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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嘟……”一声急促的哨声划破香
港郊野的寂静。绿茵训练场上，每十
名身着迷彩服的“士兵”被分成两
组，一边迅速奔跑、趴下、匍匐、隐
蔽、掩护，一边密切观察“敌方”动
态。“决战”进入关键时刻，蓝方“士
兵”深入红方阵营，瞄准、射击。随
着红方“士兵”头盔上冒起一阵红
烟，蓝方“士兵”成功“击毙”最后
一名红方“敌军”。

这是今年暑期解放军驻港部队举
办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组织学员进
行激光模拟对抗训练时的场景。应香
港各界同胞、社会团体的要求，香港
青少年军事夏令营、香港大学生军事
生活体验营分别于 2005 年 7 月、2011
年8月开营，共吸引超过4000名香港青
少年参加，受到香港社会的广泛赞
誉，已成为香港暑期课外活动的“黄
金品牌”。

锻筋骨
早上 6 时起床，晚上 10 时就寝，

严格执行军事作息时间；告别手机，
没有网络，每天都安排有满满当当的
军事训练或德育讲座。在这十余天的

“军训”里，香港青少年们完全按照部
队的一日生活制度作息，品尝官兵生
活的苦与乐，体会同舟共济的战友
情，感悟深情浓郁的家国情怀。

军事生活体验当然离不开军事训
练，驻港部队为香港青少年精心安排
的军事训练主要包括体能训练、队列
训练、战备基础、激光模拟对抗、地
图使用五项内容。其中 12.5 公里徒步
行军体能训练特色项目，让不少学员
留下“痛并快乐着”的感慨。学员们
顶着高温酷暑郊野行军，不少学员身
上的衣服被汗水浸湿，脚上也被磨出
了血泡。17 岁的学员梁潇月告诉记
者，徒步行军训练确实非常辛苦，许

多时刻感觉自己“捱不过”，一
度想要放弃，好在有教官的悉
心教导和学员们的相互鼓励，
自己坚持完成了这项“了不起
的挑战”。

在谈及最难忘的军事体验
时，第七届香港大学生军事生
活体验营学员林凯业表示，最
难忘的莫过于到青山靶场体验
实弹射击，“以前都是通过媒体
了解实弹射击，亲身体验过后
才真切感受到现场所带来的震
撼 ， 感 受 到 解 放 军 的 威 武 强
大”。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
林郑月娥在出席军事夏令营结
业典礼时就曾引用孟子的“天将降大
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
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勉励学员
珍惜军事体验机会，以坚毅的精神为
创造香港、国家和世界更好的明天做
贡献。

战友情
“我们是八排的，记得要笑，要露

出八颗牙齿！”八排班长眼眶含泪，勉
强露出八颗牙齿安慰成功结业、不舍
离开军营的学员们。十余天的并肩作
战、风雨与共，让教官与学员、学员
与学员之间结下深厚的战友情。当离
别的引擎发动，不少学员抱着教官不
忍离开，留下了惜别的泪水，驻军官
兵自觉沿营区道路站成两列，将不舍
之情化作一声声珍重，一句句再见，
一遍遍挥手。

“亲爱的班长，不知道你还记得我
吗？如果不记得也没有关系，我曾经
是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的学
员，也是香港七百万人中，一位默默
关注你们的香港女孩。如果不是你
们，我也许还像个什么都不会、什么

都不知道的小孩一样，不懂得什么是
坚守，什么是军人风范。”

去年夏天，香港中文大学毕业生黄
逸晴写给驻港部队官兵的信在网络上走
红。

这个土生土长的香港女孩饱含深
情地写下了对于驻港部队的深厚情
谊，并在结束军事生活体验营后去到
香港青少年军总会担任小教官的角
色，去宣扬和分享更多关于祖国国情
和知识，帮助更多香港市民去认识和
了解国家。

“我以前印象里的军人是严肃庄
重、不苟言笑的，走进军营，与他们
近距离接触之后，才发现原来除了认
真稳重，他们还有柔情亲切的一面。”
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学员韩今赫
说，除了军事训练时的严肃认真，教
官们还会悉心照顾他们，甚至晚上还
会给他们盖被子；“认识了这么多的新
朋友，是我最大的收获”。

爱国心
“七月的艳阳照遍香港，回归的骄

傲永刻在我心上。祖国的智慧，港人

的坚毅，同心合力去实践一国两制
……”狮子山下，驻港部队军营，成
百上千名香港青少年齐声唱响 《回归
颂》《歌唱祖国》 等爱国歌曲，用赤子
之心唱出炙热的爱国情。

“到昂船洲海军基地参观驻港舰
艇、到青山靶场观摩实弹射击……国
家国防实力的强大让我感觉到作为中
国人深深的自豪。”不少学员在心得体
会中写下这样的感悟。参加军事夏令
营或军事生活体验为香港青少年认识
国家、了解国家国防实力打开了一扇
窗，他们在驻港部队接受了国情军
史、德育教育，深刻体验到军人奉献
祖国、报效人民的高尚情怀，将爱祖
国、爱香港的家国情怀根植于心间。

本届香港大学生军事生活体验营学
员代表王珍妮在分享她的军事体验时指
出，训练期间，战友们并肩作战、互相扶
持、团结一致。多日来的训练，让学员们
更加学会严于律己、承担责任、刻苦耐劳、
无私奉献；“感谢这些守卫香江的忠诚卫
士，让我们可以生活在和平安定的地方。
我们要将从他们身上学到的正能量感染
更多的人，为建设香港和国家贡献力量。”

（本报香港9月11日电）

香江学子“从军”记
人民网记者 辜雨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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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于澳门氹仔的澳门科技大学
医院，中医师梁人凤正坐堂号脉。虽然
还算不上资深医生，但她诊病医疾也已
是游刃有余。

“要不是短暂的非洲之行，我还是
无法想象，老祖宗传下来的医术，在万
里之外的莫桑比克也一样可以治病救
人。”

2017 年 9月，梁人凤作为入行不久
的年轻医师，参加了粤澳合作中医药科
技产业园组织的非洲中医推广活动。
在莫桑比克行医短短半个月的时间，却
让她对中医有了更深的认识和领悟。

“澳门人口基数小，中医病例也少，
年轻医生要成长起来会比较慢。这次
去莫桑比克，我与内地的中医专家一起
工作，在当地行医，受益匪浅。”她说。

梁人凤与澳门其他几位中医师以
及来自成都中医药大学的专家们一道，
在莫桑比克中心医院、儿童医院等地，
用传统的望闻问切和针砭药灸等技法，
为当地人诊治疑难疾病。由于当地医
疗条件差，不少病人的病症相当难以处
理。

“中医的理论和技术是历经很长时
间在中国发展出来的，对远在非洲的当
地人是否有效？当地人的体质、生理特
点和我们中国人有没有差异？”到达莫
桑比克后，她心里打了许多个问号。

随着治疗的进行，越来越多的成功
病例让她对中医在非洲发展充满信
心。“有个截瘫的病人，摩托车车祸后腰
以下无法活动，三次针刺过后可以自主
平行移动双脚。病人和我们都觉得很
神奇。”她回忆道。

由于时间有限，梁人凤对一些病例
也颇感遗憾。“有个十几岁的女孩子是中风后遗症，偏瘫的症状，
可惜只做了三次治疗。还有一个女孩脑瘫导致肢体躯干肌张力
不协调，扎了一次针后父母打电话说孩子的肌张力缓解了，活动
灵活了一些，可惜因为时间赶不上了。”

不过令人欣慰的是，还有其他的中医援助计划在莫桑比克先
后开展诊疗活动。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也将莫桑比克作
为在非洲“以医带药”的推广试点，定期培训当地民众学习中医技
法，中医仍将在那里发挥作用。

非洲之行在短期内让梁人凤见识了大量不同病例，也让她对
中医有了新的思考。

“莫桑比克的卫生条件不好，全国有资质的医生很少。但本
地植物种类多，当地人有使用草药的传统，这对推广中医很有利，
当地一些草药对我也很有启发。”她表示，“当地病人看病时很安
静，很有耐心，很乐观，让我更加觉得应该用自己的医术为他们祛
除病痛，恢复健康。”

非洲葡语国家众多，除了莫桑比克之外还有佛得角、安哥拉
等国。澳门作为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在连接中国
与非洲葡语国家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澳门也在医疗交流和援助方
面进行积极努力，力争让祖国的中医文化借澳门“出海”。

和梁人凤一样，未来更多的澳门中医师将会利用这一平台前
往非洲葡语国家，用中国的传统医术为万里之外的病人妙手回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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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花莲县六十石山的金针花海景致壮美，因
而赢得“台湾最美金针花海”封号，也是台湾东部
游最佳赏花去处。夏季的金针花开期还剩下十来
天，蓝天白云下的满地金黄美景，吸引了众多两岸
游客前来赏花留影。

上图：金针花近景。
左图：满山遍野盛开的金针花。

本报记者 汪灵犀

台北夜市里的历史味道
本报记者 汪灵犀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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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摄 台 湾

图为宁夏夜市。

华灯初上，夜色未浓，位于台北民生西
路与南京西路之间的宁夏夜市，已经迎来
第一波客人。许多经营超过一甲子的摊商
换了年轻老板，他们从爸爸手中接过古早
味小食的秘方，向街坊游客传递着历史的
味道。

没去过台湾夜市，就称不上到过台湾旅
游。在去年大陆美食网站发起的“票选全台
十大最受欢迎观光景点”活动中，宁夏夜市
拔得头筹，打败了台北地标101和台北故宫
博物院。流连于烟火的香气中，听着台湾妹
子软侬的叫卖声，你细心看，就能看到台湾
文化的缩影。

台湾夜市兴起于上世纪 50年代，最开
始主要是卖小吃的流动商贩，他们聚集在
人流量大的交通枢纽、庙会和市集处，由于
生意越来越好，周边的住户也加入进来。
如今已在大陆流行的珍珠奶茶、水果冰沙、
烧仙草、卤肉饭、香酥鸡排、红烧牛肉面，都
是经过台湾夜市摊贩老板不断改良而成的
结晶。

宁夏夜市伴随着台北大稻埕商圈的繁
华一同成长。早期尚未淤积的淡水河负责

迎接来自闽南的戎克船，这里是台北市重要
的南北货、茶叶、中药材与布匹集散中心。
如织人潮给当地摊贩带来生意，却也挤占了
市民的生活空间。到上世纪 90年代，宁夏
路居民终于因不堪夜市的噪音、垃圾、油污、
强光，发起抗议要把摊商赶出去。

这让台湾经济主管部门伤透了脑筋。
他们既担心遍地的摊贩影响市容，又怕过度
取缔后引发摊商抗议，失业问题无法解决。
于是，从2003年开始，主管部门要求摊贩自
己筹设自治会，由自治会筹资聘请保安来维
持市场交通秩序，营业结束后要请人打扫环
境、清运垃圾等。

台北宁夏夜市的蜕变很大程度上得益
于自治会的良好运作。宁夏夜市的商贩成
立了“宁夏夜市观光协会”，现任理事长林
定国告诉记者，夜市中的每家摊商都安装
了油脂截留器和静电式除油烟机，协会每
周请专业清洁公司来抽取污水，定期将食
品原材料送到相关部门检验以保障食品安
全，叫卖时禁止使用麦克风和音箱以免扰
民，当晚上市集散去，第二天上午人们再路
过这里时，车水马龙，不见垃圾和油渍。

宁夏夜市也是全台湾第一个和大陆支
付宝合作的夜市，每一个摊贩窗口前都挂
着大大的付款二维码。180多个摊位和 20
多家店面，呈现的是完全不重复的各色美
食，贡丸、米粉、肉圆、蚵仔煎、烤生蚝、烧麻
薯、马告香肠、蛋黄肉松芋饼……在这里，
你不需要带现金，只需要带一部手机，就可
以吃到满足。

宁夏夜市，和宁夏有什么关系？它所在的
街道在日据时期本另有其名，台湾光复后，台北
市政府见它地处台北市的西北方，便用同处于
中国西北方的宁夏地名投射，给宁夏夜市所在
的街道取名宁夏路。

随着两岸交流的不断深入，这层渊源也
意外地把宁夏夜市和宁夏联结在一起。林定
国介绍，早在5年前，宁夏夜市就跟大陆的宁
夏回族自治区建立了旅游推介合作伙伴关系，
在宁夏夜市的广告灯箱和宣传海报上，能看到

“宁台一家亲”的字样，能看到丝路、骆驼、大漠
的异域风情，能看到伊斯兰式的建筑和策马奔
驰的回族小伙。或许不久后，宁夏夜市会开个
分市，带着台湾美食到真正的宁夏进驻呢。

（本报台北电）

新华社澳门电（记者郭鑫） 持续提升排涝能力，以防治因
暴雨、风暴潮和天文潮引致的水浸问题，是澳门特区政府防灾
减灾的重点工作之一。澳门特区政府民政总署4日表示，对于水
浸比较严重的内港地区，计划通过建设新雨水泵房和涵箱渠，
提升排涝能力。

民政总署道路渠务部部长何万谦介绍，新雨水泵房的集水
面积达 46.5公顷，服务范围可涵盖石墙街、白鸽巢公园、新马
路、关前正街、大三巴牌坊一带。

据介绍，这些区域的雨水将被收集进入 2200立方米储水量
的新建涵箱渠，由泵房排出、入海。尤其是遇上暴雨天气，涵
箱渠将起到防洪排涝的缓冲作用。

何万谦表示，有关工程目前正进行物料预订、交通安排和
施工计划等工作，新泵房和涵箱渠有望在2021年竣工投入使用。

2017年台风“天鸽”灾害后，民政总署搭建了电子远程监
测系统，可24小时监控澳门现有雨水泵房和行车隧道的实时数
据和影像，并可根据降雨强度调节泵房的启动时间。此监测系
统也将应用于新泵房内。

“天鸽”风灾还造成澳门大范围林木损毁，民政总署一年来
致力于对行人便道和公园的树木、山林等开展补植工作，至今
已补植逾2200株树木。

澳门持续提升城市排涝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