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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將至，又是大學生自我充
實的良機！由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
團主辦的 「2018范長江行動」 昨
日啟動，約120名香港大專生，由
本月起至八月兵分六路，衝出香港
，到內地或海外進行深入探訪與交
流，了解國家發展之餘，更可一嘗
做記者的滋味。適逢 「范長江行動
」 踏入五周年及國家改革開放40周
年，今年新增了 「黑龍江─俄羅斯
行」 、 「改革開放成果行」 及 「一
帶一路行」 （國際線），讓學生遠
赴俄羅斯、泰國和印尼等地，親身
發掘和感受 「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
的發展機遇。
大公報記者

趙凱瑩（文）
麥潤田（圖）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主辦的 「2018范長江行動」 啟動禮上，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前排左六），中聯辦青年工作部部長陳林（前排左四），香港大
公文匯傳媒集團董事長姜在忠（前排左五），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聯泰集團有限公司行政總裁陳亨利（前排右四）等主禮嘉賓，與一眾學子合影

踏入五周年 新增三路線 分六路採訪交流

范長江行動感受一帶一路機遇

去年亦有舉辦的 「一帶一路行」，分別走訪了
越南、馬來西亞、新加坡和斯里蘭卡，今年將會沿
着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深入印尼和泰國，考
察我國與當地有關 「一帶一路」項目合作成果和合
作新思路。
姜在忠又勉勵學生，緊記自己記者的身份和任
務，勤採訪、多寫作。他又認為，傳媒工作是年輕
人走入社會、了解社會的捷徑，亦是貢獻社會的大
舞台，可以實現 「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的崇
高理想，希望學生在實習交流活動中開拓視野，收
穫真知，學習和培養傳媒人的素養和情操，傳承新
聞前輩范長江的精神。

﹂

學生期盼

2018范長江行動六大路線
中原行
日期：6月13至6月24日
部分 開封清明上河園→蘭考謁焦陵→商丘古城→
行程：虞城→永城市芒碭山→太昊陵→周口港→漯
河市→許昌三國灞陵橋曹魏古城→登封市少
林寺塔林→鄭州自貿區

甘肅行
日期：6月25至7月6日
部分 蘭州→張掖市→丹霞國家地質公園→酒泉市
行程：→嘉峪關市→敦煌市莫高窟→永昌縣驪靬古
城→金昌市→白塔寺

內蒙古行

黑龍江—俄羅斯行
日期：7月23至8月2日

日期：8月5日至8月17日
部分 東莞→深圳科技園區→上海瑞安集團旗下上
行程：海新天地→長白山天池→長春市偽滿皇宮博
物院→長春軌道客車高鐵總裝線

重走范長江之路
實地採訪學習

「范長江行動」是為了發揚《大公報》著名記
者范長江的採訪精神而設立的活動，由香港大公文
匯傳媒集團旗下《大公報》於2014年創辦，透過組
織香港大專院校學子重走1935年《大公報》記者范
長江 「中國的西北角」採訪之路，為香港學子提供
體驗、實習和成長的機會。
由於主題清晰正面，活動得到社會各界極佳反
響，好評如潮，活動規模亦一直擴大，由2014年首
屆僅有來自香港七所高校20名傳媒學生參與，到
2015年及2016年增闢了多條線路，帶領學生分赴內
蒙古、甘肅、北京、上海、深圳、廣東、福建等地
展開實地採訪，時至今日， 「范長江行動」已衝出
內地，深入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地區，探索更多
的可能性。
此外，近年參與的學生亦不再局限於新聞及傳
理系。以今年為例，約120名參加者中，分別來自全
港各大專院校，修讀科目涵蓋會計、工商管理、翻
譯等，可見參與的學生愈趨多元化。

望參觀領館

向理想邁進

司徒雪盈

鄭秉諺

林可燊

香港珠海學院
廣告系三年級

香港公開大學
工商管理系三年級

香港珠海學院
新聞及傳播系一年級

上網看到過往幾屆
學生撰寫的報道，覺得
非常的客觀專業，水平
很高，我希望自己可做
到。

以往去泰國、印尼
都是觀光，今次可到領
事館等地方參觀，機會
好難得，亦好期待參觀
當地保險公司。

我理想成為記者，
因每天可接觸新鮮事物
，豐富人生閱歷。我希
望藉今次活動，磨練新
聞採寫功夫。

看北部風光

覓會計機遇

旅遊兼學習

部分 蒙東 「一票通關」無水港→紅山文化遺址→
行程：玉龍沙湖→紅色宣傳隊─烏蘭牧騎→黃崗梁
國家森林公園→草原絲綢之路節點山西會館
→牧民生活體驗→錫林浩特→伊利第一牧場

改革開放成果行

小
資料

向師兄學習

日期：7月9至7月20日

部分 蕭紅故居→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遺址→烏
行程：吉密景區→黑河市五大連池→黑龍江大橋施
工現場→俄羅斯布拉戈維申斯克市

▲約120名香港大專生，將到內地或海外進行深
入探訪與交流

姜在忠（右一）致送錦旗予各支
▼
持機構代表，左二為陳亨利

傳承范長江精神 貢獻社會

﹁

是

姜在忠致辭時表示，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
「一帶一路」倡議，均為香港發展提供了歷史機遇
。為了讓學生探尋香港發展機遇，規劃自己的職業
生涯，今年的 「范長江行動」除了傳統經典的 「甘
肅行」、 「內蒙古行」、 「中原行」，還新闢、延
伸了三條路線，包括 「改革開放成果行」、 「黑龍
江─俄羅斯行」和 「一帶一路行」國際線，全面豐
富提升 「范長江行動」的內涵。
姜在忠續稱，適逢今年是國家改革開放40周年
， 「改革開放成果行」將帶領學生走訪深圳、上海
、吉林三地的知名企業，探尋其成功之道，了解改
革開放40年來，國企、港企如何積極參與國家改革
開放建設，發揮重要橋樑作用；至於 「黑龍江─俄
羅斯行」，將前往黑龍江和俄羅斯布拉戈維申斯克
市，了解國家的傳統工業、航天科技，以及跨境貿
易的發展現狀，並提供與黑龍江及俄羅斯青年學子
交流的機會。

劉江華表示， 范長江行動
▼
代表香港的品牌活動

姜在忠：助學子規劃職業生涯

姜
▼在忠勉勵學生，緊記記者身份，勤
採訪、多寫作

「范長江行動」不經不覺踏入第五個年頭，並
於昨日舉行啟動禮，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中聯
辦青年工作部部長陳林；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董
事長姜在忠；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聯泰集團有限公
司行政總裁陳亨利；以及相關企業、機構代表擔任
主禮嘉賓，並分別向即將出發的學生，頒發代表着
六條行動路線的旗幟，鼓勵他們勇往直前。

「一帶一路」 行 （國際線）
日期：8月19日至8月28日
部分 雅加達→中國太平保險印尼有限公司→中國
行程：駐印度尼西亞大使館→曼谷→泰國華人青年
商會→中國駐泰王國大使館
*行程尚待確定，具體參訪地點以實際為準

資料來源：2018范長江行動

劉江華勉港青多走出去 提升自我
【大公報訊】記者趙凱瑩報道：
「范長江行動」多年來一直獲民政事
務局鼎力支持，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
華昨日致辭時，讚揚 「范長江行動」
是獨一無二、代表香港的品牌活動。
他鼓勵港青多出去走走，認識國家和
國際當前的經濟、社會和文化面貌，
把握機會，提升自己的能力。
劉江華表示，每年暑假，香港的
大學生都有機會跟從愛國記者范長江
採訪的道路，體驗祖國的風土人情，
思古憶今。適逢今年是 「范長江行動
」五周年，規模更大更創新，除了原

來的經典路線，還增加了 「黑龍江─
俄羅斯行」和 「改革開放成果行」等
路線，全面豐富了 「范長江行動」的
內容。
他指出，青年是國家的未來，社
會都期待青年人有承擔，同時要有國
家觀念、香港情懷和國際視野，所以
他一直鼓勵青年多出去走走，認識國
家和國際當前的經濟、社會和文化面
貌，而更重要的是和內地、海外的青
年人交流。他又希望，學生在旅途上
能擔當香港的大使，讓內地和其他國
家的人民對香港留下良好的印象。

何冬晴

周俊安

鍾藹昕

香港浸會大學
傳理系一年級

香港科技大學
會計系四年級

香港中文大學
新聞及傳理系二年級

我報名的線路是甘
肅線，之前到內地旅遊
主要到上海及廣州，這
次活動可看看祖國北部
風光。相信能讓我開闊
眼界，並且令我成長。

近年看到很多內地
公司走出去，收購合併
不同公司，會計在當中
佔重要角色，希望旅程
可發掘到港會計師在 「
一帶一路」的機遇。

有機會去泰國、印
尼這些 「一帶一路」國
家好難得，自己本身未
去過，希望今次可以體
驗當地的風土人情之餘
，並可增進採訪技巧。

為留回憶 女團員試做鐵人
【大公報訊】記者謝瑩瑩報道：今
年的 「范長江行動」吸引約120名大專
生參加。來自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二年
級的鄭學榕，昨日代表團員在啟動禮上
發言，她表示並非學新聞出身，故特別
對有 「鐵人」之稱的記者職業生活感到
好奇，雖然有心理準備會 「好chur（辛
苦）」，但仍希望在旅途中多加嘗試，
留下美好回憶。
鄭學榕稱，自己並非第一次到內地
遊歷學習，去年便曾到深圳進行三星期
的實習體驗，內地的科技進步速度令她

▲鄭學榕希望通過活動，體驗採訪
工作並測試俄文水平

非常震驚。她以電子錢包的普及為例，
眼見內地一部手機走天涯，毋須帶上沉
重的硬幣、紙幣，反觀自己每次都要掏
出紙幣付款，總覺得自己從上世紀50年
代 「穿越」到來。

了解祖國南北文化差異
她表示，促使她報名參加今次活動
的原因，除了活動的設計方向和目標清
晰之外，新路線 「黑龍江─俄羅斯行」
亦是吸引她報名的原因之一，尤其自己
讀翻譯出身，曾學過俄文，故希望通過
今次旅程，測試自己的俄文程度，學以
致用，並藉此機會了解祖國的南北文化
差異，以及發現祖國內地自改革開放以
來更多的進步之處。
鄭學榕又稱，聽說往屆參加者，有
時需撰寫新聞稿至凌晨四點，隔天八點
又再背上背包，帶着相機去採訪別的故
事，雖然感覺 「好chur（辛苦）」，但
她認為，就是因為困難，才要去嘗試，
因為辛苦過才會留下回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