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姜在忠指將親自帶隊出訪
巴爾幹三國，與同學們共同
感受「一帶一路」的建設成
就。 莫雪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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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之星「走出去」首訪巴爾幹
「冬聚浙江」同場啟動 北上交流觀國家發展縮影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姜嘉軒） 由香港大公文

匯傳媒集團和未來之星同學會主辦的未來之星

2016「『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交流團」暨「從香

港出發—冬聚浙江交流團」啟動禮上周六（本月10日）在香港舉行。「一

帶一路」交流團一行30名學生將於下周日（18日）啟程，遠赴阿爾巴尼

亞、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塞爾維亞等巴爾幹三國交流訪問，成就未來之

星成立以來首個「走出去」的交流活動。中聯辦副主任楊健在典禮上勉勵學

生珍惜機會增廣見聞，祝願同學們此行豐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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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場盛轉衰 見證港歷史

遊「歐洲火藥庫」了解「帶路」戰略

■楊健（後排左五）、姜在忠（後排左六）、陳清霞（後排左四）等一眾主禮嘉賓為交流團授旗。莫雪芝攝
■由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和未來之星同學會主辦的未來之星2016「『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交流團」暨「從香港出發—
冬聚浙江交流團」啟動禮於12月10日舉行。 莫雪芝攝

■陳清霞認為「一帶一路」
是一項功在當代、利在子孫
的千秋偉業。

莫雪芝攝

■楊健寄語學生珍惜此行機
會，深入了解情況，思考問
題。

莫雪芝攝

■邱麗鳴期望此行能了
解「一帶一路」這個具
有前瞻性的國家戰略。

莫雪芝攝

自宋元時代始，就有「早起開門
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馬
丹陽度脫劉行首．第二折》）之
說，而這七件事之中，尤以鹽是最
不可或缺。鹽，看似與香港毫無關
係，但原來它也是香港昔日重要的

物產。
香港屬嶺南地區，是新安縣（原屬東莞縣，明萬曆
年間新置新安縣）轄下。嶺南氣候既熱且濕，人們在
炎夏多以冰涼飲料解暑。清初粵學者屈大均的《廣東
新語》指：「嶺南瀕海之郡，土薄地卑，陽燠之氣常
泄，陰濕之氣常蒸……當夏時多飲涼洌，至秋冬必發
痎瘧。」意即到了冬天，人們往往因而感染瘧疾。為

了應付這種「風土病」，粵人就地取材，利用了當地
土產——鹽，作為治療的藥物。《廣東新語》記載，
如有「腹痛不堪，是曰急沙」的症狀，粵人除會用
「刮沙」治療，也會「以炒鹽沃清水飲之」，即是用
炒過的鹽巴混和清水飲用。
如此重要的物產，其中一個產地就在香港。
香港位處嶺南南部沿海地區，擁有極長的海岸線，

十分適合經營鹽田。鹽田必須臨海建設，而且當為
「沙坦背風之港」（《廣東新語》），意思是該處必
須是沙土土質，並且有海風從港口吹進內陸。而這些
條件也正正是香港所具備的。故此，香港昔日曾有着
多個大大小小的鹽場。
北宋，朝廷在「廣南東路」設置十四個官辦鹽場，

在東莞縣境內就有「靜康、大寧、東莞三鹽場，海
南、黃田、歸德三鹽柵」（《元豐九域志》）。「海
南」在今日香港境內；「黃田」則部分在今日的屯門
一帶。這些鹽場在宋代已十分具有規模，產出遠銷不
同地方：「廣州東莞、靖康等十三場，歲鬻二萬四千
餘石，以給本路及西路之昭桂州，江南之安南軍」
（《宋史．食貨志》）。

維港東面古廟旁豎紀念碑
到了南宋，朝廷更在香港專設屯門、官富鹽場；其

中，以官富鹽場產量最豐。官富鹽場位於今日的香港
維多利亞港東部，即觀塘、九龍城、油尖旺一帶。今
日維港東面入口——佛堂門天后古廟旁，仍然豎立着
一塊石碑。這塊石碑是由南宋官富鹽場鹽官嚴益彰豎
立，見證了香港鹽業昔日的繁榮。
到了明代，官富鹽場更躍升為新安縣境內的四大鹽

場之一。據嘉慶《新安縣志》記載，當時新安縣轄下
有四大鹽場，分別是東莞、歸德、黃田和官富，而官
富鹽場的出產除本地自用外，更遠銷至廣西一帶。然
而，花無百日紅，隨着「康熙遷界」事件，香港的鹽
業由盛轉衰。
「康熙遷界」是針對沿海居民的措施。政令一出，

香港沿海鹽場全部關閉，而本來仰賴香港鹽產的地區
也改為從其他鹽場輸入食鹽。自此，香港鹽業一蹶不
振。復界以來，只有零星的鹽場還在經營，而它們的
出產也只是供本地醃製鹹魚之用，沒有再見到大規模
的出口。

（標題和小題為編者所加）
香港中文大學專業

進修學院副講師葉德平
學院網址：www.cuscshd.hk

啟動禮主禮嘉賓包括中聯辦副主任楊健，香港大
公文匯傳媒集團董事長、未來之星同學會主席

團主席姜在忠，全國政協委員、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
誼會主席、未來之星同學會榮譽主席陳清霞，中聯辦
宣傳文體部副部長李海堂，中聯辦青年工作部副部長
楊成偉，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董事、未來之星同學
會執行主席姜亞兵，明愛莊月明中學校長彭耀鈞等，
及友好社團領袖、兩團學員百餘人出席活動。

楊健囑學生深入了解當地情況
楊健對兩團的舉辦表示熱烈祝賀，寄語學生珍惜
此行機會，不僅看美景、嚐美食，還應深入了解當地
情況，思考問題。他首先向浙江團學生介紹當地特
色，「浙江不僅是我國最美的地方之一，更是發展最
快的地方之一」，形容浙江是國家發展的縮影，相信
學生透過此行交流將能進一步加深對國家的認識。
楊健又強調「一帶一路」至今已獲逾百個國家及
國際組織積極響應，而香港從中能發揮多方面積極作
用。他並引用南宋詩人陸游名句「紙上得來終覺淺，
絕知此事要躬行」，寄語學生「讀萬卷書，行萬里
路」，通過交流親身體驗，祝願同學此行收穫豐富。

姜在忠：續做好交流工作

姜在忠致辭時先向大家報告出團情況，其中「冬
聚浙江」交流團報名人數突破200人，最終選出70
人出團；「一帶一路」交流團報名人數更接近500
人，經過精挑細選揀出30人，由他親自帶隊出訪巴
爾幹三國，與同學們共同感受「一帶一路」的建設成
就，體驗當地國家的歷史文化。
他又總結未來之星創立11年內，已吸引逾三千名

學生參加，今後將繼續做好交流工作，更好地服務國
家與香港。

陳清霞冀青年多聽多看
陳清霞形容「一帶一路」是一項「功在當代、利
在子孫」的千秋偉業，與世界的和平發展、國家的強
大昌盛、香港的繁榮穩定緊密相連，與在座青年朋友
的人生命運息息相關，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
偉藍圖，也是一項實實在在的建設規劃，需要每一個
人積極參與、共謀發展。她期望這次出團的青年朋友
們珍惜寶貴的交流機會，「多聽、多看，豐富見識，
增進友情、凝聚共識。」
此次未來之星交流活動得到特區政府民政事務

局、公民教育委員會、港區省級政協委員聯誼會的鼎
力贊助，並得到光大控股慈善基金的大力支持。

兩團學生代表於啟動禮上發
表出團感言，期望能透過此行
加深對不同地方經濟發展和文
化的了解，學習更多課本以外
的東西，累積生活經歷。有中
學校長也從學校角度分享對學

生外遊活動的看法，讚賞未來之星
活動提供機會予學生以「祖國河
山、世界大地」為課室，意義重
大。
中大二年級生邱麗鳴代表「『一

帶一路』沿線國家交流團」的同學
發言，她指巴爾幹半島素有「歐洲
火藥庫」之稱，有着豐富歷史和人
文與自然風光，近年更成為「一帶

一路」建設的一分子，跟中國扣上
了緊密的聯繫，期望此行能感受巴
爾幹國家的風土人情，並透過跟中
國大使館外交人員交流的機會，從
經濟及外交層面，更多地了解「一
帶一路」這個具有前瞻性的國家戰
略及其深遠影響。

識國情有責 增文化交流
「從香港出發—冬聚浙江交流

團」學生代表、中大綜合工商管理
四年級生王輝陽表示，隨着本港跟
內地的交流愈來愈多，年輕人有責
任了解祖國，並加深文化交流，期
待此行能認識更多來自不同學校的

香港或內地同學，互相學習和進
步。
明愛莊月明中學校長彭耀鈞表

示，世界教育不斷改進，但關鍵還
是要讓課室裡的學生「活起來」，
而未來之星的活動正好對「活教
學」產生推展和補足的作用，「課
堂要活，那活不過以祖國河山、世
界大地為課室；牆壁書窗，就在這
藍天白雲、山河疆界，無邊無
際」，學生在旅途所見的明媚風
光、民生風貌，都能成為學生日常
討論的豐富內容，相信參加者一定
能在這偌大的教室裡有所體會，掌
握豐富的知識。 ■記者姜嘉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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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人在學校畢業後就投身
社會工作，自此與教科書「絕
緣」，但林樂欣自中學畢業後
從沒放低過「書包」，十多年
來從不間斷地進修，先後取得6
張高等學歷的證書，包括2個學

士和1個碩士學位。今年48歲的她現於非牟利組
織工作，不時要接觸山區貧苦兒童，為多了解內
地情況和好好與兒童溝通，未來更計劃進修兒童
心理學課程，上進的精神，令人敬佩。
林樂欣當年中七畢業後，升讀工業學院的工商
學文憑課程，畢業後從事市場學相關工作，其間
亦不斷進修，又修讀過商業高級文憑，在1997年
考得英國特許市務學會的「專業市場推廣人員」
資格，更在2001年於英國完成市場學碩士課程。
其後她在本港一個劇團擔任演員和舞台監督，
因不時接觸到西方劇目和翻譯劇本，為提升翻譯
劇本的能力，而適逢當時公開大學有「僱員進修
計劃」，可提供學費優惠予其任職的公司，加上
上課時間彈性，故她選擇在公大修讀語言與翻譯
文學士課程，並在2008年畢業。

翻譯提升語言能力終身受用

她認為，翻譯課程有助提升她的語言能力，雖然
其後劇團解散，但課程學到的東西，讓她終身受
用。現時她在非牟利組織義務工作，協助內地貧困
和殘障學生得到教育機會，故不時要與內地的教育
部門聯繫，她希望可以多角度了解中國文化和國
情，於是再次報讀了公大學士課程，修讀中國研究
社會科學學士。
她表示，因工作需要而經常接觸內地山區兒
童，故將考慮修讀兒童心理學相關課程，「就算
讀完未必有專業資格，但我相信有助了解如何與
孩子溝通。」
同樣畢業於公大、現年40歲的謝江海，中五畢

業後從事速遞工作。一心要在職場上有所突破，
他工作4年後重拾課本，修讀氣體燃料工程的專
業訓練課程及高級文憑，之後在2007年報讀公大
的電腦工程學理學士遙距課程，進修期間亦擔任
過港鐵和海洋公園的機械維修工作。
大學畢業後，他更被煤氣公司「挖角」擔任訓

練主任，負責訓練一般學徒和技術人員，亦要接
觸工程師和政府部門。為獲得更高學歷，他就報
讀公大的工程管理工程學碩士課程，畢業後可獲
得香港工程師學會認可。
年底是大專生的畢業季節，公大早前向1,864名

於2014年畢業於遙距課程的學生進行就業調查問
卷，最後收回154份問卷。公大副校長（學術）
關清平指，結果顯示有60%受訪者認為進修有助
提升工作表現，45%人認為有助調高薪金，41%
人認為有助轉公司。

■記者黎忞

返工不忘「讀癮」6證書「未夠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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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姜嘉軒）隨着電子產品與網上平台日
益普及，如何善用這些技術輔助教學成為院校的一大課題。
由美國華頓商學院與國際大學評級機構Quacquarelli Sy-
monds （QS）合作舉辦的全球教學創新大獎（Reimagine Ed-
ucation Awards）吸引了世界500多支隊伍參賽，各自提出如
何藉着電子學習技術創出新的教學意念和方法，結果香港大
學兩支隊伍分別奪得「生命科學專業」銅獎及「亞洲地區組
別」銅獎。
大會在本月5日至6日舉行頒獎會議，港大醫學院陳立基博

士及教育學系喬素心博士分別組隊參賽。由陳立基率領的「醫
藥衛生專科學生的跨專業團隊為本學習」團隊奪得「生命科學
專業」銅獎，喬素心率領的「問題為本學習」團隊則摘下「亞
洲地區組別」銅獎。
「醫藥衛生專科學生的跨專業團隊為本學習」是全球首個

大規模跨學院、跨院校的專業教育課程，強調來自不同院
校、學院以至專業教育，可以讓不同專業課程的學生共同學
習及協作交流，打破專業壁壘，讓他們畢業後能合作，提升
整體醫療服務質素。項目採用團隊為本學習方法，在科技系
統協助下，港大和理大多達一千名不同課程的醫藥、衛生專
科學生可以小組形式互動學習。學生透過網上學習空間，可
以隨時隨地學習，互相聯繫，省卻安排課堂共同授課所需的
交通往來時間。
「問題為本學習」則是跨院校、國際性項目，教學法結合

流動電子裝置及網絡，創造更豐富的教學資源，優化以同學
或同儕間討論為主的問題為本的學習方法。透過研究同學與
導師之間的對話、互動、和使用學習工具的情況，團隊為所
研究的問題帶來大量質化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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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樂欣（右二）在中七畢業後至今已修讀過6
個高等學歷。圖右為謝江海。 黎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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