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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筆者先後應邀去新加坡、印度尼西亞和法國向
各界人士介紹「一帶一路」倡議，各方興趣甚濃，看來該
倡議正當其時。筆者在介紹時，人們經常問我的問題是：
提出這個倡議的背景是什麼？要達到什麼目的？我的回答
是，倡議的目的是要實現歐亞大陸的持久和平和共同繁榮；
提出這項倡議的背景是，考慮到時代主題的變化、全球形
勢、歐亞大陸的現實和中國的需要所提出的。

秉持和平發展主題 實現共贏
今天時代的主題是和平與發展，而二十世紀很長時

間裡時代主題是戰爭與革命。時代主題的變化是國際
關係中最大的變化，時代主題變了，遊戲規則也隨之
發生了變化。在以戰爭與革命為主題的時代，遊戲規
則是零和博弈，我勝你敗，我贏你輸，我得你失。今
天則不然，遊戲規則是合作共贏，這是時代主題變化

所帶來的結果。我們千萬不能輕視遊戲規則的變化。
在零和博弈的時代，我們都記得西方大國在崛起的時
候，到全世界去殖民擴張，掠奪當地的資源，這在當
時似乎是天經地義的。今天還行嗎？今天行不通了。
中國三十多年的大發展，就是遵循了合作共贏的遊戲
規則。我們沒有把中國經濟增長只留給自己，只留給
自己也發展不起來，而是與世界各國的合作夥伴分
享，才迎來了中國經濟的大發展。
「一帶一路」的倡議，是在以和平與發展為主題的

今天，中國為了促進和平和共同繁榮所提出的倡議。
放眼全球，國際形勢林林總總，讓人眼花繚亂。但是
仔細看，可以看到今天世界上呈現出三個中心：全球
動盪、局部戰爭、衝突和仇恨的中心在中東和北非，
這裡動盪的形勢眼下還看不到盡頭。全球的各種矛盾
在這裡集中反映：大國在這裡角逐，地區大國在這裡

爭奪，阿拉伯、以色列的衝突在這裡延續，教派仇殺
在這裡愈演愈烈，民族矛盾在這裡爆發。敘利亞的內
戰已經持續了4年多，死了20多萬人，上千萬人淪為
難民。在伊拉克和敘利亞，伊斯蘭國與各方的戰爭打
得不可開交。也門的內戰如火如荼。利比亞各派力量
在那裡廝殺，基地組織在那裡擴展自己的勢力。中東
和北非作為全球動盪的中心，已經並繼續在耗費國際
社會和大國外交的大量資源。第二個中心是全球金融
危機的中心，依然在歐洲。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首先
在美國爆發。後來，由於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愈演愈
烈，全球金融危機的中心轉移到了歐洲。最近引起全
球關注的希臘危機就是其明證。歐洲人還在同危機的
後果進行苦鬥，金融危機使本來在國際上十分活躍的
歐盟，不得不把注意力轉向內部。第三個中心即全球
經濟增長的中心在亞洲，特別是東亞。過去幾十年，
東亞經濟增長始終是走在全球經濟增長的前列。東亞
的增長大約為全球平均增長速度的兩倍以上。特別是
中國，過去30多年年增長率一直接近10%。
把這三個中心聯繫起來看，我們會發現，中東、北

非的動盪已經忙得國際社會苦不堪言；歐洲的金融危
機讓全世界的神經都很緊張；東亞保持經濟增長，這
是全世界都極為需要的。今天的東亞儘管存在着一些
領土爭端和緊張局勢，但這個地區的總體形勢依然是
和平與穩定的。全球沒有一個大國或國家集團，要把
破壞東亞作為全球經濟增長中心的地位作為自己的國
策。東亞國家本身也十分珍視這一地位。總體看，東
亞包括中國在內所面臨的戰略機遇期依然存在。

深化合作 挖掘經濟增長潛力
再看一看今天的歐亞大陸，東亞經濟增長迅速，南亞

正在跟上，中亞有些滯後，西亞
情況比較複雜；歐洲是世界上最
發達的地區之一，但目前經濟增
長乏力。而歐洲和亞洲，東亞、
南亞、中亞、西亞之間經濟上有很強的互補性。「一帶一
路」倡議的目的，就是要通過合作把歐亞大陸的經濟增長
潛力挖掘出來。
中國經過30多年的大發展，經濟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增長速度放緩，產業結構需要調整，發展模式需要轉型。
30多年的大發展告訴我們，中國要解決自身的問題，關
起門來是不行的。唯有堅持改革開放，與世界合作，才能
找到妥善解決的辦法。另一方面，隨着中國的崛起，世界
也期待着中國提供更多的公共產品。
綜上所述，「一帶一路」的倡議就是在上述大背景

下，經過深思熟慮、考慮到各方需要之後提出來的。
如果倡議得以實施，一定會促進歐亞大陸的經濟增
長，有利於歐亞大陸，乃至在全世界。
當然，毋庸諱言，要實現「一帶一路」的倡議絕非

易事。圍繞這個倡議，各方還存在着不少誤解、疑慮
和擔心。這就需要我們同歐亞大陸的各國一道，同世
界各國一道，多溝通、多交流，找到各方的利益匯合
點。在此基礎上開展形式多樣的合作，啟動一些有影
響的大項目。實現大項目的路徑就是習近平主席所倡
導的：共商、共建、共享。
1956年11月12日，毛主席在《紀念孫中山先生》一
文中說：「中國應當對於人類有較大的貢獻。而這種
貢獻，在過去一個長時期內，則是太少了。這使我們
感到慚愧。」「一帶一路」就是在二十一世紀中國對
人類有較大貢獻的具體體現，也是中國向世界提供的
公共產品。

吳建民 外交部外交諮詢委員會委員

「一帶一路」：影響深遠的倡議

明德格物不能彰 端正是非莫再遲

當日受衝擊的港大校委，當中不少是本港
赫赫有名的著名學者或業界翹楚，備受社會
尊重。但是，他們遭到學生粗言謾駡，以及
近乎非法禁錮的圍堵。有傳媒披露，有校委
甚至被示威學生要求下跪求饒。校委盧寵茂
教授是肝臟移植專家，曾成功進行全亞洲首
宗成人活體換肝手術，眾多外國專家都專門
來港向其取經。但當盧教授在混亂中受傷倒
地，竟被誣稱為「插水」，一度被學生團團
圍住不許送院救治。

重演「文革」學生鬥老師匪夷所思
救危扶傷十萬火急，容不得有絲毫耽誤，

2008年明愛醫院門外有人突發心臟病，明愛
醫院因搶救不力，遭到社會口誅筆伐，被斥
責「見死不救」。大學不是最崇尚「兼容
並蓄、思想自由」的地方嗎？港大學生因為
立場不同，因為勒令校委立即任命副校長的
要求不果，就可謾駡圍堵教師，就可對受傷
的校委不僅見死不救，甚至恨不得置之死地
而後快？所作所為，有一點作為正常人的同
情心和人性嗎？難怪盧教授後來表示，幸好
自己當時只是腳傷，若果是心臟病發而被延
誤送院45分鐘，將是個悲劇。輿論將「文
革」期間造反學生與港大學生相提並論，一
點也不為過。在21世紀的香港，在有百年歷
史、蜚聲國際的香港大學，竟然重演學生批
鬥老師的一幕，實在匪夷所思。
近年香港泛政治化歪風愈吹愈盛，連有

「象牙塔」之稱的大學校園也不能倖免，更
屢屢成為政爭的焦點。2011年港大百年校
慶，鬧出一場保安風波，喜事變鬧劇，成為
「港大之恥」，當時的校長徐立之被要求
「下台問責」；去年浸會大學舉行畢業禮，
有學生在奏國歌時舉起黃色雨傘並背向典禮
台，其後有學生持黃傘上台，準備接受校長
陳新滋頒授畢業證書，陳新滋要求該學生收
起黃傘，學生拒絕，陳新滋拒絕將畢業證書
頒予該學生，陳新滋因此備受非議。徐立
之、陳新滋都是學術泰斗，在科學界地位崇
高，在任內為提升高等學院的學術水平鞠躬
盡瘁，貢獻卓越，結果卻換來政客及部分師
生的辱駡和人身攻擊，最終心灰意冷，掛冠
而去。此次港大學生衝擊校委會事件，身兼
校委的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對
學生衝擊校委會的行動同樣感到「心灰意
冷」，辭任校委一職。 香港的大學政爭太
烈，嚇走術業有專攻、作育英才的傑出學
者，被專事政爭的「政治教授」取而代之，
對本港大學是利是弊，不言而喻。

積非成是 禮崩樂壞
本港有大學生無視校規法紀，視挑戰制度

為能事，與近年本港是非模糊、正氣難彰有
莫大關係。推行國民教育、基本法教育本是
天經地義，理所當然，卻被抹黑為「洗
腦」，推行工作寸步難行；「公民抗命」、
違法抗爭就大行其道，明明是違法擾民的

「佔領行動」，卻被
美 化 為 「 愛 與 和
平」，鼓吹「港獨」
就被包裝為神聖不可
侵犯的言論自由、學
術自由。邪氣當道，
謬論氾濫，學生受其
染污，日益目無法
紀，為所欲為，在校
內任意衝擊學校管理層；在校外挑戰警方執
法，對法庭頒發的禁制令置若罔聞，拒不遵
守。去年「佔領行動」期間，有不少學生充
當堵塞交通、圍堵政府總部和立法會的「馬
前卒」。近日有宗關乎「反水貨行動」的判
案，有示威者公然包圍法庭，侮辱法官，主
審法官在庭上直言感到人身安全受威脅。司
法獨立是本港法治的最重要基石，有人企圖
恐嚇法官干擾判決，踐踏香港法治的尊嚴和
權威，這是多麼可怕可悲的事，正是積非成
是，禮崩樂壞的惡果。

明是非樹正氣須加緊
港大校訓「明德格物」語出《禮記．大

學》：「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
止於至善。」「大學」意指博大的學問。儒
家治學，首重個人德行修為，「明德」就是
彰明德行，先完善內在德智的修養，然後推
己及人：「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
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
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
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
致知在格物。」讀書是為求知識、學做人，
智與德不能偏頗，須力求才德兼備。有才無
德，只會培養出不可一世、恣意妄為的「混
世魔王」，古往今來，教訓太多。香港不想
未來被這樣的人掌控，陷入只問利益、不問
是非的困局，現在即使遇到再多的困難，再
大的阻力，也要力推遵紀守法、尊重制度的
教育，而且要從幼稚園、小學做起，加緊彌
補缺失，才能明是非、辨善惡、樹正氣。

香港大學的校訓是：明德格物。但是近日港大學生衝擊校委會、辱駡圍堵

校委，毀綱紀、棄倫常，令人痛心疾首，對港大學生形象、港大百年校譽影

響惡劣。大學高度政治化，學生視挑戰學校管治、摧毀既定制度為能事，令

德高望重的學者心灰意冷，對本港大學敬而遠之，受害的是全體港人。近年

香港社會是非不分，黑白顛倒，煽動縱容違法亂紀的謬論大行其道，導致部

分青年無心向學，目無法紀，反而醉心政爭，為求出位，不擇手段，未來香

港落入無德之人手中，後果不堪想像，更加提醒弘揚國情法治、尊師重道的

教育不可再遲，必須迎難而上，否則後悔莫及。

時隔九年，民建聯再次組團訪
京，一行三十人，包括了全體民
建聯立法會議員和中常委。這是
民建聯一次非常正式的訪京行
程，受到了國家領導人的接見之
外，民建聯代表團將訪問第一站
選擇了發改委，由此可見關注香
港發展是本次代表團的重點內
容。
香港經歷了「佔中」等一系列
風波之後，社會經濟受到了比較明顯的影響，重振香港
經濟和進一步向前發展是全體市民普遍關注的重點。民
建聯本次訪京的前兩大議題分別是「一帶一路」和科技
創新，這是非常務實的表現。香港的發展不能閉門造
車，需要結合周邊環境協同發展。內地推動「一帶一
路」發展戰略，這是一個連同周邊國家和地區共同發展
的大項目，香港作為中國國門口的國際化金融中心，自
然應該在其中扮演應有的角色。本次民建聯訪京團特別
跟國家相關部委溝通了關於香港在「一帶一路」戰略中
的角色，結合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獨特優勢，相信代表
團回港後給香港未來參與「一帶一路」取得新的發展機
會將帶來很好的消息。
民建聯代表團本次特別參觀了小米科技。小米科技是
當下內地非常成功的科技企業，其產品也在香港市場大
受歡迎。小米是科技創新的基地，創造出了科技改變產
業和生活的傳奇。香港的科技發展近年並不是特別理
想，創新及科技局的撥款受到重重阻力。香港的科技產
業非常需要得到更好的土壤。民建聯本次專程到小米科
技參觀取經，我們也期待着當代表團歸港後，香港的科
技產業能得到更多的支持和發展。
民建聯訪京團本次陣容強大，在京受到了國家領導人
的重視，也為香港明日的發展帶來更大的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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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個小測驗，你是否聽得明白「典
解更多貧友都釘唔盟我趕嘅趕通
話？」其實這句話的意思是「點解咁
多朋友都聽唔明我講嘅廣東話」。不
少人說話時會有懶音，我也偶有懶
音。部分市民可能以為無傷大雅，因
而忽略粵語正確發音的重要，漸漸地
下一代便在充斥着「粵音失誤」的環
境下成長。目前兒童發音欠準、讀音
謬誤的情況普遍，例如將「橙汁」唸
成「慘汁」、「朋友」唸成「貧友」、「北角」唸成「不割」
等，令聽者不明其意，不但鬧出笑話，更造成溝通障礙。
發音關乎個人形象，影響別人對你的印象。初次交談時，如
果你發音準確，口音悅耳，別人會對你好感大增。發音問題對
兒童成長發展更有莫大關係，除了影響學童的日常溝通能力，
窒礙他們在課堂上的學習，兒童還可能因受到別人嘲弄而退
縮，不敢開口說話，導致人際關係欠佳。
學習語言和發音，除多聽、多讀、多練之外別無他法。因

此，若要發音準確、咬字清晰，最重要的是多聽發音準確的人
說話、少聽懶音，自然能潛移默化，說話字正腔圓。對聽障或
患有語言障礙的學童來說，最直接有效的方法是向言語治療師
尋求專業協助，學習正確咬字和發音技巧。然而，由於言語治
療需求日增，輪候診斷和治療服務需時。
有見及此，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在「數碼共融流動應用程式
支援計劃」資助下，開發了「聰鳴語音工具箱」流動應用程
式，利用流動科技提供語音訓練的「隨身工具箱」，通過不同
的聆聽、語音分辨和發音練習，協助聽障或患有語言障礙的學
童循序漸進地學習正確的粵音。這個「隨身工具箱」以互動方
式配以生動有趣的插圖和標準發音，提升學童的學習動機和發
音的靈敏度，從而幫助他們建立自我糾正錯音，以及鞏固準確
發音的能力。
「聰鳴語音工具箱」還提供專為言語治療師而設的「評估模
式」，利用語音辨識技術，讓言語治療師為有發音障礙的兒童
進行系統性評估，以及掌握每位學員的學習進度，再按情況提
供適切的發音訓練，協助他們糾正錯誤發音和正確辨別粵語發
音。此外，家長亦可利用「聰鳴語音工具箱」與子女一起測試
語音能力，既可營造良好的語言學習氣氛，更可同孩子一同戒
除懶音，讓他們與人溝通時增添信心。
資訊科技可以為市民帶來方便，改善生活，更可為有特別需
要的社群開拓機會和融入社會。資訊科技發展一日千里，我期
望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十月復會後，各議員可以盡早通過成立創
新及科技局的撥款，推動香港創新科技邁步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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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1日，國際奧委會第128次全會投票選出
北京、張家口獲得2022年冬奧會舉辦權。作為
北京市政協委員，筆者感到十分高興和自豪。
國際奧委會繼2008年夏季奧運會後再次選擇北
京，不僅是對北京的信任，亦是對中國乃至十
三億全體國人的信任，香港同胞作為國家的一
分子，相信可以發揮自身優勢，為北京冬奧會
的成功舉辦作出貢獻。

開拓青少年眼界 加深國家認同
北京舉辦2022年冬奧會，香港市民將獲得一
次寶貴的機會，開拓眼界，增進對國家的認
同。眾所周知，冬季奧運會在比賽項目上同夏
季奧運會有許多不同之處，屆時廣大市民將有
機會觀賞到一些香港少見的運動項目；與此同
時，還可以感受大型國際賽事緊張、活躍的氛
圍，在欣賞運動員們卓越表現的同時，體悟堅
韌不拔、永不言敗的奧林匹克精神。尤其是中
國運動員們在賽場上為國爭光的拚搏激情，相
信能夠感染香港人，尤其是青年人的愛國熱

忱。筆者建議北京冬奧會組委會屆時吸納更多
本港大學生作為志願者，發揮他們的獨特優
勢，在做好2022年冬奧會各項服務工作的同
時，增進他們對國家的認同感和自豪感。
另外，借冬奧會在北京舉辦之機，廣大市民

可一飽北國冰雪世界的獨特魅力，感受與南國
截然不同的自然風景及人文風情。相較於北
京，港人對張家口市的了解不多，相信透過冬
奧會能吸引更多的市民前往張家口市，深入了
解地區歷史文化，在幅員遼闊的祖國大地上體
會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

冬奧會亦令工商界大有可為
北京舉辦冬奧會，亦有機會令廣大香港工商

界人士受益。此次冬奧會的成功申辦成為張家
口城市和產業發展的又一重大歷史機遇，為京
津冀往西北方向協同發展提供了契機，這將成
為京津冀協同發展新的引擎。
作為一項大型國際賽事，冬奧會對舉辦地城

市和場館設施等要求堅持國際標準，張家口市

預計將展開大量的基建
工程及相關配套工程建
設。本港工商界應把握
是次機遇，積極參與
2022年冬奧會的相關建
設，積極開拓北京及張
家口兩地的業務，相信
本港工商業者會進一步
將香港先進的管理理念
及優秀人才引入北京、張家口兩地，在帶動兩
地經濟發展的同時，大大提升當地民眾的生活
質素。筆者建議本港可組織工商界人士赴北
京、張家口參觀訪問，為本港商界尋求更多更
廣闊的發展空間。
2022年冬季奧運會的舉辦，將令北京成為歷史

上第一個既舉辦夏季奧運會，又舉辦冬季奧運會
的城市。希望本港各界人士、特別是工商業者及
青年人能夠把握這一大好機會，積極參與到北京
冬奧會的各項工作中，為將北京冬奧會打造成為
歷史上最成功的一屆冬奧會獻一分力！

北京舉辦冬奧會 香港要把握機會

■責任編輯：王曦煜 2015年8月3日（星期一）評論部電郵地址：opinion@wenweip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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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志祥

「一帶一路」的倡議是習近平主席2013年9月和10月先後在訪問哈薩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亞

時提出的倡議，這項中國有史以來最宏偉的倡議，涉及到歐亞大陸65個國家、44億人，需要

好幾代人的努力才能得以實現。環顧當今世界，東亞經濟增長迅速，南亞正在跟上，中亞有些

滯後，西亞情況比較複雜；歐洲是世界上最發達的地區之一，但目前經濟增長乏力。而歐洲和

亞洲，東亞、南亞、中亞、西亞之間經濟上有很強的互補性。「一帶一路」倡議的目的，就是

要通過合作把歐亞大陸的經濟增長潛力挖掘出來。

■蘇錦樑

■李鋈麟

■徐莉

徐 莉 九龍城工商業聯會主席

李鋈麟 全港各區工商聯會長、香港島各界聯合會常務副理事長、北京市政協委員

編者按：「一帶一路」戰略是中央2013年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對於
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形成全方位對外開放新格局、全面建成小康社
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具有重大深遠的意義。為幫助廣大
讀者更好地理解有關戰略，並把握其中發展機遇，本報特邀請了眾多權威
專家學者在此專欄撰文，進行深度的解析及評述，相關系列文章將逢周一
刊出，敬希垂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