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明共存民心相通「一帶一路」行穩致遠

「一帶一路」是一項造福全球的世紀
工程，此次論壇在貿易投資、基礎設
施、產業和金融合作等方面促成了多項
具體務實的措施，經濟效益高達數以千
億計，為推動「一帶一路」沿線各國經
濟包容發展打下堅實基礎。「一帶一
路」橫跨歐亞非三大洲，連接60多個
國家，擁有40多億人口，是世界上典
型的多類型國家、多民族、多宗教聚集
區域。古代四大文明古國誕生於此，佛
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猶太教等世界

主要宗教發源於此，文化合作潛力巨
大。沿線國家人口眾多，中國、印度、
巴基斯坦、孟加拉國、俄羅斯都是世界
上人口超過1億的大國，民族眾多，文
化底蘊深厚。同時，「一帶一路」的多
樣性文化也為這一地區帶來了尖銳的宗
教矛盾和激烈的文化衝突，成為建設
「一帶一路」必須面對和解決的問題。

以心相交 方能久遠
古人云：「以利相交，利盡則散；以

勢相交，勢敗則傾；以權相交，權失則
棄；以情相交，情斷則傷；唯以心相
交，方能成其久遠。」 文明共存、民
心相通是「一帶一路」建設的根基。中
國務實推進「一帶一路」，引領全球共
同發展、共同富裕之外，此次論壇，習
近平主席還提出，要將「一帶一路」建
成文明之路。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
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衝突、文明共存
超越文明優越，推動各國相互理解、相
互尊重、相互信任。這表明「一帶一
路」不僅為沿線國家提供了經貿合作的
新路徑，更為沿線民眾打開了一個人文
交往的新窗口，「一帶一路」建設不僅
着眼於經濟合作，更在於不同文明共存
共榮，增強各方推進和平發展合作的信
心，又對「一帶一路」建設形成更有力
的支撐。
開展文明對話，促進民心相通，香港

可以發揮重要作用。香港是國際金融中
心，可在「一帶一路」建設中扮演金融
「超級聯繫人」之外，香港還是東西文

明交融的國際城市，長期以來，世界各
地不同膚色和種族的人士放心地在香港
求學、就業、創富，佛教、基督教、伊
斯蘭教、道教等不同宗教在香港和平共
處，特區政府設立了「一帶一路」獎學
金，吸引「一帶一路」沿線各國的優秀
學生來港進修，為落實「一帶一路」培
養人才。香港完全有條件、有能力擔當
「一帶一路」的文明大使，推動人文交
流，廣交朋友，廣結善緣，為「一帶一
路」沿線各國文化交流提供重要平台。
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
已定於2019年召開，香港應力爭主辦
權，以多元包容的文化特質，助推「一
帶一路」。

民間機構 發揮所長
民心植根於民間，推進「一帶一路」

應更加關注民間組織在文化經貿、國際
文化交流中的積極作用。文化交流不宜
一味依賴於政府唱主角，而更宜以民間
交流為主，充分發揮民間機構的作用。

香港的民間組織、社
福機構有成熟交流經
驗，正好發揮所長。
例如新家園協會多年
來致力服務的對象之
一，就是少數族裔人
士，我們不僅在經濟
上、生活上為少數族
裔人士紓貧解困，更經常舉辦本港市民
與少數族裔人士進行互動交流的活
動，促進不同族裔消除歧見，增進好
感。近年新家園協會舉辦的青少年赴
內地交流活動，也邀請了眾多少數族
裔的青少年，甚至有少數族裔成年人
士，令本港不同階層、族群接觸內地
民眾和中國文化，進行全方位、多層
次的互動。新家園協會願意和各界共
同努力，加強不同形式、不同階層的
文化交流，增進「一帶一路」各國人
民的友誼，為「一帶一路」沿線各國
和平發展加注潤滑劑，促進「一帶一
路」的美好願景早日實現。

舉世矚目的首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在北京圓滿閉

幕，此次論壇成果豐碩。「一帶一路」不僅是經貿相通之路，更是民

心相通之路。通過「一帶一路」建設，推動全球各種文明互學互鑒，

實現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把「一帶一路」建設成和平之

路、繁榮之路、開放之路、創新之路、文明之路。香港在「一帶一

路」建設中，可以發揮中外文化薈萃的優勢，扮演文化「超級聯繫

人」的角色，為「一帶一路」建設行穩致遠出一分力。

「一帶一路」創新局 香港要識「帶路」

一連兩日在北京舉行的「一帶一
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超過130
個國家和地區代表、29個外國元
首、政府首腦及聯合國秘書長，以
及1500多名政要商賈參與，連一
向持冷待態度的美日亦派員出席，
形成一種「萬邦來朝」的氣勢。長

期擔任國家對外窗口的香港，準備好了嗎？懂得
「帶路」嗎？
近年來，國際政經形勢複雜詭譎，在政治上，新

世代躁動、「黑天鵝」亂飛，排外主義冒起；在經
濟上，則是全球化的負面效應浮現，貿易保護和貿
易壁壘湧現，令世界經濟下行風險加劇，政治爭拗
又進一步拖垮經濟。際此全球發展陷入迷失之際，
由中國牽頭構築的「一帶一路」平台，創造全球化
發展新模式，既重經濟合作，亦深化外交和文化交
流，開闢新市場，促進投資和旅遊，共同分享發展
紅利，建立公平、包容、和平的新局面。
「一帶一路」建設是沿線國家通過政策協調，實

現戰略對接、優勢互補，並以項目驅動，深化務實
合作。當中與俄羅斯的歐亞經濟聯盟、東盟的互聯
互通總體規劃、哈薩克斯坦的「光明之路」、土耳
其的「中間走廊」、蒙古的「發展之路」、越南的
「兩廊一圈」、英國的「英格蘭北方經濟中心」、
波蘭的「琥珀之路」等發展規劃實現互利共贏。同
時，亦與老撾、柬埔寨、緬甸、匈牙利等國籌劃對
接工作。
2014至2016年間，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

家的總投資額，達到600億美元，未來5年會增至

6000億至8000億美元，貿易額過去3年亦達20萬億
元人民幣，未來貿易增長的動能不容低估。「一帶
一路」正引領世界步向「全球化2.0新時代」。
「一帶一路」建設，也關乎未來數十年香港的經

濟發展，為香港轉型發展提供千載難逢的歷史機
遇。需強調，「一帶一路」的重點是國際合作和資
金融通，受惠於「一國兩制」的安排，香港既是中
國的國際金融中心，也是世界的中國金融中心，更
擁有法律、財經等大量專業人才，具有豐富的國際
貿易經驗，了解國際、區域及中國市場，因而應該
發揮香港所長、配合國家所需，積極參與「一帶一
路」建設，從金融「超級聯繫人」到國際融資中心
的角色找到明確定位，更好地為落實「一帶一路」
建設服務，也為香港開拓更廣闊的發展空間。
香港的優勢得天獨厚，沒有其他城市可以比擬，

問題是香港是否有把握機遇的決心和能力。
第一，反對派會否以大局為重，放棄一拍兩散式

的破壞，讓政府和商界可以集中精神，參與這場世
紀工程？
第二，如此大規模的跨國跨地域合作，不能再由

市場主導，政府的角色和權力界線在哪裡、新的官
商合作模式怎樣？
第三，投資是真金白銀並高風險，但特區政府和

本港商界至今未有清晰藍圖和配套支援，連初步構
思也沒有，再不行動，「得個講字」。
第四，商機講求踐行，一日不行動，永遠只是空

想，香港往日敢拚敢闖的精神去了哪？
第五，若不懂「帶路」，香港在「一帶一路」有

什麼作用？還可望享什麼優惠？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視察澳門期間發表
重要講話，包括寄語澳門「三點意見」：要珍惜經
驗，堅持「一國」之本，善用「兩制」之利；築牢
「一國兩制」實踐根基，才能走穩，走實，走遠；
希望社會凝心聚力，促進發展。張委員長更重申，
中央已為港澳地區預留搭上經濟發展列車的位置，
希望港澳把握好。
香港與澳門都是國家「一國兩制」的特別行政

區，兩地關係密切，雙方的成功經驗值得互為借
鑒。今次張委員長對澳提出的意見，對於快將迎
來回歸祖國20周年的香港，同樣具有重要指導意
義和警示作用，更為長期糾結於政治鬥爭的香
港，提供了指路明燈，那就是通過發展解決問
題。
無疑，香港回歸後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在

「一國兩制」實踐過程中，政治、經濟、社會及民
生方面，也積存了不少深層次矛盾和問題。此外，
在既有複雜多變的局勢中，我們還要面對違法「佔
領」遺留下的訴訟潮、「梁游宣誓風波」所衍生的
立法會補選等問題，香港未來的挑戰確實是嚴峻複
雜的。
可幸香港昔日如何歷經風雨，祖國始終是堅強後

盾。事實上，張委員長早在今年兩會期間已表明，
港澳已獲預留中國經濟快車的車票，足證中央對港
方針政策一貫堅定，也為香港融入內地發展創造良
機。但機會不等人，反對派當初企圖將「兩制」凌
駕「一國」，已禍及港人錯過了「民主列車」，令
政改未能前行。如今「一帶一路」及粵港澳大灣區
發展如箭在弦，港人必須審時度勢，不失時機，否
則被邊緣化在所難免。

許榮茂 新家園協會董事會主席

陳建強 香港專業人士協會會長簡松年律師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會長兼秘書長

澳門率先完成二十三條立法對香港的啟示

主管港澳事務的張
德江委員長日前視察
澳門，肯定澳門率先
完成了基本法第二十
三條立法，在維護國
家安全方面走在了前
列。這實際表達了中

央對香港仍未完成有關立法的關注。
澳門順利完成二十三條立法，是由於
澳門回歸以來與中央形成高度的互信
關係，社會理性務實認識有關立法對
保障國家安全的重要性，這為香港提
供重要啟示。香港近年出現的「港
獨」現象，反映本港遏止「港獨」、
保障國家安全的法律存在空白。儘管
二十三條立法在香港存在爭議，但落
實有關立法，維護國家安全，是特區
政府和香港市民必須履行的憲制責
任。中央沒有採取國家立法的方式，
而交由香港特區自行立法，是對港人
的信任，也是對香港最有利的安排。
香港有責任積極創造條件，就基本法
第二十三條進行立法。

澳門各界充分理解國家安全的重要性
張德江委員長視察澳門，全面總結
了澳門落實「一國兩制」和基本法，
以及澳門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果，引起
港澳社會各界高度關注。張德江在與
澳門社會各界人士舉行座談會發表講
話時，肯定澳門在「一國兩制」實踐
的有些方面發揮了「表率」作用。他
說，澳門率先完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條
立法，在維護國家安全走在了前列。
張德江還特別引用習近平主席去年會
見到京述職的澳門行政長官崔世安時
的講話，澳門在貫徹落實「一國兩
制」方針和基本法、維護國家安全和
統一方面樹立了榜樣。習近平、張德

江的講話說的是澳門，但當中提到
「表率」、「榜樣」，顯然是針對同
樣作為特區、實行「一國兩制」的香
港而言。
澳門於2009年制定《維護國家安
全法》，履行了澳門基本法第二十三
條規定的憲制責任。二十三條立法有
一定難度、容易產生社會爭議，澳門
能較順利通過，是由於澳門回歸18年
來，澳門特區與中央形成高度的互信
關係，澳門社會能以務實理性的態度
看待此事，明確認識到二十三條立法
對保障國家安全的重要性。
4月15日是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
今年澳門特區召開了「國家安全教育
座談會」，討論如何更好地貫徹實施
《維護國家安全法》。香港如何集思
廣益、理性務實地在維護自由、人權
與維護國家安全上找到平衡點，澳門
的經驗，確實可以提供啟示和經驗。

香港完成二十三條立法具有迫切性
據報道，香港有組織和人長期接受

境外資金和扶持，大肆反中亂港。
「港獨」已由言論層次發展到實際行
動，分離主義思想滲入校園，立法會
宣誓儀式更成為宣揚「港獨」的平
台。這些或明或暗的活動，都對國家
安全、利益、對香港的繁榮穩定構成
嚴重威脅。
由此也可以看到，香港現有法律不

足以制止違反基本法和損害國家安全
的行為，遏止「港獨」、保障國家安
全的法律存在嚴重缺失。基本法第二
十三條明確要求，「香港特別行政區
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
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
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禁止外國的政
治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進

行政治活動，禁止香港特別行政區的
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
織或團體建立聯繫。」二十三條立法
針對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凸顯相關
立法具有迫切性。
國家安全、主權和領土完整是國家

生存和發展的前提，維護國家主權和
安全是國家的頭等大事。世界各國包
括英美在內，已制定專門的國家安全
法，並透過刑法，嚴厲打擊分裂國
家、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所有地方
行政轄區亦有專門法律，確保國家安
全。香港沒有這種法律，在法理上說
不通。
面對日趨複雜的國家安全問題，如

果制裁分裂國家行為的二十三條立法
遲遲未能完成，香港淪為「顏色革命
橋頭堡」並非危言聳聽，香港各界對
此不能掉以輕心，特區政府有憲制責
任推動二十三條立法，社會各界也需
深入認識國家安全對香港長治久安的
重要性，共同努力完成二十三條立
法。

重視基本法教育推動國民身份認同
香港二十三條立法阻力重重，這與

少數市民對國家憲法和基本法缺乏認
識有關。重視法律教育工作，普及基
本法教育，營造認同國民身份和國民
教育的大環境，有利加強市民特別是
青少年的國家觀念，正確認識維護國
家安全與港人福祉的利害關係。
澳門官方和民間積極推廣基本法，

愛國愛澳理念在澳門深入人心，成為
澳門社會的主導力量，二十三條立法
水到渠成。香港如何做好這方面的教
育工作，讓全社會把個人前途與國家
和特區的命運緊密相連，是特區政府
和廣大法律工作者義不容辭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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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過發展列車將被邊緣化
陳勇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民建聯副主席、新社聯理事長

「孟夏之日，萬物並秀。」來
自100多個國家的嘉賓齊聚北京，
出席「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
論壇，共商「一帶一路」建設大
計。國家主席習近平5月14日宣
佈，中國將加大對「一帶一路」
建設資金支持，向絲路基金新增

資金1,000億元人民幣，中國國家開發銀行、進出
口銀行將分別提供2,500億元和1,300億元等值人
民幣專項貸款，用於支援「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建
設、產能、金融合作。
特首梁振英參與論壇，並在會上發言。此次發言

屬「破格」安排，反映國家重視香港在「一帶一
路」上的重要作用。梁振英表示，「香港既是中國
的國際金融中心，也是世界的中國金融中心」「香
港是內地資金流的『首選目的地』」。香港是國家
最國際化及最開放的城市，隨着國家的國際影響力
愈來愈大，香港實行「一國兩制」的優勢更突出。

香港實行與內地不同的制度，更容易與外國銜接、
交流、合作，可以發揮「一國」之利、「兩制」之
便。
「一帶一路」倡議五個互聯互通，即資金、設

施、貿易、政策及民生相通，香港可以扮演獨特角
色，其中金融就是香港的強項。過去5年，金融業
佔香港GDP（本地生產總值）從 15%上升到
18%。在設施互通方面，港鐵則可發揮重要作用，
不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現時大興土木，港鐵在
內地及外國鐵路系統承擔的管理任務愈來愈多，經
驗豐富，擁有很強競爭力，可以為「一帶一路」的
鐵路建設、管理服務。
「一帶一路」是個長期工程，需要各方攜手合

作，把藍圖轉換成現實。 「一帶一路」定能建設
成為和平之路、繁榮之路、開放之路、創新之路、
文明之路。香港要在「一帶一路」中找到「國家所
需、香港所長」，為港人帶來實實在在的機遇和利
益。

「一帶一路」與香港的機遇
陳曉鋒 法學博士

王偉傑 新思維執委暨教育政策發言人

誰願當自毀的藍鯨

最近從俄羅斯興起的自殺網絡遊戲
「藍鯨」，因誘導兒童和青少年作出
自毀行為引起世界各地的廣泛關注，
香港的社交媒體亦陸續傳出有個別學
生跟隨遊戲的指引作出自殘行為。究
竟是甚麼因素令我們的「未來主人
翁」不堪一擊，甘願忍受皮肉之痛，
甚至毅然走上自毀之路？
藍鯨是地球上現存體形最大的動
物，理應在海洋上所向披靡。然而，
當藍鯨遇上柔軟的沙質海底，發射出
的超聲波難以傳回接收系統時，牠們
便會驚惶失措，頓覺自己走上絕境，
難逃擱淺自盡的厄運。身處這個混沌
時代的年輕人又何嘗不是像藍鯨般擁
有相同遭遇？
沉醉於虛擬的互聯網世界缺少了人
與人之間的交流，在學業上表現突出
的一群，無休止地被師長父母再三催
迫，唯恐未能更上一層樓便會淪為輸
家；在學業上稍遜的一族，會被標籤
為不思進取的失敗者，從此便跟錦繡前
程絕緣。在這種強者只可繼續拚命追，
弱者只得繼續沉淪的洪流下，藍鯨的悲
慘遭遇更容易引起青少年「同是天涯淪
落人」的共鳴，一幕幕年少輕生的慘劇
只會在世界各地不斷上演。

癥結在於欠缺對生命應有的尊重

奮發向上是爭取成功的不二法門，
汰弱留強也是自古以來的叢林法則，
但由半熟的青少年蛻變為老練的成年
需要的不只是千篇一律的說教，而是
陪伴他們「破繭而出」的同行者。倘
若家長能聚焦他們子女的日常行為而
非一張沒有血肉的成績單，師長關注
學生的個人成長多於功課是否交齊交
妥，學校着緊的是畢業生是否能發展出
一個完整人格而非入讀大學率的比拚，
教育當局能貼地的跟教育營辦者緊密
聯繫而非倚賴一堆堆冷冰冰的數字，
我們的下一代又怎會忍心拋下愛錫他
們的家長、關心他們的師長、尊重他
們的學校及視他們為瑰寶的社會？
研發「藍鯨」的始

作俑者雖然已經被繩
之以法，但這些死亡
遊戲卻仍然像病毒般
傳播向世界各地。雷
厲風行的執法行動對
於打擊這些教唆自殺
的遊戲固然能暫收阻
嚇之用，但問題的癥
結所在卻是現今世代
的人（不只局限於年
輕人），欠缺對生命
應有的尊重。「人若
賺得全世界，賠上自

己的生命，有甚麼益處呢？」打工一
族為了事業不分晝夜地拚命，將自己
的健康及家庭押上也在所不惜；企業
家為賺盡每一分錢將大自然的資源搾
乾剝盡亦面不改容，試問在這種氛圍
下宣揚生命教育豈非對生命開了一個
大玩笑？
歸根究底，青少年因網上瘋傳自殺

遊戲而踏上自毀之路只是一個表象，
背後其實映射出社會上普遍欠缺對生
命應有的尊重。筆者寄望各位能從今
天開始好好的愛惜自己，讓這份「愛
自己」的正能量不留痕跡地感染身邊
的人，鼓吹厭世的思想亦會逐漸找不
到萌芽的土壤。

■快樂教育有助緩解學生壓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