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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四川歷史文化交流團隨想 —— 林淑芳校長
四川歷史文化交流團已經是學校第18次舉辦的跨境學習交流

團。雖然學校對籌備跨境學習活動經驗豐富，但每次在跨境學習交

流團出發前，老師們的準備工作就在半年前開始，無論在考慮目的

地，招標報價，聯絡旅行社，策劃課程等都小心謹慎，一絲不苟，

為的是讓學生有一個非一般的學習機會。

隨著一團三十位學生，四位老師及九位義工家長出發，浩浩蕩

蕩的到達四川，展開六天的學習旅程。同學們不在爸爸媽媽的身邊，

我們一團人朝夕相對，就好像一家人般，一起生活，一起學習，彼

此照顧，互相體諒，建立出一份特別的感情。是次行程精心編排，	

參觀武侯祠，四川省博物館，成都規劃館，欣賞川劇變臉，加強同

學們對四川歷史、地理及文化的認識。難得機會到都江堰北街小學

與當地學生共同上課，互相交流，了解兩地學生不同的學習生活，

同學們都表現得大方得體。親歷汶川地震遺址，大家明白到大自然

的威力，生命的脆弱，學懂珍惜，學懂感恩。到訪大熊貓基地，近

距離見到一隻隻可愛的熊貓，要愛護大自然的使命由衷而發。

當大家閱讀同學，隨團家長及領隊老師對交流團的感想，就知道老師們的心思和時間絕對沒有白費，跨境

學習交流團的確給同學們一個好好的學習經驗及體會。我在此非常感謝領隊老師（黃嘉碧主任，潘偉強主任，

許文星主任，陳景康主任）的努力及付出。更要鳴謝出錢出力的家長義工們，在整個旅程中，對學生無微不至

的照顧，對舉辦是次交流團的支持。

在眾多的學校活動中，跨境學習交流是我每年最期待的一個活動。跟同學們一起，每次都會有好多的經歷，

好多的體會，好多珍貴的回憶。相信有參加過的同學，都會認同我的想法。難怪每年報名的同學人數不斷上升，

期待下年你也可以跟我們一起去跨境交流學習，體驗這一個非一般的學習機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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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表

日期 星期 內容

4月13日 星期六

•	由香港國際機場出發，乘飛機往四川
•	參觀武侯祠博物館
•	遊覽錦里古街

4月14日 星期日

•	參觀映秀漩口中學地震遺址
•	參觀映秀新城
•	認識都江堰水利工程

4月15日 星期一

•	參觀都江堰熊貓基地，體驗大熊貓趣
味之旅

•	遊覽都江堰古城

4月16日 星期二

•	探訪都江堰北街小學，與當地學生進
行交流

•	學習川菜五味及製作，欣賞川菜絕學
技藝表演

4月17日 星期三

•	參觀成都規劃館
•	暢遊寬窄巷子、熊貓郵局、書店
•	體驗川劇表演

4月18日 星期四
•	參觀四川省博物館
•	由四川乘機返回香港，結束愉快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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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組： 紅組
領　　隊：	陳景康主任
家長義工：	雷杜杜女士
	 譚芷欣女士
隊　　長：	謝安泰（6A）
隊　　員：	謝旻羲（4A）
	 黃允希（4A）
	 趙永熙（5A）
	 黃紫瑩（5C）
	 呂天姿（5C）
	 王雅柔（5C）
	 吳文韜（6A）

副	團	長：	黃嘉璧主任
	 潘偉強主任

團　　長：	林淑芳校長

第 二 組： 黃組
領　　隊：	黃嘉璧主任
家長義工：	陳雅莉女士
	 秦　蒨女士
隊　　長：	何冠聰（6A）
隊　　員：	鄭睿淇（4A）
	 何詠齡（4A）
	 何倬齡（4C
	 張曦元（5C）
	 李芷而（6A）
	 吳柏霆（6A）
	 徐立璡（6B）

第 三 組： 藍組
領　　隊：	許文星主任
家長義工：	楊女士
	 陸　嬋女士
隊　　長：	蔡澤慧（6B）
隊　　員：	吳文懿（4A）
	 于心盈（4A）
	 陳俊宇（5A）
	 譚照庭（5B）
	 何俊言（5C）
	 袁天富（6A）

第 四 組： 綠組
領　　隊：	潘偉強主任
家長義工：	趙愛甜女士
	 韓煥香女士
	 陸志偉先生
隊　　長：	崔梓韞（6A）
隊　　員：	吳偉祥（4A）
	 李麗沂（4C）
	 吳鎧祥（5A）
	 陸思齊（5A）
	 黃樂盈（6A）
	 羅正楠（6A）

組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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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武侯祠
5C 黃紫瑩
武侯祠是紀念蜀漢丞相諸葛亮和劉備的建築，他們是三國時代的歷史風雲人物，蜀國的大英雄。在武侯祠

裏，不但讓我大開眼界，還讓我學到很多新知識。武侯祠分為前後兩殿，是前後高低的格局。分別有昭烈殿和

劉備殿及忠武殿和諸葛亮殿。走進昭烈殿，三個英武不凡的雕像映入眼簾，左右是張飛和關羽，而中間就是蜀

主劉備，他們的上方分別寫着［誠貫金石］、［業侶高光］和［義薄雲天］，殿的兩旁有武將廊和文才廊。武將廊

是用來紀念蜀國有名的武將，而文才廊是用來紀念蜀國有名的文官，共有雕像二十八座。

在諸葛亮殿裡，除了那拿著羽扇，運籌帷幄的

諸葛亮外，還有諸葛尚（左）和諸葛京（右）的雕像

和一些他們簡略的生平。接着，我們經過一段滿是

紅牆黃瓦的小路後，劉備的祠堂惠陵，相傳劉備就

埋葬於此。

武侯祠大門後有六塊石碑，由唐宰相裴度撰文，

柳公綽書寫，石匠魯建刻字，後世稱為「三絕碑」。

我今次能夠參觀武侯祠，真的十分開心，因為能夠

增長知識，而且祠內的歷史文物十分豐富，我希望

下次可以再來參觀。

4A 鄭睿淇
今天，我們參觀了武侯祠，武侯祠紀念的歷史人物有劉備、諸葛亮、關羽、張飛等。

諸葛亮有很多事蹟，我覺得最有趣的，是「草船借箭」，它是《三國演義》中「赤壁之戰」的故事。借箭是

由周瑜提出的，被諸葛亮識破是害人之計，諸葛亮卻淡定表示：只需三天。後來，得到大霧天的幫忙，再利用

曹操多疑的性格，諸葛亮調動了幾條草船誘敵，終

於借足十萬支箭，立下奇功。

在武侯祠，我們不但看到了很多歷史人物的雕

像，還見到很多石碑，它們就在大門通往二門的中

間，有明碑、清碑等。右面有三個，左面有三個，

一共六個，碑文的內容都截然不同。

這次參觀，我學到很多有關歷史人物的知識，

真令我大開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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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 袁天富
今天我參觀了四川的武侯祠。武侯祠原是劉備

的墓，但諸葛亮在百姓中的地位很高，而諸葛亮又

被封為武侯，於是被稱為武侯祠。

我們從正門進入武侯祠，門上寫着「漢昭烈

廟」。向前走，我們看見兩旁六座石碑，分別是明碑

和唐碑。我們發現明碑有一個像龜的動物托着，導

遊姐姐告訴我們那叫霸下，象徵穩重。再往前走，

就是漢昭烈廟。劉備像位於中間，高三米，是武侯

祠內最高的人像。兩旁則是關羽、張飛和文臣武將

的雕像。關羽的雕像最特別，他戴着皇帝的頭冠，原來他性格忠義，自從他死後，地位不斷攀升，最後成為

「王」。接着，我們來到了武侯祠。只見諸葛亮的人像在中間，兩旁則是他的不同發明。

最後，我們來到了劉備的墓。墓碑上刻着「漢昭烈皇帝之墓」，令人肅然起敬。

這次參觀，我更深入認識了蜀國的歷史，讓我大開眼界。

5A 陸思齊
									武侯祠是一座紀念三國時代的英雄的廟宇。它在大門到二門之

間設有六塊石碑（左右各三塊）。進入二門後，我們可以參觀兩旁的

「武將廊」和「文臣廊」。它們分別是紀念有功的將領和文臣。當中當

然有最偉大的趙雲。他勇猛救阿斗的那一幕到現在還深深地印在我

腦海中。再向前走，你就會到達漢昭烈廟	─	安葬劉備、張飛和關羽

的地方。其中最特別的是關羽竟然是穿皇服的！原來是因為它的忠

義被後人敬重，所以成為「王」。這次參觀，令我更了解「忠義」一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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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與映秀
6A 謝安泰
經過今天的參觀，我深深體會到大自然無比的威力和冷酷無情。

汶川大地震於二零零八年五月十二日發生，我們參觀的地震遺址，原本是映秀鎮的漩口中學，這場驚天動

地的大地震，一共有69227人遇難、374643人受傷及17923人失蹤，而最令我驚訝的是，漩口中學的無數師

生仍然埋在遺址的地下。

我一邊看著眼前的頹垣敗瓦，一邊聽著講解員

親身的經歷，我感到很悲哀，也很想哭。我最難忘

的是地震發生時，師生們捨己為人的故事，充分體

現了人性的光輝，這是多麼的震撼人心啊！

離開的時候，我看著那用大理石製造的大時鐘，

鐘面永遠顯示著下午兩點二十八分零四秒——汶川

大地震發生的一刻，我永遠不會忘記……

6A 何冠聰
汶川大地震是一場歷史性的巨大災難。

二零零八年五月十二日下午二時二十八分，地震發生了，波及

到映秀鎮的漩口中學。在廿二秒之間，許多教師和學生都犧牲了。

記得那裏的導遊姐姐說：「有一對好朋友，在學校裏被物件壓著了，

其中一人成功脫險，另一位卻仍被壓著，眼看頂樓快要塌下來，被

壓著的女孩叫她的同伴快走到安全的地方，他照做了，但拋下一句

說話：我一定會回來救你的！說罷，便跑出災區。逃出生天的同學

一向十分遵守承諾，這次也不例外，兩三個小時後，他奮不顧身，

獨自走到最後看見他朋友的地方，徒手挖開鬆軟的泥土，成功令他

的好友脫險。」

難怪老師和父母都常說：「沒有朋友，許多事情都做不了！」友

情真可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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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 吳文懿
期待又期待，今天我要去映秀漩口中學地址遺址參觀。我對汶

川地震也有一點兒認識。汶川大地震於2008年5月12日下午2時28

分4秒發生，被評為8級地震，非常嚴重。我覺得死了的人很可憐，

我感到非常傷心。汶川大地震導致整個映秀鎮損毀，中國各個地區

也有籌集資金，把映秀鎮重建成映秀新城。

映秀漩口中學前面的時鐘永遠停在下午2時28分。中學遺址現

在特意保留未做修復，處處都是殘垣斷壁，非常震撼。看着那些遺

址，我感到有點害怕。我不希望再次發生地震。還有，我學到了要

感恩。

4A 吳偉祥
參加了四川交流團，增加了我對汶川大地震的

認識。我知道地震對人類、動物和植物造成大量嚴

重的傷亡。我對這次因為天災造成傷亡的老師和學

生的家屬，致以深切的慰問，因為他們是這次大地

震的受害者。

映秀新城是汶川大地震後的重建項目，因為政

府的大力發展，才可以滿足居民生活的需求和旅遊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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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江堰水利工程
5A 趙永熙
都江堰是在戰國時代的秦國蜀郡太守李冰，帶領成千上萬的民工建造而成的，歷史已有約2300多年，世

界上最古老的無壩水利工程。

都江堰水利工程分為：魚嘴、寶瓶口和飛沙堰三部分。魚嘴是來分隔外江與內江，而外江是運送含有八成

沙石的水出海,內江則是輸入只含有兩成沙石的江水,進入成都平原，用作農業灌溉以及飲用等日常用途。但是，

江水要進入成都時，要清走其餘的雜物。寶瓶口的

窄身設計可以阻止水流，而內江的「小瀑布」能降低

水速，在寶瓶口前形成漩渦。漩渦具有離心力，能

把其餘的沙石全都飛到飛沙堰。其後飛沙堰有排沙

工程，而經過多重清潔的江水便可輸入成都平原。

看到都江堰這樣偉大的古代水利工程，我深深地

佩服古人的智慧，在科技並不發達的時代，他們已

經懂得利用冷縮熱脹的原理來開山闢土，開鑿河道；

我更佩服他們不怕困難，堅毅不屈的精神。

6A 吳柏霆
都江堰水利工程是於戰國時期興建的，它已有二千多年歷史！它

的運作方法是從「魚嘴」開始，把水分成外江及內江，當內江的水到

達「飛沙堰」的時候，水裏的沙會在那裏被清走，水繼續向前流，流

到一些漩渦，便直接進入「寶瓶口」，不能進入「寶瓶口」的水會被排

走。

我覺得都江堰水利工程十分厲害，因為戰國時代的科技仍未十分

發達，可是李冰竟能設計出這項偉大工程，造福人民，他的創意及堅

毅精神，十分值得我們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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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 陳俊宇
都江堰水利工程是於戰國時期所興建的，由秦

國蜀郡太守李冰父子主持修建，位於四川省成都市

都江堰市灌口鎮。

這個工程主要由魚嘴、飛沙堰、寶口瓶構成。

寶口瓶起了分流和灌溉的作用，但因江東地勢較高，

江水難以流入寶瓶口，所以有魚嘴的出現。魚嘴把

洶湧的岷江分隔成外江和內江，外江排洪，內江通

過寶瓶口流入成都平原。當江水超過飛沙堰頂時，

洪水中夾帶的泥石便流入外江，這樣便不會塞着內

江和寶瓶口水道。由此可見，都江堰水利工程實在

是一項偉大的工程。

5A 吳鎧祥
都江堰水利工程在秦朝興建的，足足有二千至三千多年歷史。

相傳是由李江帶領千百萬人去興建的。

都江堰分成三個部分，分別是魚嘴、飛沙堰和寶口瓶。首先，

魚嘴把泯江的水「六四分制」，即在盛水季節六成往外江，四成往內

江。但枯水季節就相反，即四成往外江，六成往內江。

接着，內江的水會經過寶瓶口前的漩渦，將沙飛到飛沙堰。最

後，經過三次泄洪與排沙，就直接流進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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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江堰熊貓基地
6A 吳文韜
今天在都江堰熊貓基地的活動實在是多姿多彩。首先我們去了拜訪大熊貓，這裏環境清幽，大熊貓在這裏

安居樂業，非常幸福。現時壽命最長的有27歲。熊貓基地沿途風景秀麗，周邊生氣勃勃，大熊貓有的在攀爬

玩耍，有的在躺臥休息，有的在周圍漫步，十分寫意。遊覽完畢後，我們進入展示區。在這裏，我們發現了大

熊貓的生活習慣是喜歡坐著，有時會發出「嗯」的一聲，真的超萌！熊貓的骨骼見肩闊腎窄，因此寶寶常常早

產。還有，從大熊貓的糞便可看出，圈養大熊貓的

主要食物是竹黃、竹葉、窩窩頭等。

最後，就是了解大熊貓各種不為人知的事件，

如大熊貓曾在野外攻擊人，令那人半邊身子受傷。

揭露大熊貓的奧秘，就輪到親手體驗製作窩窩頭。

窩窩頭由黃豆、大米、玉米作主要材料再配以雞蛋、

糖、鹽、油，形狀極像麵包，味道即像餅乾，可能

比我們的五穀片更具營養，真不愧是國寶大熊貓。

這次經驗令我獲益良多，真希望以後也有機會和這

些大熊貓見面。

6A 李芷而
今天，我們到都江堰熊貓基地探訪大熊貓。有一隻叫夢夢的熊

貓，牠是雌性的，在臥龍神樹坪基地出生，今年二歲，等於我們人

類的七歲，十分活潑可愛。我還看見小熊貓，牠們是粉紅色的，跟

大熊貓沒有關係，是兩種不同的動物。

午飯後，我們聆聽熊貓基地的工作人員講解熊貓的特性，還學

了有關幼兒熊貓的知識。然後，我們做了熊貓很喜歡吃的窩窩頭，

那是由大米粉、黃豆和玉米，加上鹽、糖、食油和雞蛋等材料製成

的，纖維含量很豐富。

我在都江堰熊貓基地學到了很多關於熊貓的知識，發現牠們有

些地方跟人類十分相似。我希望人類不要捕殺熊貓，不然牠們便會

絕種，我們便再也不能看見珍貴的熊貓。



11

5C 何俊言
今天，我參觀了都江堰大熊貓樂園。樂園有熊

貓二十多隻，樂園的部分經費是由香港特別行政區

贊助，裏面的熊貓十分可愛，由兩歲至二十五歲也

有，有天天、夢夢、玉壘、華鴻、秦山……

他們的睡眠方式各有不同，有的坐着睡，有的

好像表演「體操」，有的把自己掛在一根木頭上……

我們參觀了熊貓的各個園區，又學習製作窩窩頭。

我最喜歡的活動是製作窩窩頭，它是由雞蛋、

大豆、麵粉和油等材料製成，我們把材料搓成一個

蛋形，再煮五個小時就完成了。

6A 崔梓韞
今天，我們興高采烈地前往都江堰熊貓基地參觀。

到了那裏，我們步行到各個地方去看大熊貓，有的在睡覺，有

的在吃竹子，有的正在和牠的同伴一起玩耍，每隻大熊貓都十分可

愛。我們都紛紛拿出相機，為牠們拍照呢！接着，我們在餐廳裏吃

了一頓美味的午餐後，就一起體驗製作熊貓最喜歡的食物	–	窩窩

頭。我們學會了窩窩頭是由竹粉、黃豆粉、玉米粉和大米等的材料

製成的。最後我們到了展示館參觀，學會了大熊貓的身體結構構造。

這次的參觀活動，令我增加了對熊貓的知識，令我能從各種活

動中學習，令我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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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喜歡的景點

沈重的時刻 —— 6A謝安泰
這是我在交流活動第二天參觀的景點—映秀鎮漩口中學遺址所拍的照片。那個時鐘

雕塑的指針永遠停留在地震發生的那個沈重的時刻，為我帶來無限的震撼。

我選這個景點的原因是汶川大地震給我留下極深刻的印象，不但讓我了解到這次

地震發生的原因，更親眼目睹瞬間被地震摧毀的建築物，見識到大自然冷酷無情，

又感受到人間有情。這些都令我這個在香港這個絕少發生地震的地方長大的女孩子，

一方面感到難以置信，更對自己安穩的生活倍感珍惜。

都江堰熊貓基地 —— 4A 何詠齡
這是四川的都江堰熊貓基地。那裏有很多隻熊貓，牠們都非常可愛。在熊貓

基地裏，我看到一隻叫英英的熊貓，牠今年二十七歲，是人類的九十九歲，牠非

常老，我替牠感到傷心，因為牠已經沒有求生能力。

我選這個景點的原因，是因為我在都江堰熊貓基地學了很多關於熊

貓的知識。例如：熊貓除了吃竹子，還會吃蘋果，竹

筍和窩窩頭。窩窩頭是熊貓最喜歡的食物，是

由竹粉、黃豆粉、玉米粉和雞蛋等材料混

合成的大型「饅頭」，纖維含量非常豐

富。

到了熊貓基地，我才知道原來熊

貓是屬於食肉目熊科的一種哺乳類動

物，這次參觀真令我大開眼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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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訪都江堰北街小學
4A謝 羲 四月十六日 星期二 晴

今天，我到了在都江堰的一間有二千多名學生的小學作交流學習。在早上，我跟着領袖去欣賞他們的視藝

作品和利用環保物料做的作品，全部都非常美。之後我們到了操場跑步，跳繩和學功夫，雖然時間很短，	但也

一樣可以跟他們學習和體驗當地獨特的校園生活。	

然後我們還和當地的同學一起上中文課，令我知道了邊塞詩人和學了一些詩句。接着美術課的時候，	我們

利用對摺和剪紙的技巧做了一幅熊貓剪紙畫呢，但

我不是做得很好，所以有點可惜。

最後，到了和新朋友交流溝通的時間，也記錄

了新朋友的資料在留言板上和交換了禮物作紀念，

跟着便一起到學校的飯堂，按照他們的模式排隊取

餐用膳，同學們小小年紀都表現得獨立和井井有條，

令我自愧不如。

午餐後，進行了致謝儀式，咱們就離開了。想

到不能再次與新朋友見面，感到有點可惜，但我會

深深記住這次難得的體驗！

4C何倬齡 四月十六日 星期二 晴

今天，我們去了都江堰北街小學，由四個小導遊帶領我們參觀

學校。

第一部份是小提琴表演，共有十二個表演學生，他們演奏了一

首中國樂曲，十分好聽。然後，我們欣賞古箏表演，也十分悅耳！

接著，我們去了操場參加升旗禮和跑步，還有跳繩和武術。跳繩活

動很有趣，但以前，我看見有關跳繩的活動，都不會參加，就連媽

媽要求我，或送我喜歡的禮物鼓勵我參加，我也不會去，想不到在

這次探訪過程中，竟然要跳繩！一開始，我沒想過要參與，可是黃

主任要我們不要怕，要勇敢嘗試，於最後一次，我排隊嘗試，竟然

成功了，原來這麼容易！然後，我們去學武術，我以前學過一年，

所以很容易便學會了。

這次的小學探訪，我學到了很多東西，更學到了勇敢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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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B 蔡澤慧 四月十六日 星期二 晴

今天，我們前往都江堰北街小學，和那裏的老

師和同學互相交流。旅遊巴士接近學校時，我們看

到了整個學校的外觀，都江堰北街小學就像皇宮一

樣大，裏面的活動室也十分完備。我們體驗了剪紙、

武術、跳繩，還觀看了古箏和小提琴表演。我覺得

最有特色的就是「大課間」活動。我們和其他學生一

樣，一起做早操。雖然我們做得不夠好，但是我們

還是一起做。做完早操後，我們跟他們一起體驗了

武術課和跳繩課。活動結束後，我們上了語文課。

當語文老師突然讓我當着全班朗讀時，我的心情非常緊張。幸好，旁邊的小朋友提醒我，我才能順利完成。

然後，我們和當地的小朋友進行一對一的互換禮物和交流。我準備的是香港電車擺件，而她給我的是一本

由她們學校老師編寫的教科書，上面還寫上她對我的祝福。今天，我體驗到很多以前沒有經歷過的活動，還交

到了很多新朋友，和她們一起渡過了一個既愉快又難忘的上午。這次活動，使我獲益良多，讓我學到怎樣和別

人相處。

4C李麗沂 四月十六日 星期二 晴

今天，我們到了四川都江堰北街小學參觀。我們進入學校，看

到十二個小學生在拉小提琴，真是悅耳動聽。然後，我們到二樓觀

看同學們的作品，例如剪紙、素描、水彩畫……

當地的老師派了幾位小導遊為我們介紹他們的學校。當他們介

紹完北街小學的歷史後，就帶我們到音樂室聽美妙的古箏表演。

到了剪紙課，我們一起畫熊貓，並剪出熊貓的外貌。我們看到

不滿意就擦掉，老師說：「你們不要擦那麼多，因為會爛的。」

最後，當地的學生和我們交流，我送了幾張明信片和一個磁貼

給她，她就送了我一個筆袋，然後我們一起聊天和吃午膳，真開心！

我感到很難得，因為我們不是經常可以結交其他地方的新朋

友，所以要好好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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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劇變臉揭秘
5C 王雅柔
在這次四川歷史文化交流團的行程中，最讓我

留下深刻印象的，一定是川劇變臉了。

川劇變臉是一種源自於中國川劇的藝術。變臉

最神奇之處在於演員能於極短時間內變出多款面

譜，他們運用變臉絕活，能不換場就變出五種臉相，

不管喜怒哀樂或是驚訝丶憂傷都可以在一剎間變化

出來，使得演員能夠將劇中人物的內心起伏，藉由

臉上的轉變，表現得更為淋漓盡致。

如果加上換場，川劇演員就可以再增加七到八

個臉相來，增加戲劇的張力和震撼性。

6B 徐立
我今天觀看了一場變臉表演，實在太神奇了！表演者們為何可

以這麼快就把他們的面具轉換至另一個面具呢？真是不可思議。

我大概知道川劇變臉的竅門，是用一條十分幼小的線，一扯就

把其中一副面具扯到頭飾後面。其他兩種變臉的方法，分別是吹臉

和抹臉。吹臉是把地上的粉末吹到自己的面具上，而抹臉呢，是把

手上的顏料塗上自己的面上。

這些變臉的方法實在太有趣味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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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 于心盈
川劇變臉是一種源於中國川劇的藝術。川劇是

由抹臉、吹臉和扯臉組成。扯臉是比較複雜的方法。

它將臉譜疊在一張張的綢子上，然後剪好。每張臉

譜都繫上一根絲線。再一張張地貼上。絲線則繫在

衣服上的一個順手的地方。隨著表演的需要，在舞

蹈動作的掩護下，再一張張地扯下來。

6A 羅正楠
今天晚上，我們到了一個劇團觀看川劇表演。那裏的演員表演

了很多項目，包括用手的影子造成一些動物的形狀、川劇變臉、音

樂表演、木偶表演等。其中川劇變臉較為突出。一些演員一起變臉，

然後全都變到最後一張臉。接着，一個人變走最後一張臉，變回人

的樣貌，再變出一把鬍子，最後他竟然再變出一張臉。觀眾們都讚

不絕口，嘖嘖稱奇，拍手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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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感錄
5C 呂天姿
我喜歡大熊貓，因為我覺得牠們很像人類，而且我認為牠們很可愛，同時也很

想知道更多關於大熊貓的事情，例如：為什麼牠們曾是肉食性動物。	我很感謝老

師、家長們、湘洲哥哥和導遊姐姐，因為是老師安排四川的行程，而我又要感謝家

長們，因為一路上他們都很照顧我們，我感謝湘洲哥哥是因為他曾多次叫我們要注意

安全等，我感謝導遊姐姐則是因為她總是會在到達目的地前在車上告訴我們一些知識或

一些事情。

6A 何冠聰
難忘，難忘，震撼人心的地震遺址!

難忘，難忘，多不勝數的美麗景點!

難忘，難忘，那宏偉壯觀的都江堰!

4A 黃允希
	 	 	 	我要感謝校長和各位老師，為我們安排了這一次跨境交流團，感謝他們六天以來

一直用心照顧我們。

				我最難忘的就是去熊貓基地了，因為我可以近距離的看到可愛的大熊貓。牠們有

些在爬樹、有些在滾動、有些在樹上睡覺，真是十分有趣。

這次交流團，我學會了很多書本上學不到的知識，除了可以與四川的學生交流，還有

機會了解更多關於熊貓的生活習慣。真是獲益良多！

5C 張曦元
我最難忘的，是跟都江堰北街小學剛認識的新朋友，在寬敞的飯堂內一起吃午

餐，飯菜真是太好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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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 袁天富
我在交流團裏不但認識到四川的歷史和文化習俗，而且更明白了團隊精神的重

要，令我深深受益。

6A 黃樂盈
我最難忘的是去映秀鎮的一間中學遺址參觀。那裏的建築物幾乎都倒塌了，我

感到很震驚。

5B 譚照庭
在四川交流團中，我要感謝的人是老師，是因為老師帶我們去四川，沒有老師

就不能去四川學習，和每日安排活動和酒店。另外，還要感謝導遊姐姐和哥哥為

我們講解四川文化，導遊哥哥連生日也不在家過，和我們一起去四川。

5A 吳鎧祥
我要感謝校長、各位老師、湘洲哥哥、嘉玲姐姐及雷司機。假若沒有他們，恐

怕四川交流團則難以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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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心聲
感動之旅 —— 許文星主任
今年的復活節前夕，我隨學校帶領了三十個學生到中國四川進行交流學習。四川為人所熟悉的東西有很

多，包括國寶熊貓、川劇變臉、麻辣火鍋等，而這趟交流亦的確讓我大開眼界，親身體驗了四川的文化與風情。

然而，這趟旅程讓我最印象深刻的並不是以上提及

的熊貓、變臉與火鍋，而是汶川地震遺址！

在漩口中學地震遺址中，導遊口述著一個個展

現人性光輝的地震故事，觸動了我們的情感；遺址

中一座座東歪西倒以及塌陷的建築，震撼了我們的

心靈。然而，沉重、悲傷的心情很快轉化為希望與

光榮，因為我們看到了一座映秀新城在地震廢墟中

拔地而起，人們堅毅不屈、永不放棄的精神實在值

得我們敬佩。

學會感恩 —— 陳景康主任
這次四川歷史文化交流團讓我對「感恩」有了更深的體會。

「功蓋三分國，明成八陣圖」的蜀國宰相諸葛亮，一直是我兒時仰慕的歷史人物，「三顧草蘆」、「孔明借東

風」、「草船借箭」等都是我小時候百聽不厭的故事。這次四川歷史文化交流團行程的第一天，我們就參觀中國

唯一君臣合祀的武侯祠，遊走於祠內的廟堂迴廊，不但能了解這位「功高蓋主」的傳奇人物的生平事蹟，更體

會到他「感恩」劉備知遇之恩而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高尚情操。

第二天，我們一行四十多人來到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震央——映秀鎮，當我們的旅遊車駛過地震遺址——

映秀漩口中學時，本來車上嘰哩呱啦、雀躍不已的

同學們一下子靜了下來，大家都被面前的畫面懾住

了。下車後，同學們在整個參觀中，默默地聽著講

解員述說地震時的點點滴滴，當年數以十計師生在

這突如其來的地震中，來不及留下片言隻語，頃刻

間，就與親人永訣，長埋遺址之下。大家都深深體

會到在大自然無情的力量面前，人，是如何的渺小。

這次四川之行讓我學會珍惜，學會感恩，要好

好活好每一天，待好每個摯親好友，這才不會有所

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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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味道之旅 —— 黃嘉璧主任
四川之行，同學們嚐到的，不止是麻辣的味道。

在都江堰熊貓基地，國寶們或是安坐在地上，開懷地吃著胸前

的竹子，或是慵懶地躺在高架上打嗑睡，或是淘氣地跟同伴玩耍。

這些超萌的黑白大毛球，好甜好甜，直把我們的心都俘虜了！

在汶川大地震漩口中學地震遺址，由生還者擔任的講解員讓我

們目睹觸目驚心，頹垣敗瓦的情境，她更娓娓道出一個個捨己救人，

喪失家園的悲壯故事，那時候，我們的心都好酸好酸！

猶記出發那天，集合時間是清晨六時，但同學都精神抖擻地出

現。因為學習活動豐富，我們每天回到酒店的時間都不早，但同學

都堅持用心完成當天的課業，沒有怠慢，他們真是很能吃苦呢！

萬眾期待的熊貓之旅 —— 潘偉強主任
復活節期間，我校師生及家長共四十多人，浩浩蕩蕩地到四川	成都遊覽。我們參觀了武侯祠、錦里古街、

都江堰水利工程、北街小學、川菜博物館……	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都江堰熊貓基地。

走進熊貓基地，滿眼都是姿態萬千的竹子。經過雨水的滋潤，顯得份外翠綠。除了供應源源不絕的竹子外，

還有窩窩頭、水果、攀爬架、熊貓玩具……	

熊貓喜歡在平坦的地面上悠閑地散步，愉快的

玩耍，有時抬起頭，觀察人們的一舉一動，有時卻

低下頭，好像在尋找什麼，又像在思索什麼。當牠

們興奮的時候，就在地上翻筋斗，就像一個大皮球，

在地上滾來滾去。

這裡風景優美、鳥語花香、百花齊放、綠樹成

蔭。我真的想變成一隻大熊貓，享受自由自在的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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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心聲
雷杜杜女士（4A謝 羲家長）

第一次參加學校的交流團，感覺非常捧，也讓我和兒子留下一個美
好的回憶！
首先，我深深感受到學校為學生籌備這次交流團真的很不簡單，付

出很多心思，不但令學生每天都有學習有體驗有反思，而且趣味十足。
還有，整個旅程，校長老師們處處叮囑學生，盡顯關愛，十分感動和衷
心多謝他們！此外，我也要讚賞我們的同學們相當有紀律。當老師一個
手勢一句說話，他們都立刻安靜或排隊；聆聽導賞員講解時，同學們也
很留心，很欣賞他們！
四川之旅，我有很多遊歷，令我大開眼界。例如：我們去了一間有

二千多名小學生的學校作交流，參與了不同的課堂和做運動，體驗不一樣的學校生活和文化；建於秦朝的都江
堰水利工程，展現了中國古代偉大的建設和智慧；熊貓基地更令大家興奮無比，除了看到可愛的熊貓，還認識
了熊貓的培育、身體構造，生活習慣、野化等知識，同學又嘗試做熊貓吃的窩窩頭，笑聲連連;川劇變臉……
真是多不勝數。六天的旅程讓我和兒子渡過一個充實、關愛和歡樂的時光，見識了中國四川悠久的歷史文化，
獲益不淺！
最後，我要感謝一班義工家長，無私合作，互相照顧，感恩有他們一起同行，令我這旅程畫上完美的句號！

譚芷欣女士（4A黃允希家長）

衷心感謝學校讓我有幸能擔任「四川歷史文化交流團」的義工，與
林校長、各領隊老師們、同學們及家長義工們，共同踏足我國自古被譽
為「天府之國」及歷史文化名城之一	——	成都。
旅程中走訪過武侯祠博物館，那裏享有「三國聖地」的美譽；到汶

川參觀地震遺址，處處殘垣斷壁，非常震撼。到訪大家熱切期待的大熊
貓基地，同學們欣賞大熊貓各種美態之同時，更能親手製作大熊貓最愛
吃的窩窩頭；到川菜博物館親手製作四川特色美食，大家彷彿搖身一變
成為「英二小廚神」。此外，不得不提的當然是與當地小學進行交流，
同學們親身體驗了當地上課模式和紀律，又在當地老師指導下學習，讓

同學們了解當地學生學習情況，實在是非常難得的體驗。
在緊湊的行程中，最讓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二。第一，看見同學們自律好學的精神，用心聆聽導遊姐姐或

導賞員的講解。第二，看見校長和老師們的認真盡責，每晚設立不同課題，讓同學們重溫當日的所見所聞。
旅程雖然短暫，但當中的一點一滴，卻令我畢生難忘！期盼下年度的跨境交流團，再一次有幸能參與其中。

陸志偉先生（5A陸思齊家長）

這次行程，最叫我難忘的是參觀四川汶川大地震漩口中學遺址。我
看見校舍的頂層下陷到地面，那個畫面足以令我呆住了。不過，最叫我
震撼的是導遊親述一個又一個地震時的真實動人故事，聽到我的鼻子也
酸了！老師用血肉之軀，扛着橫樑保護學生；女同學給大石壓着走不
了，她勸籲同學離開要好好生存下去，同學未有自私離去，並回到同學
身邊以赤手挖了七小時，成功將她救出......為何人性的光輝，總要在大
災難時才得以彰顯？
我決定要身體力行，以身教向思齊及恩澤發揮犧牲和守承諾的精

神：我會犧牲自己打電玩的時間和他們練習籃球；我會守承諾星期六早
點起床陪他們學口琴、跆拳。我會從日常小處做起，希望可以感染到身邊人，以生命影響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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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嬋女士（5A 陳俊宇家長）

今年我很幸運，能夠參加學校舉辦的四川歷史文化交流團，很感
恩又一次能夠擔任隨團家長義工，感謝學校再一次對我們家長義工的
肯定。四川是我嚮往的地方，今次能親臨其境，非常開心！
沿途參觀了武侯祠博物館、映秀漩口中學地震遺址、映秀新城、

都江堰水利工程、都江堰熊貓基地、都江堰古城、都江堰北街小學、
川菜博物館等等。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宏偉的都江堰水利工程。都江堰
被稱為「獨奇千古」的鎮川之寶，是全世界至今為止，年代最久、唯
一留存、以無壩引水為特徵的宏大水利工程。
短短六天旅程中，我深深體會到校長、老師們的認真盡責，家長

義工團結配合。時間雖短，收穫頗豐！衷心期待下一次交流團的來臨。

陳雅莉女士（6A何冠聰、4A何詠齡、4C何倬齡家長）

很榮幸今年可以參與學校舉辦的跨境文化交流團，並擔任了家長義工，亦
感恩能夠和兩名女兒及即將畢業的兒子，來到這個古稱‘不知饑饉’的	「天府之
國」——	四川，展開一次甜酸苦辣的旅程！
				甜：能夠看見超萌的大熊貓們，親手製作窩窩頭給牠們吃！邊喝茶邊觀看精
彩而神奇的川劇變臉，實在太甜蜜了！酸：探訪都江堰北街小學，跟逾二千名
的師生們一起舉行升旗禮、獻唱國歌、做運動、剪紙、談天說地、吃午飯……
感動得鼻子也酸了起來!苦：當看到那些破爛不堪、面目全非、瘡痍滿目的校
舍，聽到一個又一個捨生成仁的事蹟，淚水已不自覺地從眼角洶湧而下。辣：
四川菜果然名不虛傳，對於不嗜辣的我，	更能深深體會到川菜“色、香、味、形、
器”	帶來的視覺衝擊和舌尖上的愉悅。
				經過這次甜酸苦辣的旅程，我深信每一點一滴的知識和經歷都已經深深烙印
在每一位同學的心裏，陪伴著他們成長！

楊女士（5C 何俊言家長）

本人萬分榮幸能夠擔任義工家長，協助林校長及老師們一起陪同學生們前
往成都遊學團。
六天的行程非常豐富、「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這句話確實如此。學

生們每天考察不同的歷史古蹟，增加並了解更多中國歷史文化及興趣；參觀汶
川大地震的遺址，讓學生們更醒覺幸福並非必然的，必須更愛護學校老師及親
友家人；探訪北街小學和學生交流，令小小年紀的同學們也開始有了筆友的概
念，從而加深了解中港文化的交流……
令我最感動的是對林校長愛護同學之情。因為她要確保我們每一個人安

全，所以無論去什麼地方，她都讓我們先行，然後默默的走在最後。另外不得
不提是老師們的前期準備工作，十分細緻、考慮周詳，令我深深敬佩。
				最後必須感謝各位家長義工們的愛心無私奉獻，彼此都把全部的小孩子，當
成自己的小孩子般照顧得無微不至，我們還彼此建立了更有愛的大家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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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煥香女士（5A 吳鎧祥、4A吳偉祥家長）

我很榮幸今年又可以參加學校的交流團。這一次「天府之國」之
行非常特別。
首先，我們可以探訪國寶熊貓的保護基地	─	都江堰保護大熊貓

研究中心。我們除了看到可愛的熊貓之外，最重要是了解到保育人員
為了保護熊貓而付出的努力。作為人類，我們必須要減廢植森，保護
自然環境，讓牠們回歸自然。
之後，我們到參觀汶川大地震的遺址	─	漩口中學。面對著眼前

的一片廢墟，滿目蒼夷，不堪入目；聽著講解員道出地震時發生的故
事，不禁悲從中來。
			最後，我們還參觀了川菜博物館，品嘗四川有名的小吃；到四川博
物館參觀，了解四川的歷史文化。我們在一片歡笑聲中，結束了這次天府之旅。

趙愛甜女士（4C 李麗沂家長）

今次的四川文化交流團真是悲喜交集。
悲是因為這次旅程的其中一個景點就是探訪了2008年汶川大地

震的遺址─「映秀漩口中學」。走進中學大門，看見那座傾斜的主教
學大樓，眼淚不自覺地直流。聽到一位義工講解那次地震所帶來的災
禍，我們都悲從中來。喜是因為可以參觀到很多特別的地方，包括熊
貓基地，認識了熊貓的生活習性；川菜博物館，自製豆板醬及熊貓小
食；欣賞川劇變臉，一邊吃瓜子，一邊觀賞，	真是另有一番風味。	
最後我要感謝校長及幾位老師對同學們的照顧，家長義工們的互

相幫忙，	同學們的通力合作，才能夠令今次旅程劃上完美的句號。

秦蒨女士（4A鄭睿祺家長）

這次行程中，變臉、川菜、熊貓……樣樣都是極具四川特色的重
頭戲。但最讓我百感交集的是參觀映秀新城。當我面對着地震後的廢
墟殘垣時，想像當年就在這片土地上，有多少人在電光火石間，還
沒來得及跟最親愛的人道別，就已失去了彼此。那是多麼撕心裂肺
的痛！在紀念碑前默哀時心情無比的沉重，久久無法釋懷。遺址的不
遠處是新城，一番新景象振奮人心地映入眼簾。前一秒的滿目瘡痍不
復存在。一座座嶄新的建築，整整齊齊的屹立在這座新城中。一個嶄
新的映秀就是對受災人民最大的安慰和鼓舞，鼓舞著他們勇敢地走下
去！坐在回程的車裡，一種珍惜眼前人的聲音不斷敲打著我。惟有每
時每刻都好好對待身邊的人，才不辜負冥冥中的緣分！
總之，這是一次開心的旅程，也是一次學習的機會，更是一次心

靈的洗滌。非常感謝學校給了我這次跟團的機會，短短的六天行程中充滿了歡聲笑語，給了我長長的回憶，讓
我滿心期待明年的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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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集

大熊貓科普課程 探訪都江堰北街小學 兩地學生共同學習

學習祭拜灶王傳統文化 參觀成都規劃館 參觀熊貓郵局

機場大合照
參觀映秀漩口中學地震遺址

參觀武侯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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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地學生共同學習 兩地學生互相交流 參觀川菜博物館

參觀熊貓郵局 欣賞川劇變臉 參觀四川博物館

探訪都江堰熊貓基地

製作窩窩頭

參觀都江堰水利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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