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公報訊】記者彭晨暉報道
：在2019范長江行動圖片展暨分

享會，兩位首屆范長江行動的參與

者也來到現場，他們是香港城市大

學的譚加穎與香港浸會大學的潘希

橋。2014年8月，大公報啟動首屆

「范長江行動香港傳媒學子西部行

」 ，組織來自香港7所高校20名傳

媒學子赴甘肅進行為期13天的採

訪。兩位同學當年共同走過武威、

張掖、酒泉、嘉峪關、敦煌線路，

那裏的藍天、月牙泉、沙漠、佛教

藝術令他們至今難忘，行走、觀察

、思考、寫作的模式，讓他們增長

見識的同時也在之後的學習和工作

中獲益良多。

譚加穎已於2016年畢業，目

前從事學生交流團組織工作。 「參
與范長江行動讓我對內地的禮儀習

慣、風土人情都有所了解，很容易

就可以同內地溝通對接。」 譚加穎

介紹，自己的工作包括帶領香港中

小學生團體赴內地與東南亞等地進

行交流實踐活動，其中赴大灣區內

地9市的交流活動也是她工作一大

重頭。 「我們也有很多去廣州、東

莞等地的項目，希望能讓香港的中

小學生可以更多地認識大灣區，多

了解那裏的發展和機遇。」
看到范長江行動開展到第六年

，行程也拓展到八條線路，不僅遍

布祖國大江南北，還延伸到海外 「
一帶一路」 沿線，兩位舊生都滿是

羨慕。 「和第一屆相比，線路多了

好多，每一個主題都很貼合時事，

活動也都好豐富。如果不是要返工

，我都希望可以繼續參加。」 潘希

橋笑着說，自己雖然沒有從業於傳

媒範疇，但不久前有個在北京做短

期項目的機會，曾經參與范長江行

動的經歷也讓他對北上的生活得心

應手。

【大公報訊】記者彭晨
暉報道：2019范長江行動設

有最佳新聞報道獎、最佳新聞

寫作獎、最佳新聞圖片獎等多

個獎項。

最佳新聞報道獎金獎由來自

香港樹仁大學的孟書揚、香港理

工大學的聶楊錚和來自香港恒生

大學的洪濼然獲得。獲獎作品題為

《上海垃圾分類滿月 成效頗豐》

，學子們深入社區，生動活潑地記

述了上海在短短一個月內垃圾分類工

作開展得如火如荼的表現。最佳新聞

報道獎另有8名學子的4項作品獲銀獎

，6名學子的3項作品獲銅獎。

而最佳新聞寫作獎金獎由香港大學

的蘇璇、香港樹仁大學的孟書揚和香港

公開大學方嘉偉摘取。他們共同撰寫的

《90後 「老鄧」 ：創業就是 「升級打怪

」 》一文，講述了90後青年鄧建波在三

次創業經歷中不斷成長的勵志故事。最

佳新聞寫作獎另有5名港生的3項作品獲

銀獎，8名學子的4項作品獲銅獎。

今年還設有最佳新聞圖片獎，有香

港珠海學院的司徒雪盈、香港樹仁大學

的梁嘉進、香港樹仁大學的郭慧、香港

公開大學的方嘉偉、北京大學的張琳5位

同學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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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正值五四運動100周年和新中

國成立70周年。為更好地培養新一代香

港青年，2019范長江行動拓展八條行

走路線，包括內蒙古行、中原行、甘肅

行三條經典路線；繼續延伸深受好評的

「一帶一路」 行國際線，走訪英國；並

開闢滬浙行、吉林行、山東行和海南行

，擴大活動覆蓋面。學子們紛紛表達了

參加范長江行動的經驗為他們日後從事

記者行業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紙上一報道 紙後十層功
陳雍晴在分享會當日作為港生代表

發言時講述，行程中為節省晚上寫稿時

間，在車上或吃飯時一有空檔就會開始

編稿，真是比想像中要 「chur」 （緊迫

）。親自嘗試過後，終於體驗到每日在

報紙上讀到的一字一句背後的辛酸。 「
如果表演行業有 『台上一分鐘，台下十

年功』 的說法，那麼傳媒工作就應該是

『紙上一報道，紙後十層功』 。」
參加了內蒙古行的香港浸會大學學

子何家寶在總結會上分享印象深刻的採

訪經驗。當時在古里鄉本來沒有安排採

訪居民的環節，但在自己提出之後，熱

心的鄉長為學子們帶路作訪問，大家得

以訪問八旬老人，整個訪問令學子更清

楚族人的想法，使報道更加畫龍點睛。

「這次採訪經歷使我感受到，遇到合適

的採訪對象，有想收集的新聞素材，一

定要大膽地去爭取，近距離接觸被訪者

才能獲取最鮮活的報道素材。」

覽大好河山 增家國情懷
陳雍晴在發言中分享到，除了更了

解傳媒這個行業以外，更親身在國外體

驗到在此前未能感受到的華人力量。中

國這幾年迅速的經濟發展，在全世界都

得到認同，同時間令身在國外的中國人

們更團結，更受到他人的尊重。不再受

人歧視，不再被人視為二等公民。這些

都是自己身在香港未必體會得到的。

香港樹仁大學的羅曉嬉與大家分享

稱，自己在行走間見識了一個在旅遊景

點中帶有生態保育、先進醫療、文化產

業等元素的新海南。也了解到，海南以

旅遊業為支柱，發展諸如 「工業+、農

業+、航天+」 等新鮮的旅遊形式，它

正以自貿港的形象，實力證明自身旅遊

發展的獨特之處。

參與山東行的香港大學學子李飛飛

表示，過往自己對山東的印象僅限於美

酒和美景。這次活動多方面深入採訪、

探索山東的不同面貌：在濟南有幸到訪

超算中心，了解到國家科技發展的水平

之高；在孔子的誕生之地曲阜體驗了

穿漢服、焚香等傳統的中華文化；在青

島參訪青島港、中車四方和青島啤酒博

物館，感受到了這所時尚活力之都的魅

力。

參與2019范長江行動海南行、中原行、甘肅行、
內蒙古行、山東行、吉林行、滬浙行和 「一帶一路」
行共八條行程線路的香港傳媒學子，9日再聚首范長江
行動圖片展暨分享會，與導師、同學共同講述自己沿
途的所見所聞，品味採訪寫作中的艱辛與甘苦，分享
行程前後的收穫與成長。參與 「一帶一路」 行、來自
香港科技大學的陳雍晴表示，除了更了解傳媒這個行
業以外，更親身在國外體驗到在此前未能感受到的華
人力量。多位學子表示通過走訪看到了國家這幾年迅
速的經濟發展，為國家的強大感到自豪，亦希望自己
能將這些正能量帶給香港讀者。

大公報記者 彭晨暉報道

范長江行動范長江行動
2019

八線港生聚首 共話收穫與成長
品味採寫甘苦 自豪國家強大

深入社區探滬垃圾分類成效摘金 元老學子讚行動獲益良多

▲首屆 「范長江行動」 參與者譚加穎（左）與
潘希橋（右） 大公報記者彭晨暉攝

不經不覺，我已參

加了兩年范長江行動。

由一個當初不會經常發

問的新兵，到現在學會

不斷嘗試以新角度探討

當地文化和議題。一筆

一墨經過思量，由零到

文章的誕生，這就是記者和傳媒

人的責任。如果嫌辛苦就證明你

未完全熱愛自己的工作，而我現

在希望將工作融入生活，接觸過

不同事物後，再反思，鑽研。我

的傳媒工作和目標也只

是剛剛起步，還有更遠

更遠的路程。

中原行的採訪主題

是 「鄉村振興」 ，我們

走進田間地頭，來到工

廠車間，看到了產業振

興帶領農民脫貧致富；採訪新鄉

唐莊新農村致富帶頭人吳金印等

人物，感受優秀人才引領帶動農

村發展，體會了生態和文化振興

給農民生活帶來的變化和影響。

黃潔儀：

牢記責任 一筆一墨經思量
中原行－香港樹仁大學

以前我印象中的甘

肅就是沙漠，但經過這

次採訪，我了解到甘肅

在經濟社會各方面的發

展，是一個集旅遊、農

業、工業、科技於一身

的地方。

甘肅行擴展了我的社交圈子

，認識更多不同背景的朋友。在

參觀各個景區時，很高興一路上

有甘肅大學的同學們陪伴在側。

他們都非常友善和盡責，每天晚

上都會跟我們在房間裏

埋頭苦幹的寫稿子，沒

有任何怨言。白天也會

在到達採訪單位前跟我

們作一個簡單的介紹，

讓我們能更好的掌握採

訪重點。出發前還擔心

香港跟甘肅的大學生很難融入，

不過，最後很開心我們所有人都

很能一起玩起來。即便是回到香

港，我們也一直在微信上聯繫，

不時分享兩地生活的點滴。

潘藹楹：

擴社交圈分享兩地點滴
甘肅行－嶺南大學

我最印象深刻的是

在內蒙古鄂倫春自治旗

參觀古里鄉獵民村，獵

民村的居民原本是靠上

山打獵為生，因為環保

政策，現在打獵已經禁

止了，加上環境轉變，

已經很少有居民會在山上生活。

當地莫日根民間藝術團的團長在

向我們介紹當地情況時，提及村

內還有一位80多歲的老人曾經在

山上生活過，我當時覺得這是個

很重要的採訪素材，當我提出採

訪請求時，當地

工作人員們二話

不說就安排了。

這次採訪

經歷使我感受

到，遇到合適

的採訪對象

，有想收集的新聞素

材，一定要大膽地去

爭取，近距離接觸

被訪者才能獲取

最鮮活的報道素

材。

何家寶：

近距接觸 獲取鮮活素材
內蒙古行－香港浸會大學

李飛飛：

踏出舒適圈 超越自我
山東行－香港大學

我目前正在一間中

學做實習老師，我很希

望能把此行中的見聞做

成簡報到課堂上講給我

的學生們聽。

談到寫稿，我們每

天的主要活動就是採訪

和寫報道，這確實是個很難忘和

特別的經歷，能更直觀和真實地

體會記者的工作。由於每天要採

訪的地方類型不同，從政府機構

、企業到文化遺跡等，所以每晚

都要花時間收集第二天

採訪點或背景資料。另

外，因為不同類型的稿

件有不同的寫作方式，

所以每一天我們都能接

收到新鮮的新聞知識。

每天的採訪和寫作不只

鍛煉了我的文筆和新聞寫作技巧

，也讓我有機會涉獵不同範疇的

知識──每次採訪過後也學到了

很多平時不了解的資訊、拓闊眼

界。

方嘉偉：

直觀真實體會記者工作
吉林行－香港公開大學

本次滬浙行我們到

訪江南六大古鎮之一的

烏鎮。我記得當時颳颱

風，但絲毫不減同學們

採訪的熱情。

在確保安全下，我

們採訪了同和興羊肉館

，一家專門做紅燒羊肉麵的烏鎮

老字號麵店。在採訪中，客棧的

老闆娘告訴我們在互聯網的幫助

下，許多烏鎮的店舖都會在網站

上宣傳，幫助自己營業的鎮上居

民宣傳店舖走向國際。

也因為互聯網，旅客

們可以更方便地預定

房間，增加他們的營業

額。

經歷這次的經驗我

深深體會到，我們香港

青年除了親臨內地各個地方考察

，也可以透過互聯網去了解內地

的發展和歷史。要靠着網路的發

展，如網絡原創作品等吸引人眼

球，促進兩地一心。

張家敏：

見證烏鎮借網走向國際
滬浙行－香港浸會大學

今次參加范長

江行動 「一帶一

路」 行，在英

國的生活體驗

和景點參訪讓

我非常難忘。

我們此行參

訪了中國駐英國大使

館、倫敦交易所、交

通銀行等平日難以

拜訪的金融機構，

讓我對中英關係

、 「一帶一路」

發展、英國金融體系及

脫歐議題有了更多的了

解。

回望這次旅程，我

有兩個最大的收穫。第

一，透過採訪不同機構

和同很多受訪人士交流

，讓我增進了對中英文化和全球

議題的認識，也讓我現在更關心

國際時事。另外，經歷過從採訪

到寫稿，到後來看到自己的文章

被刊登，現在我可以自豪地對其

他人說：我曾經是一名記者。

葉豐嘉：

對全球議題增進認識
「一帶一路」行－香港大學

2019范長江行動八大線路

羅曉嬉：

首赴海南 感旅遊發展魅力
海南行－香港樹仁大學

第一次來到祖國的

最南方，一改我對海南

的既定印象。我們在行

走間了解到，海南以旅

遊業為支柱，發展諸如

「工業+、農業+、航

天+」 等新鮮的旅遊形

式，它正以自貿港的形象，實力

證明自身旅遊發展的獨特之處。

這是我初次以實習記者的身

份到內地採訪，每天在行程中採

訪、拍照、撰稿，對於我這個就

讀新聞及傳播的學生而言，是一

個難能可貴的機會。 「
動植物園搭人與自然橋

樑」 是我第一篇見報作

品。隔天巧遇隨團指導

老師，她跟我說： 「你
的文字很美啊」 。我從

中得到不少鼓勵，心裏

暖暖的。但 「寫稿的道路」 從不

是一帆風順。我也興致勃勃寫了

一篇小故事，最後卻沒能見報。

不過這也令我認識到自己的不足

，從失敗中汲取經驗遠比永遠站

在頂峰更重要。

海南

香港

①6月2日-6月10日

甘肅

內蒙古

河南

山東

上海

浙江

吉林

②6月12日-6月19日

③6月23日-6月30日

④7月3日-7月12日

⑥7月28日-8月3日

⑤7月15日-7月23日

⑦8月7日-8月14日

▲港生代表陳雍晴 大公報攝

八
大
線
路
精
彩
瞬
間

▲學子們認真觀看范長江行動圖片展及作品集 大公報攝

這次活動讓我多方

面深入採訪、探索山東

的不同面貌：在濟南，

我們到訪超算中心，了

解國家科技發展的水平

之高；在孔子的誕生之

地曲阜、我們體驗了穿

漢服、焚香等傳統的中華文化；

在青島，我們參訪青島港、中車

四方和青島啤酒博物館，感受到

了這所時尚活力之都的魅力。

山東行雖然只有九天，但對

我的人生卻改變很大。當初未出

行的時候，我還是一個性格比較

被動膽小的人。平常遇

到不明白的事情，很多

時候只會默默地藏在心

裏而不會主動發問去尋

求答案。旅程剛開始的

時候我對於採訪行程常

常感到緊張，但隨着每

天去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對象

做採訪，以及其他同學的幫助鼓

勵，我很快適應了每天的採訪行

程、踏出自己的舒適圈，更勇敢

自信地去發掘事物、主動發問，

在歸來之後我希望自己能繼續保

持這種心態，不斷地超越自己。

參觀航天育種園
海南行

跟小師傅學武術
中原行

演播廳體驗主播
甘肅行

着民族服裝跳舞
內蒙古行

探儒家文化起源
山東行

學習編製吉祥結
吉林行

上交所開市敲鑼
滬浙行

訪海外華商故事
「一帶一路」行

▲甘肅省委宣傳部副部長、省政府新聞辦主任郭錦詩（左一），河南省委宣傳部副巡視員馬志（右一）為學子
們頒獎 大公報攝

▲9日，學子們在范長江行動圖片展暨分享會上講述自己參與2019范長江行動時沿途的所見所聞，他們紛紛表示參加范長江行動的經驗為他們日後從事記者行業
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大公報攝

英國
⑧8月18日-8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