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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近與四位新晉漫畫家會晤，包括大泥、葉偉青、司
徒劍僑和姜智傑，一方面恭賀他們入選香港漫畫星光大道
第二期計劃，在廣受市民和旅客歡迎的香港漫畫星光大道
上，展出以他們的原創漫畫角色作為藍本的彩色雕塑，另
一方面亦聆聽了他們創作漫畫的喜與樂。當聽到司徒劍僑
介紹他和原著小說作者余兒合力創作的陳洛軍(漫畫《九龍
城寨》的男主角)很受女性讀者歡迎，甚至獲她們裝扮成有
關角色時，我不禁為香港漫畫感到驕傲。
香港漫畫業有悠久的歷史，據資料顯示，早在抗戰時

期，已有本地漫畫家以抗戰英雄或時事為題材創作漫畫。
至六十年代，香港漫畫進入百花齊放的年代，《老夫子》
和《十三點》都是廣受歡迎的漫畫。到了七八十年代，黃
玉郎和馬榮成的出現，更將香港漫畫推向國際。日前與四
位新晉漫畫家的聚會上，兩位漫畫大師也在場，我當然把
握機會與他們討論漫畫業的未來發展路向。
特區政府一直透過「創意香港」支援香港動漫業，自

2009年至今，「創意香港」已資助了60多項與動漫相關
的項目，包括上文提到的香港漫畫星光大道。有關項目
的第一期計劃於2012年開幕，在九龍公園展出24個本地
經典漫畫角色的彩色雕塑和10位本地漫畫大師的銅製手
印，籌備中的第二期計劃將會加設6位新晉漫畫家的原
創漫畫角色的雕塑。另外，「創意香港」亦資助業界自
2012年起舉辦的「香港漫畫研習營」，以培育新一代漫
畫家，至今共有200多人次參加，以及於 2013年舉辦
「第十四屆國際漫畫家大會(香港)暨國際漫畫家作品
展」，以加強香港與其他國家及地區在漫畫業方面的交
流。
動畫方面，「創意香港」資助的「動畫支援計劃」今年踏
入第三屆，支援本地新成立和小型動畫企業製作原創動畫，
並在國際影視展等大型影視交易平台上展示有關動畫作品，
協助他們開拓客路。此外還有不同的動畫培訓和比賽項目
等，均獲得「創意香港」資助，以協助業界發掘新血。
我認為未來可以進一步協助業界發展知識產權貿易。香
港有很多成功的例子，例如黃玉郎的《龍虎門》和馬榮成
的《中華英雄》就有很多授權產品，而他們與玩具界的合
作更是跨界合作的成功典範，他們出品的首辦公仔和刀劍
模型早已成為本地，甚至東南亞「港漫」迷收藏的首選。
他們的經驗必定可以為新晉漫畫家帶來啟示。
因此，繼較早時為電影界和玩具界安排腦震盪會議後，
我正計劃為動漫界與玩具界也安排一次，希望藉此可以為
新晉漫畫家提供更多與知識產權有關的商機。
香港有健全的法制，是發展知識產權貿易的理想地點。
政府現正致力將香港發展成為區內的知識產權貿易樞紐，
配合香港作為亞洲的創意之都，我深信會為本地創意產業
帶來更大的發展空間。 韋 剛

「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
愧。」（宋．文天祥：《正氣歌》）。在今
日，有些識字分子尤其是反動文痞激進分子，
挖空心思，無時無刻不在發出反中反共反政府
的狂呼怪叫。例如有典型的讀壞詩書生壞品的
流亡外國分子，自命「英雄」，不時在報上發
表氣短絕命嘩聲，看見內地發生意外火災便急
急聲稱無處安全，遇到人民幣匯率調低便儼然
以專家身份預言中國經濟不穩……總之，這些
人是拿望遠鏡加上放大鏡甚至顯微鏡，既不
敢面對現實、實事求是認真觀察，只是捕風捉
影一葉障目，然後東搜西尋選其有利於一己之
資料，堆砌成皇皇大文以刺政府並從而反對中
央。這些所謂專家學者，並非以所學協助社會
建設、提升庶民福祉，而相反地是冀望以其學
術地位及搜羅獲得的所謂證據，苛責政府工
作，挑撥市民、製造矛盾，拉政府後腿、妨礙
社會進步。

實事求是處理鉛水風波
最近首先在公屋中發生的「鉛水事件」便是

一例。鉛是重金屬，如果身體大量吸收當然不
妥，但是食用水中含鉛是否超標，端賴取樣及
檢驗的各環節，同時，取樣與檢驗直至作出結
果分析的統計工作人員都十分重要。尤其是微
量元素分析，影響因素眾多，其中某一環有疑
問便會影響結果。我曾從事生物化學分析，相
當了解及熟悉其中要點，因此對各屋苑檢測結
果大有差異並不感奇怪，除了物料不同，檢測
及統計分析方法亦大有關係。可是，反對派夥

同其御用「學者」便如獲至寶，立刻發動戈培
爾式的宣傳攻勢，大肆評論鉛之毒性危害性，
並從而牽涉到政府及建造商的工作和過失。由
於食水是生活必需品，700萬市民每日所需，
掀起這問題便造成人心惶惶，一發不可收拾之
勢。這批所謂「學者」、「專家」，實在應該
撫心自問，在社會中把問題誇大，搞到社會沸
沸揚揚，應該庶幾有愧。當然，現在經過了科
學分析與論證，實事求是的探討改良方法及立
刻執行，風波應該逐漸平息。

「石牆樹」隱患須及早排除
繼之而起的又是另一項「石牆樹事件」。香港

地處南中國海隅，溫高氣濕，土著植物品種繁
多，其中著名的有桑科（Moraceae)榕屬（Ficus）的
若干種粗生喬木如細葉榕（F.microcarpa）、大葉榕
（F.virens）、印度橡樹（F.elastica)等，尤以細葉榕隨
處可見，因為這種植物繁殖容易，除了可以用枝
條扦插繁殖外，種子繁殖更為常用。在自然情況
下，果實成熟落下或被雀鳥吞食排泄都會萌發。
在海邊岩石叢中或在城市石牆，常會在縫隙中發
現這植物，成長後形成獨特景觀。香港市區中的
「石牆樹」便由此產生。初期，樹形不大，石牆
後的土壤足夠讓其根系發展並支持其生長，石牆
結構亦尚能維持穩固，故基本上相安無事。
由於生長在石牆縫隙中的細葉榕，循植物特

性：根系具負向光性（negative phototropism）、
向地性（geotropism)及向水性（hydrotropism)，
因此，支撐其植株及供給其養分的根系就拚命地
向石牆後的土壤發展。按一般規律，植物的地上

部和地下部都同序生長，其地上部越茂盛則其根
系亦相應健旺。所以，當我們看見石牆榕樹亭亭
如蓋綠樹成蔭之時，其根系亦順理應該非常龐
大。可幸，榕屬植物還有一個特點，地上部枝條
可以衍生氣根，而它們還可以發展成連生根以至
根座幫助支撐及維持植株生長，所以，香港的
「石牆樹」百年以來，幸保平安。但近年以來，
由於石牆樹固有的隱患已經隨它們本身不斷的
增大以及周遭環境（特別是石牆後面土壤情況的
改變）的變化而更趨嚴重，其根系及其依附的土
壤及石牆已不堪負擔，所以，如枝幹本身已受病
蟲侵襲或局部老化，又或其支撐點已達臨界而恰
巧受到陣風陣雨甚至車輛或其他機械震動，都會
引起其倒塌。這正如任何生物一樣，必然會遇到
的生老病死的過程，更何況，石牆樹本身就是生
長在一個不正常的環境中。
如果說石牆樹在我們生活的城市中具有重要的

景觀作用，試問：有無景觀設計師會刻意地在石
牆縫隙中設計種上細葉榕？這由於榕樹果實種子
的繁殖力及其強大的適應性和生命力產生的無心
插柳效應，應該正確地認識到它們的無可避免的
存在隱患而現在要適當地加以處理。
連續出現了幾次塌樹事件後，日前在香港大學

附近的石牆又有一株榕樹倒下來，可幸並無傷
人。區議員據此提出須用支撐及鋼索保護這些石
牆樹，政府中有專門部門及大學專業人士應根據
實際情況作出可行的保養辦法。只希望各界不要
誤會政府並無設法維護這獨特的城市景觀文化遺
產，任由老榕倒塌傷害市民，不顧民生，從而又
掀起連番責難。

一葉障目礙進步 如何護樹覓良謀

陳南坡 香港區潮人聯會會長

和平成果來之不易 毋忘歷史不忘國恥

波瀾壯闊的抗日戰爭，中華兒女面對強敵，
頑強抵抗，永不言敗，以「一寸山河一寸血」
的氣概保家衛國，展現出英勇不屈、百折不撓
的民族精神，贏得了抗戰勝利和世界尊重。70
年後，北京天安門廣場閱兵儀式上，再次響起
雄壯嘹亮的抗戰歌曲，勾起中國人的集體回
憶，當年游擊健兒端起土槍洋槍、揮動大刀長
矛，在青紗帳裡、萬山叢中，為保衛黃河、保衛
全中國而戰鬥的壯麗場景，又浮現在億萬中華兒
女的腦海。人在現場，更覺熱血沸騰、眼眶濕
潤。看一隊隊裝備精良、精神飽滿的「威武之
師、文明之師、和平之師」昂首闊步，迎面而
過，將士們個個精神抖擻，英姿颯爽，展示出軍
威國威。「東亞病夫」一去不返，「東方雄獅」
傲視寰宇，中國人吐氣揚眉。

閱兵振奮人心 國人揚眉吐氣
日本對華侵略戰爭，給中華民族帶來深重災

難，山河破碎，生靈塗炭。閱兵儀式後，本人
又獲邀觀看紀念抗戰勝利的文藝晚會，晚會的
表演生動再現了當年日寇無比兇殘、中國老百
姓遭受蹂躪的一幕，令我感受更深。我的祖父
上世紀30年代曾在香港中學教書，本擁有安居
樂業的生活。日軍佔據香港，香港陷入暗無天

日的3年零8個月歲月，人民流離失所，祖父
為免家人遭難，拖兒帶女回鄉避難。祖父一家
經過千辛萬苦好不容易乘船抵達家鄉潮陽，準
備離船上岸時，卻遇上日軍軍機在上空盤旋，
掃射追殺。祖父一家驚恐萬分，幸虧及時藏身
附近的甘蔗地，才躲過一劫。後來爸爸、叔叔
經常向我憶述逃難的情景，竟與今天我看到的
晚會演出完全一樣。
我們這一代人很幸運，未曾遭受過戰爭的痛

苦，但是，國家被犯、民族受辱的恥辱永遠不
能忘記，才能無愧於國家和歷史，才能對得起
為我們今天過上和平安穩日子拋頭顱、灑熱血
的先烈。習近平主席在閱兵儀式上講話時指
出，戰爭是一面鏡子，能夠讓人更好認識和平
的珍貴。今天，和平與發展已經成為時代主
題，但世界仍很不太平，戰爭的達摩克利斯之
劍依然懸在人類頭上。習主席的講話，是對所
有愛好和平中國人及世界人民的善意提醒。
抗戰結束至今已有70年之久，但是日本政府
始終不願正視歷史，不肯承認歷史錯誤。相
反，近年安倍政府屢屢參拜靖國神社，死心不
息復辟軍國主義，企圖顛覆二戰後的國際秩
序，給地區和世界和平埋下重大隱患。今天中
國和平崛起，鄭重宣示永不稱霸、永不擴張，

但對復辟日本軍國主義
的狼子野心，時時刻刻
都必須高度提防，不能
有絲毫鬆懈。中國不好
戰，但絕不怕戰，有能
力、有信心維護國家主
權和尊嚴，維護永久和
平。

牢記歷史教訓
防軍國主義復辟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父輩教導我們，沒有

國，哪有家。紀念抗戰勝利不是為了深化仇
恨，而是教育國民，尤其是年輕人明白幸福非
必然，不要忘記歷史的教訓，才能避免重蹈覆
轍。近日，本港有機構公佈最新的民調發現，
僅得25%香港青年對抗日戰爭歷史認知水準理
想，認知水準不合格的超過三成。反映由於歷
史教育的缺失、生活的安逸，年輕人對抗日的
歷史模糊不清，更遑論對國家危難、民族恥辱
有深刻感受，情況不能不令人擔憂。
忘記歷史的民族沒有未來。香港特區政府及

社會各界，應高度重視針對年輕人的中國近代
史教育，將近代中國、香港受殖民統治欺凌的
慘痛歷史教育常態化，以生動活潑、喜聞樂見
的方式，引導學生認識了解鴉片戰爭、甲午戰
爭至抗日戰爭的苦難歷史，並作為國民教育不
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幫助年輕人看清日本軍國
主義的殘暴野蠻、反人道反文明，從而更珍惜
今天的和平幸福，激發年輕人自強不息，積極
投身國家和香港的建設之中，加快國家民族實
現偉大興盛的步伐。

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閱兵儀式成功舉行，閱兵場面盛大壯觀、振奮人心，
有幸獲邀出席觀禮，親眼目睹國家強大，身為中國人感到無比自豪，亦深感今
天的和平繁榮來之不易，希望包括700萬香港同胞在內的所有中國人，特別是
年輕一代，都要銘記歷史、緬懷先烈、珍愛和平、開創未來，絕對不能忘記國
家不強大、人民受欺凌的慘痛教訓，毋忘歷史、不忘國恥，居安思危、警鐘長
鳴，防止國破家亡的悲劇重演，維護和平安定的抗戰勝利成果。

■陳南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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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9月3日是抗日戰爭勝利
70周年紀念日，是中華民族值
得紀念的日子，身為中國人更應
牢記歷史。青年民建聯亦特意在
抗戰勝利紀念日到抗日英烈紀念
碑獻花圈致敬，悼念為抵抗日本
侵略者而英勇犧牲的將士。
當年香港在太平洋戰爭爆發
後，在英軍抵抗18天後也被日軍
佔領，進入3年零8個月的黑暗
歲月。在香港淪陷期間，香港人積極參與抗日。香港是抗
日戰爭中一個重要的基地，自「九一八事變」日軍侵華，
直至香港淪陷期間，香港一直支援內地同胞抵抗侵略。
較早前，青民邀請了原東江縱隊隊員潘江偉先生跟年
輕人分享抗戰的經歷，潘老先生強調「不會忘記」四個
字，包括日軍戰爭中的暴行及在抗戰的烽火歲月裡祖國
人民作出的重大貢獻及犧牲，都是「不會忘記」的歷史
事實。潘老先生也提到新中國成立後能於安全和平的環
境中發展，人民生活幸福快樂，全因為祖國的強大及廣
大人民的團結，並有優秀的解放軍作為保家衛國的強大
後盾。潘老先生勸勉年輕人要有隨時為國家效力的準
備，並壯大祖國，振興中華。
這些老戰士的說話、國家閱兵顯示國力、習主席宣佈
裁軍30萬等，都是向世界發出珍惜和平的重要。戰爭帶
來的殘酷教訓、人命傷亡巨大，是世界上沒有任何國家
和人民願意看到的。
年輕人應對抗戰歷史有更深刻的認識，並且要記得今
日的和平局面並不是輕易得來的，希望年輕人能反思戰
爭與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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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汶羽

「一帶一路」的建設前景宏偉，面臨的挑戰亦不小。
沿線國家的政治制度和經濟狀況差別甚大，文化習俗千
姿百態，相關的基礎設施和開放心態也大不相同。但也
正因如此，才為我們以靈活著稱的香港人，提供了共振
中華、為「一帶一路」建設發揮所長的廣闊天地。
「一帶一路」是中國自30多年前提出「改革開放」
的重大國策以來，影響最為深遠的國家發展戰略。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以新興經濟體為主。香港則
是位於「一帶一路」東側、國際化和市場化程度最高
的大都會，享有「一國兩制」的獨特優勢。香港與絲
路各國的互補性很強，產生協同效應的空間極大。

香港角度香港方式的助力
一、政策溝通。香港特區政府以及許多商會、民間團
體、智庫以至企業、大專院校，都與「一帶一路」沿線國
家有千絲萬縷的聯絡。香港特區政府可以持續推動「一
帶一路」各國高層官員和重量級工商界人士互訪，商談自
貿協定、促進和保護投資協定，為香港與沿線國家間的商
務合作提供保障及便利。從而為國家與國家層面的「政策
溝通」，提供香港角度、香港方式的助力。這種助力更加
靈活，也說不定更加有助於化解一些難點問題。
二、貿易暢通。「一帶一路」其中一個合作重點，就是
促進沿線國家邊境口岸「單一視窗」的建設。香港正在積
極研究將政府的電子貿易服務，發展成貿易單一視窗，以

一站式的方法，來處理各種出入口貿易所需文件，方便清
關報關。香港在這方面的嘗試，完全可以作為國家的試
點，也可能更加容易為其他國家所接納、推廣。
此外，香港可與內地省市加強合作，共同到「一帶

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開展路演、展銷，為貨品、服
務和投資進入沿線市場，創造更有利的條件。香港也
可與沿線國家加強資訊互換、監管互認、執法互助等
海關合作，並率先加強檢驗檢疫、認證認可、標準計
量、統計資訊等方面的雙多邊合作，降低關稅壁壘，
提升貿易自由化便利化水準。
至於日益風行的跨境電子商貿，更是香港可以施展

才能的天地。本人已經多次向中央提議，希望放寬政
策，將建立粵港間「跨境電子商務中心」納入「十三
五」規劃。跨境電商既可以成為香港經濟的新增長
點，又能帶動香港物流業升級轉型，更能激發年輕人
創業創新的潛能。

固本培元 提速與大珠三角基建合作
三、設施聯通。指的是沿線國家共同推進國際骨幹

通道建設。就香港而言，光是全面提升與珠三角以至
內地交通基建網絡的建設效率，就大有改善空間。
香港作為全球最重要的航運樞紐之一，擁有全球最繁

忙的貨運機場。我們和「一帶一路」沿線43個國家有空
運貨物往來，這一強大的優勢應當逐步擴散到珠三角其

他機場，通過資源互補，為整個華南地區建立一個規模
和承載能力強大、往來便捷的空中門戶。
香港海運航線遍達全球510個目的地，與「一帶一
路」沿線45個國家有海運貨物往來。香港還有超過700
間提供成熟和優質的高增值航運服務的企業，包括船舶
註冊、管理、海事保險、法律以及海事仲裁等，更是亞
洲著名的國際船舶融資中心，可以帶動華南地區其他港
口，為沿線國家提供多元的、全方位的海事服務。
此外，香港還可以為這些需要龐大資金的基建項目

發揮融資功能，提供投資管理、會計、保險，以及口
岸管理等專業服務。
四、資金融通。香港作為全球三大金融中心之一，擁有
大量金融、會計、法律人才，更擁有資金流通自由、資本
市場高效和跨國銀行網絡完善、法律體系完備和低稅率及
簡單稅制等優勢，能夠提供各種類型的金融服務。香港是
全球最大的人民幣離岸業務中心，處理中國內地20%的國
際貿易，同時也是亞洲最大的資產管理中心。香港交易所
多年來一直位列全球上市融資金額的前3名。
中國正加快亞投行及絲路基金的組建運營，深化「中
國－東盟」銀行聯合體、上合組織銀行聯合體的務實合
作，並會大力支持沿線國家政府、高質素企業以及金融機
構，在中國內地及香港發行人民幣債券。中國境內金融機
構和企業，可以在境外包括香港發行人民幣債券和外幣債
券，進而逐步在區域內建立監管協調機制、徵信機構和評
級機構之間的跨境交流與合作。以上這些領域，都是香港
金融投資和監管行業前所未有的巨大發展空間。

民心相通 香港大有發揮空間
五、民心相通。是「一帶一路」建設的社會根基。30

多年來，我通過新華集團轄下新
華基金會和蔡冠深基金會，在推
動中華文化與世界各國，尤其是
東亞以及東南亞地區的交流方
面，在推動民間外交方面，做了不懈的努力。因此對於
「民心相通」的課題，有一些實踐經驗和體會。
作為世界上唯一延續五千年不曾中斷的文明，中華

文化早已不僅僅局限於中國。數以萬計的外國人用漢
字書寫的書籍典章，日、韓、越南等國家厚重的漢文
化積澱，當地年代遠久的文廟及許許多多涉華古蹟，
歷史上與中華無數友好往來的佳話，都生動有力地說
明中華文化在世界上許多國家，已經是一種源遠流長
的存在。
因此，我們對於中華文化「走出去」的觀念，應當有
更加包容的襟懷和國際化視野──早已散落於世界各國
的中華文化，同樣始於華夏大地；而中華文化的傳承發
揚，也不應僅僅是中國人一家的訴求。我們應當借助當
前中國國力增長，與世界經貿合作日益增強的大好時
機，借助「一帶一路」的強大動力，更好地爭取各國政
府以及民間的支持，去共同追溯及認識中華文化在全世
界的存在，及在世界文明進化中的作用。
與此同時，我認為可以更多地發揮香港同胞、海外華

人、華僑，各國研究及喜愛中華文化的人士的作用。香
港的各種商會、宗親社團、非政府組織，以至許多大型
跨國企業的領袖，有不少就來自東南亞，也都是推動中
華文化與世界更加融合的橋樑。
香港與「一帶一路」沿線各國有大量的文化、學術、人
才交流以至媒體合作。我們還可以互辦旅遊推廣項目，提
高遊客簽證便利，為深化多邊合作奠定堅實的民意基礎。

蔡冠深 全國政協教科文衛體委員會副主任

發揮香港在「一帶一路」中的獨特作用
香港如何才能把握「一帶一路」戰略的無限商機？個人認為，可以從國家落實「一帶一

路」的「五通」思路去進行研究。這「五通」包括：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

融通、民心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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