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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一帶一路 倡議主要成就和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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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至2016年，中國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
總額超過3萬億美元；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累
計超過500億美元，在沿線國家新簽對外承包工程合同額3049
億美元；中國企業已經在20多個國家建設56個經貿合作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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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傳媒學子們學漫畫 「海賊王」 橋段，
站在海邊舉手高呼拍照
大公報實習記者葉文龍攝

●國家開發銀行和進出口銀行在 「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和地區貸
款餘額已達2000億美元；中行對 「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年底
授信支持1000億美元；工行在 「一帶一路」 沿線儲備412個項
目，總投資金額3372億美元；建行在 「一帶一路」 沿線儲備
了180多個 「走出去」 重大項目，信貸規模900億美元。
●預計2016年至2020年 「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基礎設施合意投
資需求至少在10.6萬億美元以上。
●啟動 「一帶一路」 科技創新行動計劃，中國將在未來5年安排
2500名青年科學家來華從事短期科研工作，培訓5000名科學
技術和管理人員，投入運行50家聯合實驗室。
●將在未來3年向參與 「一帶一路」 建設的發展中國家和國際組
織提供600億元人民幣援助，建設更多民生項目。
●中國將從2018年起舉辦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並在2019年舉
辦第二屆 「一帶一路」 高峰論壇。

學子走一帶一路感受中國影響力
邊行邊寫 筆錄兩地企業外闖豐碩成果
十天的時間，參加范長江行動 「一帶一路」 行的香港傳媒學子們，
探訪了越南、馬來西亞、新加坡和斯里蘭卡，領略了四國歷史文化風情
，也深深體會到了香港和內地企業參與沿線建設的豐碩成果。來自香港
浸會大學學生葉文龍說： 「實地走訪 『一帶一路』 倡議下的成果，並在
異國感受中國從古至今的影響力，印象深刻。」 同行的香港樹仁大學學
生馮子愷感嘆道：能面對面與中國駐外大使及各企業高管交流，或許是
「一生只有一次」 的機會。
大公報實習記者劉嘉杰斯里蘭卡報道
八月下旬，18名香港傳媒學子參加由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主辦的范長江行動
「一帶一路」行，這是該活動首次走出國
門，踏訪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四
國，走進新華集團、理文造紙、碧桂園、
馬來西亞中國銀行、太平新加坡、北京同
仁堂新加坡、招商局集團、中交建、中建

等知名企業，更拜訪了中國駐越南胡志明
市總領事館和中國駐斯里蘭卡大使館，並
進行採訪報道。

體驗四國風土人情
四個國家的文化風俗及經濟狀況迥異
，學子們一行看到四國不同的城市面貌。

【大公報訊】實習記者鄧莉欣斯里蘭
卡報道：范長江行動旨在讓傳媒學子以記
者的身份，邊走邊寫，親身體驗如何採訪
、觀察、思考和寫作，故每天採訪結束後
，隨行導師和學子們都會開編前會，聊聊
當天的採訪內容及版面安排。這次 「一帶
一路」行踏足四個國家，入住四間酒店，
舉行編前會的地點各有特色，有時在頂樓
酒吧、有時在酒店大堂、有時在回程的大
巴上，其中發生了不少趣事，令這個旅程
倍添難忘！

▲每天採訪結束後，隨行導師都會與學
子們開編前會
大公報攝

「你問我愛你有多深，我愛你有幾分
。我的情不移，我的愛不變，月亮代表我
的心。」在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的歌
聲中，參與范長江行動 「一帶一路」行的
香港傳媒學子們體驗了一場特別的編前會
。由於越南酒店的會議室早已被預定，學
子們只能到酒店的頂樓酒吧開編前會，也
許知道我們來自中國，主唱熱情地以一首
《月亮代表我的心》歡迎我們的到來，更邀
請隨行導師齊齊 「jam歌」，有趣得很。
正在開編前會的我們，不得不先暫停
，折騰一輪後，才禮貌地請她 「休息一下
」，給予我們10分鐘時間繼續編前會。然
而，我們還未結束，歌聲又響起了，隨行
導師只能扯着喉嚨與主唱 「鬥大聲」，這
可算是最歡樂而難忘的一個編前會了。
事實上，每一次的編前會都是一個學
習機會，透過報題和老師的反饋，我們都
更懂得抓住新聞點，更了解採訪的目的和
意義。回到房間後，大家也抓緊時間寫稿
，夜深了，寫到累了，才蓋上被鋪，準備
迎接明天的新挑戰。

那些奇特語言文字背後的故事

【大公報訊】實習記者王琪斯里蘭卡
報道：范長江行動 「一帶一路」行走過四
個國家，每個國家都有不同的語言和文字
，讓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斯里蘭卡的文
字。走在斯國大街上，目光一下子就被路
牌上奇特的文字吸引住了，那文字彷彿有
着某種神秘肅穆的氣息，倒更像是遠古的
圖畫和符號。
斯里蘭卡最廣泛使用的兩種語言是僧
加羅語和泰米爾語，其中僧伽羅語是國家
官方語言。僧伽羅語起源於印度雅利安語
言，經過佛教梵文及巴利文佛經語言演化
而成，深受佛教文化影響。與英文字母一
樣，僧伽羅語以拼音形式構成，包括36個
純字母和表示梵語語音的18個字母。
除了斯里蘭卡，學子們一行還前往了
越南、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當地文字也各
有特色。其中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都是華人
聚集的國家，中文是其常用語言之一，但
新加坡政府施行多元化語言政策，以英語
作為第一官方語言，馬來語、華語和泰米
爾語等語言並存。而馬來西亞官方語言為
馬來語和英文。

說起越南文字，就不得不提其與中國
文化的深厚淵源。漢字在西漢末年傳入越
南，逐步擴大影響。20世紀前，越南通用
的 文 字 是 漢 字 ， 惟 1591 年 傳 教 士
Alexandre de Rhode以拉丁字母設計出新
的越南文，是依據拼寫原則整合而成，沿
用至今。
的確，每種語言和文字都擁有神奇的
力量，它經歷時空的長河，與當地文化和
歷史緊密相連。在旅途之中，我們不妨放
慢腳步，細心欣賞這沿途的 「風景」，感
受這些不可言喻的奇妙力量。

▲斯里蘭卡的指示牌或路牌一般以
三種以上的文字標註
大公報攝

。在廣州中山大學就讀的香港學生梁彥婷
憶述， 「走在斯里蘭卡的路上，人們會主
動跟你微笑和打招呼，這個國家的人民真
的很樂觀、很開心、很熱情，幸福指數特
別高，他們的笑容如鮮花般盎然盛開。」
她認為，斯里蘭卡人用笑容來傳達對未來
生活的嚮往與期待。

觀察思考 深有領悟
同時，學子們對這次邊走邊思考、邊
觀察邊寫作的形式深有領悟。馮子愷說：
「常聽人說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
香港有不少年輕人喜歡旅行，但又有多少
人是以 『學習』為出發點，去認識這個文
化多元的世界？ 『范長江行動』提供很好
的平台，讓我邊走邊學，同時亦不乏樂趣
，確是不枉此行。」
香港樹仁大學學生蔡翠嫻頗為贊同，

越南理文造紙審計經理張振堂
▼
（右）隻身前往越南工作，籲港
學子勇於挑戰自我
大公報攝

多姿多彩的編前會

其中，有 「電單車王國」之稱的越南，讓
學子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坐在旅遊大巴
上，看着旁邊呼嘯而過的電單車，像大海
中的沙甸魚在魚群中穿梭一樣。導遊說，
當地人的主要交通工具就是電單車，胡志
明市就有500多萬輛，平均不到兩人就有一
輛電單車。
香港樹仁大學學生陳穎欣說，短短十
天的旅程中，胡志明市大量電單車在馬路
上奔馳、碧桂園在大馬填海打造的綠色智
慧城市、五光十色的獅城夜景、頗有特色
的娘惹菜、令人目不暇給的亞羅街夜市、
印度洋邊緩緩行駛的小火車……都在她腦
海裏留下深深的烙印。
「快」是香港文化的一大特色，當學
子們來到斯里蘭卡，卻發現他們的生活節
奏慢，很難看到他們急躁的一面。更讓學
子們難以忘懷的，是他們發自內心的微笑

跳出香港 處處有機遇

【大公報訊】實習記者許越、陳霈榆越南後江省報道：一句 「
搵食艱難」，把張振堂從香港帶到越南大展拳腳。他形容香港市場
太小，港人可多到外面世界走走， 「到內地或其他國家工作或許就
是一個機遇」。他同時勉勵學子們要勇於嘗試、挑戰自己，跳出自
我框架，掌握機遇。
四年前，張振堂加入理文造紙，並前往內地發展。他憶述當初
決定離港發展，抱着放手一博的心態，加入公司短短兩年，他已先
後調任重慶、江西和廣東等地工廠。後來理文造紙看準越南市場騰
飛的潛力，在當地開廠冀擴大公司版圖。他亦看準機遇，決心隨公
司赴越南發展。
隻身來到越南的他，感覺空氣異常清新，街道也比預期乾淨，
當地居民更是熱心幫助。他不懂越語，問路只能用手比畫，點餐也
靠餐牌圖片。起初偶爾會因點錯菜而鬧笑話，後來漸漸習慣了在當
地的生活，更喜歡上越南的熱帶水果。
本科畢業於香港浸會大學會計系的張振堂，現任越南理文造紙
審計經理。作為一家外企，規章制度、法律稅務申請審批等事宜都
與香港和內地不同，要求更複雜。他謙虛地說：自己邊學邊做，作
為開荒牛，就得努力學習接受挑戰。
離鄉別井，最苦莫過思鄉愁。他每月回家一次，每天只能用視
頻和太太及三名孩子聊天。但他並不後悔當初的決定，工廠裏遇到
同是隻身到越南的內地同事，大家熱熱鬧鬧地吃個飯，打打籃球，
也算是並肩作戰，默默互相支持。

「這次不但得到眾多採訪、寫稿機會，還
獲得隨行導師的指導，實在難能可貴。」
另一名香港樹仁大學學生王琪也認為： 「
我們不僅能夠體驗四國的文化和風土人情
，更對在海外投資的企業或機構有更深的
了解和認識。」
這次活動也讓學子們體會到 「一帶一
路」為內地、香港和世界各地帶來的發展
變化，感受中國與其他國家交流合作發展
的新思路。就讀新聞及傳播學系的學生許
樂琳稱，中國企業 「走出去」，為沿線國
家帶去先進的技術、豐富的管理經驗，促
進就業，帶動當地經濟發展。學子們也紛
紛認為，隨着越來越多企業走出國門，將
進一步推動中國經濟及文化對全球的影響
，並促進與其他國家之間的互惠互利，達
至共同繁榮。

娘惹菜
盡顯熱帶風情
【大公報訊】實習記者王琪馬來西亞報道：鮮
綠的斑蘭蛋糕色彩，花瓣似的形狀，如細雪般的一
條條椰絲點綴於薄荷綠之中，甫一入口，一股淡淡
的椰香味隱隱溢散開來。它好似夏日裏清新可愛的
少女，在眾多菜式中一下子聚集了食客的目光。口
感軟軟糯糯的，淡淡的甜不膩口。噢，原來這款菜
式就是馬來西亞的特色糕點——娘惹糕。
娘惹糕的馬來文名稱是Nyonya Kuih。作為東
南亞國家的特色糕點，它在馬來西亞、新加坡、印
尼和泰國南部一帶十分流行。娘惹糕常用原材料是
糯米、米和木薯粉，口味多種多樣，可加入斑蘭、
椰絲、椰漿、綠豆、紅豆、花生等食材。最常見的
烹調方法是蒸、炸和烤。娘惹糕是以植物汁液染色
，鮮麗的外表令人垂涎欲滴。
談起娘惹糕，不得不提馬來西亞著名的娘惹菜
。這次，我們就品嘗到了很有意思的 「炸彈」（炸
蛋）。中式餐館的老闆娘介紹，這款菜要用高溫油
炸，雞蛋一放下去就要迅速撈起。尚未嘗味，已聞
得撲面而來的陣陣香味。老闆娘笑着說，娘惹菜的
特色是偏甜、偏辣、偏酸和油炸。
讀者們或許疑惑，這有趣的菜式 「娘惹」從何
而來呢？原來，馬來人和華人通婚所生的混血後裔
就是 「娘惹」。他們在飲食習慣上巧妙地融合中馬
文化，以傳統中式食物和烹調方法，配合馬來西亞
常用的香料炮製出 「混合」菜式，形成獨特的 「娘
惹菜」。

▶學子們品嘗娘
惹菜系特色炸蛋
大公報實習記者
王琪攝

◀新加坡特色
小食
大公報實習
記者葉文龍攝

越南員工普通話勁過港人
【大公報訊】實習記者葉文龍越南後江省報道：在理文造紙位
於越南後江省的廠房，記者發現不少當地員工都會說普通話，連系
統也有中文顯示。越南理文造紙總經理鍾偉富介紹，目前越南廠房
有約10%至15%技術專才來自內地，為更方便中越員工之間的交流，
特意定期開設中文培訓課程，安排越南員工學習普通話。 「排班時
也會分配兩國員工一起工作，營造良好的中文學習環境。」
在廠房跟越南員工交流時，他們都能用普通話對答如流，從容
解答學子們的疑問。有學子更笑稱： 「比我哋講啲普通話仲要好。
」越南理文造紙審計經理張振堂透露，為方便溝通，越來越多當地
員工使用微信。可見中國科技的影響力也隨着中國資金 「走出去」
而正在擴大。

▶大馬特色
糕點娘惹糕
大公報實習
記者王琪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