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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周易文化 弘揚時代精神 建立合德合作基礎

中韓周易文化交流暨當代易學研討會杭州舉行
逾 40 位港台浙滬川專家與會

倡重建「一致百慮 殊途同歸」文化共識

研討會由香港中華人文研究院、浙江人文經濟研究
院共同主辦。浙江人文經濟研究院首席顧問、易

學家章關鍵擔任主講嘉賓，他對於孔子之《易》極為
推崇，潛心研究並著書傳承。他表示，現代社會必須
國
■學專家李里主持研討會

啟導理性文化信仰，來推動社會文明進步。
浙江民營企業發展聯合會會長鄭宇民在致辭中表示，
中國的一些社會病必須靠文化信仰來治癒。政黨文明必
須增加對傳統文化精髓的理解，體現在行政方式的改
變，履信思順，尚賢崇德。對周易現代表達的研究，還
應體現在企業家的價值取向和社會共同價值觀的再造。
與會專家認為，周易是中國上古時期的文化瑰寶，
中國與韓國的歷史都受到了周易文化的滋養，是兩國
合德合作的基礎。當前在亞洲地區的共生狀態中，重
建「一致百慮 殊途同歸」的文化共識有着非常積極的
意義。

章關鍵主講 朴宰雨謝祥榮李亨利等演講

專家熱談「周易的現代表達」

章關鍵認為，當前經濟發展積累的問題需要用一帖文
化的藥，建立以文化信仰為主要目標的靈魂性系統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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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以「周易的現代表達」為主題，邀請韓國
及中國內地、香港、台灣專家進行研討，氣氛熱
烈。
專家們認為，《周易》匯通時代精神，以東方哲
思角度闡述富強、民本、文明，詮釋自由、民主、
公正和法制，對於培養向善的文化信仰，建設理性
的東方精神家園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義。
謝祥榮（原成都市委黨校教授）
當代對易學的科學地位、易學在我國思想文化建
設以及世界思想文化潮流中的地位等認識不足，尤
其對易學與實證科學的心理學、思維科學、高能物
理、理論物理和混沌理論等前沿科學的相關性缺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敏婷、實習記者

潘君毅）餐飲業界 4 大商會早前為響應「築福
香港」活動，半年間舉行近 140 場「飲食派
對 」 ， 免 費 招 待 逾 12,000 名 長 者 及 弱 勢 社
群。相關活動日前完滿結束，4 大餐飲業商會
代表昨日總結成果時表示，會員對「飲食派
對」十分熱心，看到食客笑臉，員工亦感自
豪，明白「施比受更有福」的道理，業界未來
會繼續自發舉行更多扶助弱勢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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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樞紐，是帝王領導統禦的寶典，提供經營管理的寶貴
實踐經驗，易學乃經營管理者之學，精神在於變通。
潘耀明（香港明報月刊總編輯）
《易經》的研究和普及，是符合振興中華文化的
國策，其中易經主張「積善之家，必有餘慶」，都
是導人向善，是重建中華傳統文化觀的核心價值，
對世界也有啟迪作用。
香港大學哲學博士周錫教授、台灣中央大學中
國文學系教授賀廣如，以及浙江師範大學人文學院
副教授龔劍鋒、原浙江絲綢工學院副院長康泰教
授、同濟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教授喻大翔等分別對
周易的現代表達闡述了自己的看法。

了解，必須引起足夠的重視。易學中的感通觀念及
其操作方式在這方面正可以為我們提供多方面的重
大迪。
朴宰雨（韓國外國語大學中文學院院長）
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等來自周易的文化思想已經
成為韓國民眾世界觀的基礎之一。近些年，韓國更
是將周易廣泛地應用於實用領域，如運用於經營哲
學，培養人們探索創造性的應對方案；運用周易的
憂患意識，培養人們對現實問題的經典思考。
李亨利（台灣國際道家學術總會總會長）
我們要尊古而不迷古，崇古而不泥古。易學研究主
軸在於中學與西學的體用並濟。易學乃中華文化之本源

當代易學面臨着艱巨而
光榮的使命：既要承傳統
之精華，又要發前人之未
明，更要站正推動時代文
明創新、增強本土軟實力
以擴大國際文化影響。章
關鍵認為目前最須關注三
大問題：

積極啟導理性文化信仰
中華民族的文化信仰由來已久。孔子晚年通過《周
易大傳》對其畢生信仰的文化作出了極其鮮明的經典
型定義 ，其中「剛柔之文」既涵養着「祖述堯舜，
憲章文武」的使命感，也涵養着「殺身成仁，捨生取
義」的正義觀，為形成內涵精深的理性文化信仰奠定
哲學思想基礎。《周易》匯出的理性文化信仰有益於
社會，有益於民族，也有益於信仰者自身「進德修
業」，增長智慧。

注重釋放理性文化能量
文化信仰蘊含着宏偉的精神能量。借鑒愛因斯坦在
科技領域提出的一個著名公式推演出人文領域的普遍
公式：
易道推演的人文公式是：
2
E（文化能量）=M（道德品質）C（思想慧速）
上式表明：文化能量主要來自兩大因素：一是道德
品質，它反映文化的內在特性。根植於道德的文化能
量是人類生存的能量，生活的能量，生命的能量。文
化能量的另一因素謂之思想慧速，即思想交融智慧的
運作速度與運作效率，它體現文化的基本功力。

以當代核心價值觀為主導的時代精神
貫通周易的基本哲理鏈是， 「一極（太極），二
儀（陰陽），三道（天地人），四德（元亨利貞），
五諦」。其中 ，「四德」詮釋善、美、和、正。
「五諦」中的「太極生生律」告訴我們明原正本，生
生不息；「易簡成位說」告訴我們生命價值，真誠做
人；「通變知幾論」告訴我們審時當位，趨吉避凶。
「道德性命觀」告訴我們正性明義，順天修命。
「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
慮。」《周易》的終極理性止於「致一」，這就是文
化信仰和時代精神。
章關鍵主要的著作有《〈周易〉新義與日用》、《百
草寄情》、《世紀日吟》、《飛鳥略影》、《想像的
智慧——周易想像學發微》及《意象悟道》等。

築福香港「飲食派對」惠萬人
4大餐飲業商會：施比受更有福 續自發扶助弱勢社群

享受助人的喜樂，而且有服務社會的機會。」

接待弱視人士吃火鍋 員工自豪

2 月至今，香港餐務管理協會、香港餐飲聯業
由今年
協會、稻苗學會及現代管理（飲食）專業協會 4 大

餐飲業商會攜手合作，舉辦 138 場飲食派對，共 83 家企
業合共斥資 90 萬元，受惠人士包括長者、基層家庭、少
數族裔、露宿者、單親家庭、殘障人士等，合共 12,128
人。

高永文倡續推助人善舉
昨日亦有出席的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讚揚飲食界
的投入，形容成果超乎想像，成功製造平台，廣傳關
愛、祝福及友誼訊息。他鼓勵業界在活動結束後，繼續
推行助人善舉，延續「飲食派對」精神。
扶貧委員會「築福香港」工作小組主席紀文鳳說：
「現時飲食業界經營困難，但仍沒有忘記幫助身邊的弱
勢社群，實在令人鼓舞。」她形容，目前只是階段性結
束，希望未來由飲食界自發延續下去。
是次活動成功全賴餐飲業界鼎力支持，香港餐飲聯業
協會主席陳首銘表示，喜見受助基層的笑臉，「只要付
出綿力，就能令更多人受惠，社會更和諧。」稻苗學會
主席黃傑龍形容，「飲食派對」是平等分享，「我們分

不僅受助人開心，負責接待的員工亦感染喜悅。株式
會社區域經理蔣成邦憶述，曾接待一班弱視人士吃日本
火鍋，「我們視為平凡的事，對他們來說卻有難度。他
們更用心地為弱視人士提供體貼服務，當日更沒有員工
放假。」蔣成邦表示，看到受助人開心用餐，他們亦感
自豪。同事還討論日後如何把有需要人士照顧得更好。
多次在「飲食派對」上擔任義工的香港餐務管理協會
會董杜麗芳表示，「受助人進場時沒有笑臉，但離開時
每人也有笑容，深深體會到『施比受更有福』的道
理。」

推「餐飲聯齊築福」名單聯絡行善
雖然「飲食派對」計劃已暫告一段落，但 4 大餐飲業
商會都願意未來繼續自發舉行扶助弱勢的活動。陳首銘
表示，已成立「餐飲聯齊築福」聯絡名單，列出施助餐
館與受助人名單，讓有心企業及志願機構相互聯絡。香
港餐務管理協會主席楊醒位表示，會與不同機構合辦健
康餐、派發健康糉、少糖少油月餅等給予弱勢社群等一
連串活動。現代管理（飲食）專業協會會長胡珠表示，
會定期派發飯盒給社福機構、採訪老人院等。

陳克勤倡回收基金資助再造業

香港文匯報訊（實習記者 蔡雨詩）港府正研究設
立 10 億元回收基金，扶助回收業界。環境局局長黃
錦星昨日在立法會一個事務委員會上表示，回收基金
會靈活運作，並會重視回收的質與量。不少立法會議
員均對基金表示支持。有意見認為，基金應擴大資助
至再造業，把低價值的回收廢料轉為高價值。
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昨日對回收業發展措施及
基金進行討論，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克勤認為，回收
基金定位過於狹窄，建議擴至資助再造業，使一些低
價值回收廢料轉為高價值。有議員關注 10 億元基金
如何解決長遠問題及確保成效，亦有議員質疑，行政
費用佔基金逾10%過高。

並就生產促進局每年年度工作計劃中開支作審議。
昨日會議並跟進活化已修復堆填區的資助。環境
局表示，已活化堆填區多規劃為「休憩用地」或「康
樂用地」。有議員建議，政府應擴大容許有關用地改
建為跳蚤市場、高爾夫球場等，靈活彈性處理，有利
大眾，亦有建議由政府主導活化計劃。
環境局回應指，由於計劃首兩年是以公帑資助團
體的項目，故項目應為非牟利性質。團體在項目結束
後所獲盈餘，亦需要投回項目發展。若容許商業機構
申請，會與計劃宗旨不符。

黃錦星：重視回收質與量

會上亦檢討車輛廢氣測試中心廢氣排放測試費，
政府建議由現時所有車輛劃一收費 310 元，按車輛類
別增加，例如重型柴油車加至 680 元及輕型柴油車加
至 730 元。有議員擔心，測試中心由過去 12 間大幅
下降至兩間，加價會令其直接結業。當局表示，曾與
測試中心營辦商溝通，它們在新收費下，仍有意繼續
經營。3 項議案均獲大部分議員支持並通過，將交到
財委會審批。

黃錦星強調，基金目的是資助回收業界，提高回
收量並減低堆填區壓力。他表示，當局持開放態度，
又指業界比政府更熟悉回收運作，任何詳細市場計劃
都可向政府建議。
他又希望提高基金靈活性，以成效為本，強調回收
的質與量，令更多人受惠。當局亦會研究減低成本，

迫在眉睫。原成都市委黨校教授謝祥榮表示，當代對易
學的現代意義理解不夠充分，必須引起足夠的重視。韓
國外國語大學中文學院院長朴宰雨明確提出了政府要
「履信思順」的社會治理理念，要宣導政府主導和政府
率先的誠信工程。來自台灣的國際道家學術總會李亨利
總會長則強力呼籲當今時代的中國企業家在致富的同時
要致貴，強化學養修養，不負不乘，不慢不暴，建立新
的企業價值觀。香港大學哲學博士周錫則建議「變、
通」，在特殊的發展時代，要在全社會化而裁之，推而
行之，舉措於天下之民。
研討會由四川師範大學副教授、國學專家李里主
持。活動得到香港大學、韓國外國語大學、台灣中央
大學、浙江大學、台灣國際道家學術總會及世界華商
聯合促進會的支持。
綜合新華社及中新社消息

易學的使命 啟導理性文化信仰

浙江人文研究院首席
■
顧問、易學家章關鍵

研
■討會現場

7 月 12 日，中韓周易文化交流
暨當代易學研討會在杭州舉行。
來自韓國和中國內地、香港、台
灣共逾 40 位易學專家，對《周
易》淵源與時代意義，及現代表
達作了廣泛深入的研討。專家們
認為，研究周易文化並結合時代
精神是兩國合德合作的基礎。

車輛廢氣排放測試費可行

■築福香港飲食派對分享會上
築福香港飲食派對分享會上，
，賓主
樂也融融地合照。
樂也融融地合照
。
梁祖彝 攝

港深藝術雙周 500精英表演8節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由香港藝術發
展局、深圳文體旅游局及深圳設計之都推廣辦公室主辦的「香
港．深圳創意藝術雙周」，22日於香港大會堂舉行開幕禮。
本屆藝術雙周邀得超過500位香港及深圳的藝術家，精心表
演8個節目，橫跨各個藝術界別。香港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
成、深圳市人民政府副秘書長黃國強、香港藝發局主席王英
偉、深圳市文體旅遊局局長張合運等主持儀式。

曾德成：盼兩地增文藝消費
曾德成表示，深圳首次在港集中介紹藝術成果，不僅為
香港市民帶來美好的藝術體驗，更標誌着兩地藝術合作邁
上新台階，有深遠意義。深圳作為經濟特區，文化產業有
巨大發展，深港兩地每天有數十萬人往來，希望交流不僅
停留在物質消費層面，更有文化藝術方面的消費，共同提
升市民文化素質。

黃國強冀港人更認識深圳
黃國強指出，希望通過藝術雙周的展覽和演出，讓香港
對深圳有更多認識。

■「香港．深圳創意藝術雙周」在香港大會堂舉行開幕
禮。
李望賢 攝
據悉，是次創意藝術雙周舉行期間，深圳交響樂團、深圳
粵劇團、深圳高級中學百合合唱團、深圳世紀戲曲藝術研究
院，將在香港舉行6場演出。首個展覽「水墨雙城——深港
都市水墨交流作品展」，已於18日在香港沙田大會堂開幕。
另一個展覽「創意圖像——中國當代優秀海報作品展」，亦
於23日起，於香港文化中心行政大樓四樓展覽館舉行。開
幕酒會圓滿結束後，深圳交響樂團與香港少兒合唱團聯袂演
出「港深交響樂之夜V2.0」音樂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