識字率
為95.6%。蘇木說，該國從小學到中學的教育費用全
免。大部分當地人認為學歷十分重要，即使公開試後
無緣進入公立大學，也會找其他途徑繼續進修。
同時，為確保某些專業或工種精英化，當地只有
在公立大學才能修讀醫學，而私立大學則不能開設醫
學科目。蘇木透露，當地人認為醫生、律師和工程師
是最有前途的職業，相關大學專業競爭較大，相反文
科科目則沒有這麼受歡迎。他笑言： 「如果你成績好
，然後告訴爸媽喜歡文科，他們應該會氣得把你趕出
家門。」科倫坡國際集裝箱碼頭營運部助理經理張春
岭也坦言， 「他們小學的英語教育及大學的精英教育
比香港和內地都要好。」

慢鬆開了雙手，有些遲疑地伸出右手，又
害羞地用左手捂住自己的嘴巴。

日葵，陽光、活潑。他們翹起的嘴角上掛
着滿心的興奮與期待，笑容如印度洋上的
波紋，從他們嘴角的小漩渦裏溢了出來，
紅裙小女孩羞澀可愛
漾及滿臉。
為了跟小女孩更好地互動，我彎下身
歡樂的時光總是過得特別快，我們不
子，對她做了一個飛吻的手勢。她羞答答 得不與這群可愛的小孩子道別。小女孩
地用力閉上了眼睛，又用手捂住，偷偷地 一直用雙手拉着我的手，我不知道要如
透過手指尖的縫隙看着我。再對她做一個 何跟她道別，我不知道要如何跟她解釋
飛吻的手勢吧，她又把手挪到嘴巴上， 「 我為什麼不能再跟她一起玩了，我更加不
咯咯」地笑着，比畫着對我飛吻，隨後羞 知道要如何跟她闡釋人與人之間的緣分和
澀地跑回她爸爸的身邊。她的小夥伴們看 契 合 ， 我 只 能 跟 她 說 ： 「Little sweet, I
到她笑得這麼開心，也歡蹦亂跳地一起來 will miss you. Bye, bye.」或許小女孩聽懂
玩，小孩子們的臉上溢滿笑容。
了我說的最後兩個詞語，她依舊笑着，只
在跟她爸爸的對話中，我們得知這位 是依依不捨地搖了搖頭，雙手緊緊地握住
小 女 孩 跟 我 的 英 文 名 字 一 樣 ， 也 是 叫 我的手。
Michelle。小女孩的爸爸剛剛接了小女孩放
在返回巴士的路上，我們又遇見了小
學，就帶她來海灘和小夥伴玩。
女孩和她的小夥伴，還有家長們，他們都
這一群可愛的小孩子像盎然盛開的向 記得我的名字，熱情地打招呼，有人開玩

留學中國成溝通橋樑
蘇木收入超職員四倍
【大公報訊】實習記者
黎悅知斯里蘭卡報道：
「那 時 我 去 了 中 國 ，
就像去了未來一樣
。」接待香港傳媒
學生們的斯里蘭卡
導遊蘇木（圖左
）談起曾經留學
的地方，滿臉興
奮 。 他 說 ： 「許
多人都不願意到中
國留學，因為中文
實在太難學了，但幸
好我選擇了中國，要不
然我根本沒有看過這個世
界。現在，我每天都很想念
中國。」
蘇木操着一口流利普通話，按捺不住地介
紹他在中國留學的故事。2011年，獲得直屬於
中國教育部的 「國家留學基金管理委員會」獎
學金，他遠赴中國就讀蘇州大學公共衛生學的
碩士課程，不但學費全免，每月更獲1700至
2500元人民幣的生活津貼。

看好「一帶一路」機遇
他花了整整一年時間學習中文，然後才開
始進修碩士課程。第一年雖然辛苦，但他認為
這一切都是苦盡甘來。拿到碩士學位的他，本
可以回國到國家衛生部工作，甚至申請聯合國

世衛一職。但他卻認為斯里
蘭卡的公共事務待遇較差
，原希望留在中國發展
。最後，在與中國政
府人員探討分析後
，覺得斯里蘭卡的
發展機遇巨大，
他毅然決定回國
發展。
「斯里蘭卡在
快速成長中，經濟
發展有着重大的改
變，許多中資企業在
斯里蘭卡投資，而我懂
中文有很大優勢。」蘇木
更透露，懂得中文為他帶來
的是一般職員近四倍的收入。在中
國留學讓他學會積極把握機遇，致力成為中斯
兩國的 「橋樑」，成為斯里蘭卡政府與中國投
資商的中間人。 「懂得中文才能讓中國企業相
信我，讓我參與不同的項目。」他自信地說。
蘇木還與中國朋友合資成立公司，中標斯
里蘭卡高速公路LED節能燈項目。他還拓展太
陽能、淨水和混凝土等業務。他表示，近年在
「一帶一路」倡議下，中國企業大力投資斯里
蘭卡的基建、能源與交通發展，讓當地經濟發
展穩步增長。未來，斯里蘭卡將成為一個較快
增長的新興市場，繼續吸引中資和其他外資企
業進駐，這也將給他帶來更多的機遇。

【大公報訊】實習記者陳穎欣、馮子愷
斯里蘭卡報道：坐落於斯里蘭卡經濟首都科
倫坡市中心的剛卡拉瑪耶佛寺（
Gangaramaya Temple），是一座融合了斯里
蘭卡、泰國、印度和中國等多國特色的建築
物，裏面建有圖書館、博物館、宿舍和一座
三層的佛學院，藏品各式各樣、琳琅滿目。
最引人注意的是，廟內多處出現許多中
國元素。在大殿外側的進口處，擺放着一尊
拿着大關刀威風凜凜的關公塑像，那正是中
國古代三國時期的英雄人物。在門口處還有
一尊白玉觀世音菩薩的塑像，慈眉善目，和
藹可親，每天都有不少人供奉跪拜。常來參

拜的當地善眾表示，這些塑像都是從中國運
過來的，廣受斯里蘭卡信眾歡迎。
該廟中一位和尚聽說記者來自中國，便
領着去看了一尊送子觀音雕像，後面竟刻有
唐朝 「大唐天寶」四個繁體字，究竟何時運
到斯里蘭卡，已無從考證，但至少說明中國
與斯里蘭卡長期以來密切的友好交往歷史。
令人欣喜不已的還有，在一個通道的牆上掛
了四幅中國瓷板畫，色彩富麗、暗香浮動、古
樸雅致，畫以花鳥等為主，主題分別為春夏
秋冬，每幅畫的左側均配有古詩詞，例如描
述夏天的「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樣紅
。」再細看落款，竟然是民國十三年，即1924

年的作品，不知是何時來到斯里蘭卡的。
在廟內不經意間，就可以在某個角落發
現 「無價之寶」，包括具有歷史價值的古老
經文、富有佛教色彩的壁畫、來自泰國、緬
甸、日本、中國等國信徒捐贈的象牙製品及
大大小小的佛像。最讓人嘖嘖稱奇的是，除
了與佛教相關的藏品以外，還有動漫玩偶、
錢幣、手表、古董車和各種來自世界各地的
紀念品等，與傳統佛寺的格局截然不同。
據導遊介紹，該國幾乎全民信佛，公共
電台和喇叭麼天都會播放經書，寺廟香火旺
盛。在這個6.5萬平方公里的國土上，有超
過6500多座寺廟。

街頭打招呼相視而笑
我們乘車在斯里蘭卡街頭穿梭，時而
與摩托車司機打招呼，時而與巴士乘客打
招呼，時而與路上的行人打招呼，在每一
次不同的相視而笑中，體會這個國度的熱
情與樂觀。
斯里蘭卡雖然是印度洋上的一個小國
，經濟並不富裕，但熱情、樂觀、善良等
美好的品質，使斯里蘭卡成為世界上人民
幸福指數最高的國家之一。他們的笑容寫
滿了對於美好生活的期待和現實生活的樂
觀，如鮮花盎然地盛開。

中餐館湧現 競爭趨激烈
【大公報訊】實習記者陳霈榆斯里蘭卡報道：一天的
採訪結束，香港傳媒學子們竟然在異鄉吃到了正宗的中國
菜，大飽口福之餘，還跑到廚房一探究竟，採訪了來自廣
東湛江的大廚王先生。
「餐館由我和另一位中國人當主廚，我們還培養了二
、三十位本地廚師，他們做出來的辣子牛油魷魚和脆皮燒
雞，深受本地和亞洲顧客歡迎，相當地道。」王先生透露
，自己到斯里蘭卡為的就是比國內高一半的工資待遇。
在科倫坡工作四年，他見證了當地餐飲和經濟社會的
轉變與機遇。 「斯里蘭卡的主要產業有港口航運、寶石和
茶葉，工業不發達，但自政局穩定後，該國經濟快速發展
。」他介紹說，2009年該國內戰結束時，科倫坡的中國餐
廳只有一兩家。隨着經濟的發展，大量中資企業和中國遊
客到來，中餐館也隨之大量湧現，他估計在科倫坡已有二
、三十家，競爭激烈，導致利潤率下滑。
記者行走在科倫坡街頭，夜宴、大北京酒樓、岳川等
中餐館隨處可見。王先生所在的喜來登餐廳開店十一年。
他說，幾年前，該餐館高峰時期一天接待四、五百人，客
戶要排隊到外面的停車場。不過，受到競爭加劇影響，現
在一天有二百人就不錯了。
不過，喜來登餐廳
早已扎根當地，成功擁
有一批擁躉外，也因當
地旅遊業的發展，吸引
了不少來自緬甸、越南
、韓國、日本、馬來西
亞和新加坡等亞洲各地
旅遊團的青睞。

◀中餐廳喜來登在當
地開業十一年
大公報攝

斯
▼里蘭卡有超過六千五百多座寺廟，幾乎
全民信佛
大公報實習記者陳穎欣攝

寺廟處處見中國元素

笑說道： 「你像個大明星喔，大家都記得
你叫Michelle。」而我的感受是：這群小孩
子盎然盛開的笑容將永遠烙印在我的心
底，他們才是這個喧囂繁忙社會中的大明
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