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創造「一帶一路」與香港的新輝煌
用「絲綢之路」（Silk Road）來形容古代中國與西方的文明交流，最早出自

德國著名地理學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77 年所著《中

國——我的旅行成果》一書。從2,100多年前張騫出使西域到600多年前鄭和下西

洋，海陸兩條絲綢之路帶去了中國的文明和友誼，贏得了各國人民的讚譽和喜

愛。

絲綢之路彰顯古老中華文明歷史血脈
絲綢之路將古代幾大燦爛的文明聯結起來，中華文
明、印度文明、埃及文明、兩河文明、波斯文明、阿拉
伯文明及希臘羅馬文明等交相輝映，佛教、襖教、摩尼
教、景教、伊斯蘭教等傳入中國，中國儒學、道教以及
四大發明等傳向西方。絲綢之路成為文化、科技、人員
交流的橋樑與紐帶，共同推動了人類文明進步。
古絲綢之路最興旺的漢唐盛世，整個時代體現出昂揚
進取的精神。提起漢唐盛世，撲面而來的是馬踏飛燕、
樂舞百戲、昭陵六駿、敦煌飛天、吳帶當風、唐三彩，
氣勢恢宏、深沉雄大、篤實厚重，蘊含着自信豪邁、蓬
勃向上的時代精神。漢唐名句千古迴蕩：「泰山不讓土
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司馬

遷），「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王灣），「欲窮
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王之渙）……漢唐盛世花雨繽
紛、駝鈴悠揚、舟楫絡繹、風帆逶迤的古絲綢之路，彰
顯古老中華文明「和平、開放、博大、包容」的歷史血
脈。

「一帶一路」賦予古絲綢之路時代內涵
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共建「一帶一路」即「絲綢之路
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重大戰略，強調
相關各國要打造互利共贏的「利益共同體」和共同發展
繁榮的「命運共同體」。這是中國領導人在世界政經版
圖上自信而從容寫下的大手筆，這個全新的宏偉戰略構
想，從歷史深處走來，跨越時空，融通古今，連接中
外，順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時代潮流，承載着

絲綢之路沿途各國發展繁榮的夢想，賦予古絲綢之路以
嶄新的時代內涵。
「一帶一路」汲取歷史智慧，立足當下，謀劃未來，
統籌國內與國際兩大格局，通盤考量中國與世界、內政
和外交、和平與發展、利益與命運、改革與開放、經濟
與文化，事關改革開放之成敗，事關復興中華民族之千
秋大業，事關「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再創輝煌。

長安連接香港 匯成輝煌詩篇
漢唐長安是那時當之無愧的「世界第一城」，也是中

國歷史上最華彩的篇章，作為古絲綢之路的起點，長安
輝耀着雄強奮發、博大兼容、光華燦爛的漢唐氣象。穿
越歷史隧道，「一國兩制」下的香港，作為21世紀海
上絲綢之路的樞紐城市，是中國最國際化的城市，全球
最自由的經濟體，著名的四大國際金融中心之一，這
裡法制健全、廉潔清明，中西薈萃、古今相通，多元
包容、創意無限，閃耀着「東方之珠」的璀璨光芒。
漢唐盛世的博大胸襟接連起如今中華盛世的浩瀚情
懷，長安連接香港，匯成一幅氣勢恢弘、盛大輝煌的
歷史詩篇。
夢回漢唐氣象，放眼中華盛世，那是一個遙遠連綿的

中國夢，昭示中華五千年文明賡續不斷
的強大生命力。遙望古絲綢之路的起
點，展望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樞
紐，「世界第一城」與「東方之珠」演
繹着絲綢之路的光榮與夢想、友好與共
榮。
「一帶一路」貫通亞洲、歐洲和非

洲的經濟合作走廊，通過推動區內國
與國之間的基礎建設，以實現政策、設施、貿易、資
金、民心的「五通」。香港是世界上「五流」亦即人
流、物流、服務流、資金流、資訊流最融通的地區。
「五通」與「五流」融會貫通、珠聯璧合，相得益
彰，共同譜寫「一帶一路」的新輝煌。
《「一帶一路」與香港》一書，香港文化協進智庫邀
請了香港和內地10多位專家學者參與研究和撰寫，是
一本堪稱「益智之薈萃，謀略之大成」的專著。該課題
研究的最大特點，不僅百科全書式地解說「一帶一路」
的各種問題，更着重是提出各種有參考價值的政策建
議。閱讀此書，如深山探寶，會有意料不到的收穫。
(本文為香港文化協進智庫叢書：《「一帶一路」與

香港》一書的主席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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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守住非暴力的底線，真
正開展良性的對話，求同存
異，尊重與包容多元的價值觀
念，才能超越意識形態地獨立
思考，超越一己之偏見去聆聽

和理解不同聲音。想想20世紀極端主義的思潮給全世界帶來的
深重災難，各種許下美好諾言的暴力所造成歷史創傷，就萬萬
不能因狹隘的政治利益而縱容、默許暴力。正義，多少暴力假
汝之名。
2016年猴年大年初一夜，旺角經歷了一場長達11小時的暴
亂，令世人震驚。更令人不安的是，這次暴亂的參加者不少是
年輕人，年齡最小者僅有14歲。事件的起因是春節期間一些無
牌小販與到場取締的食環署人員的衝突，然而，在激進「本
土」政治力量的介入與煽動下，釀成一場激烈的暴亂。我們不
禁要問：香港怎麼了？在視法治為核心價值的香港，為何會發
生如此罔顧法治的暴力事件？暴力事件背後的邏輯又是如何？

「本土」激進狹隘違背主流民意
香港回歸近20年裡，港人身份認同充滿着複雜的張力、變數

與爭奪。一方面，在急速全球化的衝擊下，在與內地的融合
中，香港社會面臨更深刻、更嚴重的貧富差距與利益分化。香
港既要與國際接軌又要追尋地方特色，怕不能與內地融合又怕
太快被「大陸化」，帶來更多身份認同的混亂。港人一方面感
到失落，對逝去的「黃金時代」懷舊，另一方面，近年自由
行、「雙非」孕婦、水貨客等問題也給港人的日常生活帶來真
切的困擾，再加上香港一些媒體對內地長期片面化、妖魔化的
報道，對兩地矛盾「火上澆油」的評論，都使兩地關係日漸陷
入對抗性的泥淖。
總之，新舊不斷累積、爆發，香港優勢地位的削弱，促使少

數港人政治抗爭和主體意識日益強烈。從積極的角度看，「本
土」行動體現香港市民表達自身訴求、追求「本土性」的願
望，但是，當這種「本土」運動變得日益激進、狹隘甚至自以
為「真理」在手，「正義」在握，便可以堂而皇之地組織、策
劃暴亂時，已異化為排斥與打壓他者、侵犯他人權利、破壞社
會秩序的手段，也引起大多數溫和理性的、堅持公義的香港市
民不滿。
參與製造旺角暴亂的「本土派」組織「本土民主前線」，也是

去年「反水貨客」的始作俑者，他們不斷鼓吹、煽動暴力行動。
其負責人黃台仰表示，不介意外界標籤他們為「暴徒」，並聲稱
「掟磚頭相比外國的示威場面而言，並非十分激烈的動作。」

暴力解決不了任何問題
仔細想想，當這些「本土主義者」以追求自由、民主和捍衛

「本土」的價值包裝自己時，究竟為香港的自由、民主和「本
土性」價值貢獻了什麼呢，其暴力行動給香港的形象帶來了什
麼呢？如果失去了法治的核心價值，失去了非暴力的底線，連公
民的基本權利都得不到保障，又談何自由、民主，更遑論「本土
性」？當個別輿論不加思索將掌聲給予他們時，有意無意間也在
助長暴戾風氣蔓延，將暴力合法化、英雄化、神聖化。無論如
何，暴力與追求「本土性」的理想背道而馳，口號的崇高不能掩
飾暴力的罪惡，更不能有建設地解決香港面臨的政治、經濟、民
生的難題，只會將香港拖入更大的不安與焦慮。
「本土」行動暴力化的趨勢值得香港社會各界深思，當溫和
理性的中間道路沒有發展空間，偏激與暴力甚囂塵上，兩極化
的格局使社會撕裂，最後輸的是大多數香港市民，贏的只是一
小群政客。不同立場的對話、協商與理解，是建構社會共識的
基礎。如果沒有哈貝馬斯的「溝通理性」，「公共對話」只能
往往淪為「各說各話」。參與公共討論的各持份者，如果不問
事實，立場先行，以「有色眼鏡」看問題，樂於非理性地發洩
情緒，肯定無助於推動香港民主發展。也許，自由、民主的美
好價值不是一個線性的結果，而是一個不斷探索的過程，是扎
根於當下政治文化土壤中、植根於公民日常生活實踐中一點一
滴的行動。

青年走正途行正路

香港的未來是在誰的手
上？毋庸置疑，是在青年的
手上。香港的青年如何，香
港的未來就如何。近來，我

們都感受到一種充滿矛盾的社會氣氛，對立情
況日益嚴重，漸漸失去了對話和溝通的空間，
這種情況確實令人憂慮。青年一代，是否只能
在這樣的社會氣氛中成長？
不可否認的是，香港青年群體面臨着很多沉
重壓力，例如上樓難、缺乏向上流動的機會
等，但依然有很多青年在壓力之下勇往直前，
他們在實驗室聚精會神測量數據，在圖書館埋
首浩如煙海的文獻，在咖啡館暢談創業構思，
把自己個人奮鬥的夢想同社會前途相結合，不

斷為社會注入新的活力和新的希望。
不久前，財政司司長發佈新一份財政預算
案，他在結語中指出，香港人「曾踏遍刺腳的
彎路」，經歷過戰亂、貧窮、疫症、經濟衰退
和金融危機，就算曾經跌倒，最後我們都能夠
找到出路，當中獲取的經驗，令經濟持續發
展，制度更加完善，社會更加多元。這番話令
筆者印象深刻。而近日一篇易立競訪問曾志偉
的文章，文中提及2003年的香港，社會一片
愁雲慘霧，在那一年金像獎頒獎典禮上曾志偉
說，香港面臨的最可怕的不是病毒，而是恐
慌，無論世界如何看待香港，作為香港的一分
子，我們會好好清理自己的家，再請人來作
客。

正如上述前輩所言，香港前
方的路，即使再難走，但有香
港青年人的智慧和熱情，相信
仍然有希望。長期以來香港的
繁榮穩定離不開良好的社會秩
序和法治精神，青年在其中扮
演重要角色，尤其作為選民發
揮的作用更是至關重要。
我們看到，一些政黨團體和個人，利用民生
或社會議題興風作浪，破壞、拆毀全社會理性
討論問題的基礎和平台。希望香港的青年在九
月的立法會選舉中勇敢地站出來，發出自己的
聲音，走正途、行正路，為香港的未來貢獻自
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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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預算案「派糖」還可做得更好

今年財政預算案公佈後，
深得佳評，甚至連反對派中
也有人公開讚好。當然，公
開讚好不表示不會拉布。因
此，遲些時候財政預算案送

到立法會時，不排除也會出現拉布的問題。
過去10年，財政預算案年年派糖。不過，

派糖給誰經常引起爭論，其中一次爭論最大的
是全民派錢。派錢有誰不要？但是，全民派錢
耗資巨大，數百億元也只能每人派數千元，數
千元對窮人來說是不錯的收入，對中產及更有
錢的人而言，不是什麼大禮物。也因此，過去
許多年全民退休保障制度也同樣地討論了一年

又一年，依然無法得到共識，我也認為較難達
成共識。香港的確存在一批支持全民派錢、全
民派退休金的人。當然也有另一群認為金錢只
應該用來幫助有需要的人。
今年的預算案，中產分到的糖明顯地增加

了。減稅、扣稅、免差餉都是針對中產而發
的。今年偏向中產，目的是讓中產身邊多一些
錢，可以增加消費，推動經濟。今年為經濟發
展增加了一些投資，包括用金錢來資助創新科
技的研發工作，撥款為旅遊業做推廣活動，也
為本地製作的電影、電視進行推廣活動提供金
錢上的資助。
當然，這是好的開始。但是，與新加坡政

府比較，香港特區政府可以做的事還有很
多。新加坡政府以稅務優惠來吸引創新科技
的投資，更投入巨額金錢興建能吸引大量旅
客的新景點，其中最出名的當然是海濱公
園。海濱公園及其附近的設施成了旅客最喜
歡的地點、必到及可以逗留一整天的地方。
不但可參觀拍照，也可以遊玩、購物、品嚐
美食，上賭場玩兩手……反觀香港所有的公
園，沒有一個可以吸引外來的旅客，單調而
且千篇一律。
創新科技、旅遊業對香港都很重要，今年財

政預算案能為創新科技及旅遊業投入一些錢是
好事，希望將來可以再增加。

曾淵滄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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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建岳 香港文化協進智庫主席

喻濤 全國青聯委員 新港青年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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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一帶一盟」對接合作需要從多個方面努力（下）

重視宏觀環境因素的影響 規避各種可能的風險
宏觀環境因素包括國際戰略因素、合作對象國國內因素等。國際戰略因素
是影響「一帶一盟」對接合作的重大宏觀環境因素。特別是大國博弈可能帶
來的牽制掣肘、惡性競爭，在與歐亞國家比鄰的中東地區伊斯蘭極端勢力泛
起、恐怖暴力活動多發可能帶來的安全挑戰，值得高度關注。在合作對象國
國內宏觀環境方面，則要重點關注其政治環境、經濟環境、法律環境、社會
環境、人文環境、安全環境可能產生的影響。要充分利用宏觀環境方面的積
極因素，努力消除各種可能的風險。至於商業技術問題，則主要應由參與合
作的企業按照國際商業規則通過平等協商予以解決，各國政府則應通過政策
指導、政府間磋商、制定合作規則促成企業項目合作、幫助企業規避和化解
風險。有必要預先謀劃各種風險防範措施，制定風險預警機制。

貫徹積極穩妥方針 扎實推進務求實效
既要以積極進取姿態擴展合作思路、探尋合作結合點，又要避免好高騖

遠、急於求成。各大項目的推進務求扎扎實實、落到實處。要堅持市場經
濟原則，既發揮政府的引導作用，又尊重企業的主體地位。似有必要盡快
啟動「一帶一盟」對接合作各國國家元首和政府總理會議，成立對接合作
政府間混合委員會，建立議會、政黨對接合作對話機制。要充分利用上合
組織與歐亞經濟聯盟的既有合作機制，發揮上合組織在「一帶一盟」對接
合作中的基礎性平台作用。大力開展公共外交，充分發揮智庫作用，設立
對接合作智庫論壇，舉辦各種專題研討活動，進行各種專題論證。充分發
揮媒體作用、加強輿論引導，避免「上熱下冷中梗塞」，爭取形成政府盡
責、企業踴躍、民意支持同時推進的良好局面。

中俄發揮「負責任大國作用」作出大國貢獻
中國和俄羅斯是兩個大國，在「一帶一盟」對接合作各方中實力最強、

潛力最大，必須盡到大國責任、作出大國貢獻。大國行事應着眼於大局，
更多地關注戰略利益，不為些許小利而相互扯皮。要將「一帶一盟」對接
合作視為兩國戰略協作的新領域，務求取得成功。要發揮「領頭雁」作
用，既包括合作的謀劃、規則的制定，也包括力量的投入、各方的協調。
要有大國胸懷，更多地體諒中小國家的困難，多予少取、先予後取，確實
促進其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
「一帶一盟」對接合作是「合作共贏」理念的重要體現，是有關各方的重大

創舉，是造福於各方的宏大事業。相信這一對接合作一定能夠順利推進，一定
能夠為有關國家的共同繁榮及世界經濟的穩定發展作出重要貢獻。

王海運 中國國際戰略學會高級顧問

筱
希

中
山
大
學
粵
港
澳
發
展
研
究
院
研
究
員

喻 濤

林 建 岳

梁天琦被用完即棄黃毓民收割「人血饅頭」

「本土民主前線」的梁天琦在新界東補選取
得6萬票，基本上穩奪9月新界東一席，隨即
引來反對派各路牛鬼蛇神出來收割成果。在補
選最後時刻才決定押注梁天琦的黃毓民，隨即
與愛將黃洋達召開記者會，宣佈其五區出選的
計劃，並揚言如果五人當選將會在立法會上再
次發動「五區公投」云云。顯然，他是想製造
選舉綑綁效應，將五個人綁在一起，由較強的
支援較弱，目的是讓黃毓民派系在9月立法會
選舉取得5席，成為反對派內一大勢力。
細看「黃毓民的名單」，黃毓民、黃洋達出
選九龍東西；被稱為「國師」的香港復興會創
辦人陳雲出選新界東；「熱血公民」第二號人
物、近年得到黃毓民青睞的鄭松泰選新界西；黃
毓民親兵、「四眼哥哥」鄭錦滿出選港島。很明
顯，這個「黃毓民的名單」完全由他的親信親兵
組成，基本上已是一個半政黨的組織。過去黃毓
民有一個輝煌的記錄，就是每次立法會選舉之
後，他所屬的政黨都會爆發分裂，社民連如是、

「人民力量」如是，所以，他不再組織政黨，可
能是避免其「輝煌記錄」再次延續所致。
奇怪的是，這個名單竟然沒有黃毓民大力支

持的梁天琦，甚至連「本土民主前線」的黃台
仰都「榜上無名」，為什麼日前才大力支持的
梁天琦竟然不獲黃毓民邀請成為其選舉聯盟？
為什麼放着取得6萬票的梁天琦不理，而要找
一個瘋瘋癲癲的陳雲出來，難道陳雲的叫座力
會高於梁天琦？筆者認為，出現這種情況大可
以用兩句說話解釋，就是：「梁天琦被用完即
棄，黃毓民收割『人血饅頭』」。
梁天琦從來不是黃毓民的親兵，所以在參選

初期形勢不利之時，黃毓民對他根本愛理不
理，及後眼見其聲勢急升，黃毓民才突然全力
助選，目的不過是利用梁天琦來集中激進票、
本土票，為其在新界東派人出選打開缺口。黃
毓民深知，不論梁天琦和黃台仰都很大可能要
為旺角的暴亂而入獄，未必能夠在9月參選。
再加上他從來只是利用梁天琦在新界東打開缺

口，而並非真心支持他，於是在選舉之後就急
急指派被嶺南大學解約，無工可做的陳雲出
選，目的就是要搶先霸位，接收梁天琦的6萬
票。將來誰人要出選新界東，他們就可以批評
其他人爭票，行為其實與黃狗射尿來霸佔地盤
如出一轍。而梁天琦既然已經沒有價值，自然
被黃毓民用完即棄。至於「五區公投」不過選
舉口號而已。
令人唏噓的是，梁天琦不單被黃毓民用完即

棄，更成為其「人血饅頭」。古時中國，一些
民眾相信沾有人血的饅頭有治病之用，於是等
待有人被處斬之時，就會向劊子手收買「人血
饅頭」。現在梁天琦、黃台仰以至大批在旺角
暴亂中被捕的青年、被黃毓民煽動參與非法衝
擊的青年，都成為其「人血饅頭」，用血汗、
用一生前途為黃毓民鋪平了五區各取一席之
路。這是香港政治的悲哀，而所有在周日投下
梁天琦一票的人，其實都有份製造這些「人血
饅頭」。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