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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愚謙

「儘管狗在叫，駱駝仍然向前進」
不久以前，我聽到了一個生動的故事。中國緊
鄰巴基斯坦有一個瓜達爾港，它是一個非常貧
窮、沒有開發的地區，位於該國最西南角、面向
阿拉伯海。多年前偶然被中國一些專家們發現。
他們一起討論，如果從中國的新疆開發一條從東
到西、貫穿巴基斯坦全國的交通鐵路幹線，直達
瓜達爾港，那麼，一方面不但可以圓了巴基斯坦
國民的一個大夢，促使巴基斯坦經濟繁榮，另一
方面也可以大大縮短中國通往非洲和中東國家的
距離。原來「合作共贏」是這樣的！
「要想富，先修路」，目前，全世界的人都懂
得了這個大道理。因而全世界的大小國家，都想
在本國大興土木，改善陸路、海路、空路的交
通。但是，國家要有錢啊！這幾十年來，中國外
匯存款幾萬億美元，紛紛在國外找投資對象。中
國有十三四億國民，需要巨量的石油，80%從中
東進口，運輸路線必須從海路繞經馬六甲海峽。
為了開發南海島礁，與周圍鄰國出現一些不愉快
的爭執。如果打通這個陸路渠道，豈不太理想
了。2013 年 5 月，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訪問巴
基斯坦，雙方決定建設「中國—巴基斯坦經濟
走廊」，用鐵路把瓜達爾港和中國新疆連接起
來。巴基斯坦的老百姓也都知道，如果中國能出
錢幫助巴基斯坦修建一條橫貫全國東西的鐵路，
然後巴基斯坦再自修支線，那麼，巴基斯坦的興
旺，指日可待。這也是巴基斯坦的百年大計。而
對中國來說，這個港口能把中國的新疆喀什和中
東、非洲連接起來，大幅度縮短雙邊距離。目
前，通過馬六甲海峽的海路運輸線，約12,000公
里。如由陸路瓜達爾港運往新疆，只有 3,000 公
里。一旦開通，這豈不是真正達到「一帶一路」
的共商、共建、共享、共贏。

「有福共享，有難同當」
據我看到最近的資料得知，巴基斯坦這麼一個
極為窮困的國家，通過中國這些年來的投資幫
助，經濟大有好轉。他們派人到中國來學技術，
有的回去後開工廠，搞貿易。一個有二億人口的
國家，開始活躍起來。這一美好的合作故事一經
介紹出來，大大刺激了亞洲、非洲等第三世界國
家，各國都爭先恐後地報道，派代表來參加「一
帶一路」的會議。香港一媒體表示：中國國家主

席習近平在開幕儀式的致詞中表示，中國會跟多
個國際金融和開發機構合作支持「一帶一路」的
項目，如由中國主導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
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他聲明「一帶一路」是一
條「和平之路」，追求合作共贏，尊重各國發展
道路，不干涉他國內政。說服力相當強。聯合國
副秘書長吳洪波表示：聯合國秘書長安東尼奧．
古特雷斯出動並率領如此眾多的人員來北京參加
這次會議，是有史以來沒有的，說明秘書長對這
次會議的重視。「儘管狗在叫，駱駝仍然向前
進」這句俄羅斯諺語我非常喜歡，也常常引用。
因為它既幽默，且引人入勝。就在「一帶一路」
開會的那兩天，當我打開《美國之聲》網站，看
到一些美國政客、以至學者對「一帶一路」的召
開和對它的政策的冷嘲熱諷的評論，其中，還有一
位華人教授用完全肯定的語言認為，「一帶一路」
這一政策完全是個人的異想天開，不但會一敗塗
地，而且會使中國經濟癱瘓。這評論，幾乎讓我暈
倒。你可以闡述你的理論，但你的講話毫無實質內
容，我在想，中國癱瘓了對你有什麼好處？

他們的心態不平衡
的確，西方國家如美、法、德、英政府，起初
都對「一帶一路」的召開表示冷淡和懷疑，日本
就更不用說了。這是不同的價值觀在起作用。就
好像生活中的一個始終被勢利眼的富豪看不起的
窮漢子，由於他的奮鬥自強，多年後成為一個非
常成功的企業家，一些「小人們」就相互指點，
表示懷疑，甚至惡語中傷。目前的現實是，這百
年來被西方稱為「東亞病夫」的中國，竟然在這
三十多年時間忽然崛起，甚至在北京召開一個有
世界一百多個國家參加的國際會議，這簡直太狂
妄和難以接受。先是拒絕參加，可是，眼看亞非
拉第三世界國家紛紛支持，他們開始坐不住了。
就在臨開會的前兩天，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最
後搭上末班車，（扭扭捏捏下）派本國重量級人
物到北京來。太諷刺了。
我個人的分析是，他們之所以開始顧慮重重，
主要表現在他們對「中國的飛躍」心態不平衡。
這一百年來，西方國家控制全世界，國際的一切
「遊戲」規則制度都是由他們制定的。現在中國
人忽然主動組織這樣的巨型國際會議，竟然有絕

詩詞偶拾

■ 李潔新

大部分的第三世界國家來參加，那麼中國將來在
第三世界的地位豈不變成老大？「不行！我們也
來。」我這個打小親自看洋人欺侮中國人長大的
老漢，見到自己國家終於壯大富強，當然合掌慶
幸，內心充滿了驕傲。

從未有過的國際會議
中國在這次會議上，提出「一帶一路」的中心
思想是共商、共建、共享、共贏，這是過去國際
會議上從來沒有過的，顯示出中國的高屋建瓴，
胸懷若谷。而剛剛結束的有美國特朗普參加在意
大利西西里島召開的西方七國峰會，說明西方大
國的小家氣派和繼續維持他們的自私的共同利
益。西方幾個歐盟大國不願在「一帶一路」會議
的聯合聲明中簽字，因為他們認為裡面有些內容
只是中國單方面的一廂情願，主要是考慮中國本
身的受益，如「反對貿易保護主義」等，他們不
能接受。一些西方媒體則批評《聯合聲明》中的
「合作共贏」沒有把西方國家的利益考慮進去。

「一帶一路」會促進世界和平
中國和美國的關係目前有了一些積極的變化。
奧巴馬時代，美國一直對中國採取冷淡、甚至不
友好的態度，竭力排斥和孤立中國。而現在特朗
普的政策是：「只要你這個國家能夠促進美國的
貿易，我就歡迎」。最近中國宣佈加強和美國的
經濟合作，得到了特朗普的積極回應，他在最後
時刻派重要代表參加「一帶一路」的國際會議，
說明他不是省油的燈。關於「一帶一路」的積極
意義，世界的評論非常之多，我充分相信通過
「一帶一路」會促進世界和平和促進改變西方富
裕國家和東方貧困國家的不平等合作。

■ 瓜達爾港

豆棚閒話

聖誕福音奏
序：聖誕節即將來臨，尖沙咀海港城設有大型節日燈
飾，燈光璀璨，歌聲飄蕩，香港市民及海外旅客皆沉醉
在節日喜悅之中。巨型聖誕飛船穿越星空，設計新奇，
似夢似幻，備添歡樂氣氛。

聖誕松柏披雪裘，
萬千星燈眨艷眸。
夢幻船飄海港城，
聖歌悠揚福音奏。
商舖貨豐紅帽晃，
夜忙如晝人氣稠。
禮輕情隆孩童笑，
聖誕老翁憨且逗。
遊人盛讚景致好，
一國兩制創新猷。
東西文化互融匯，
佳節同享樂悠遊。
平安聲聲表心願，
聖詩朗朗好意頭。
金鈴叮噹播春輝，
天祐香港遍綿繡。

牛蒡在台灣小吃店的餐牌上，是很常見的
名字，我經常會由這一符號，想到在地文人
筆下那種帶有淡淡小歡喜的悠閒生活。慕名
品嚐，清雅爽口又略具苦味，有一股難以描
述的藥物氣，猶如參味發散，雖然只是匆匆
一現，卻短暫而絢爛。特殊的味覺體驗，與
過目難忘的名字所締造出的瑰麗消費形態，
雙重打動了我，令我瞬間就明白了牛蒡的魅
力所在。
了解牛蒡的歷史，會看到一段很有趣的線
路圖。牛蒡是中土原生植物，很早就被入
藥，具有降火解毒的功用。把牛蒡從「藥字
號」過渡為「食字號」的是日本人。唐代，
日本從中土引入牛蒡，經過馴化改良，作為
蔬菜食用。由「東洋牛鞭菜」或「東洋參」
這些具有外域色彩的名字，仍能看到中華文
化的影子——牛蒡的根鬚發達，剛挖出土的
根莖，又長又直，毛刺刺一條，確實很像牧
童手執的牛鞭。加之牛蒡帶有地底植物的靈

網上圖片

書若蜉蝣

北歐國家成功秘訣
話說約翰．米基威特與亞德利
安．活德禮奇兩人最欣賞瑞典，
瑞典政府在景氣循環周期當中，
嚴格維持預算盈餘至少 1%，限制
政府年度開支；模式非常靈活，
容許經濟衰退期間增加支出，復
甦之時，須彌補之前的缺口；世
人以為北歐政府開支必很缺乏效
率，此一誤解來自經常引用的統
計數據——數據顯示，北歐各國
政府開支相對於國民生產總值的
比例，遠遠大於美國。
北歐各國確實高於美國，皆因
運用稅收與政府開支以提供醫療
照護、退休金、日間託兒等社會
服務，顯而易見，俱會增加政府
開支；而美國則讓國民花錢以尋
找私營服務；芬蘭、丹麥、挪威
在提供必要服務時，就比美國更
具效率，而服務品質與美國一樣
好，甚或更好。
整體來說，北歐國家成功秘訣
並不複雜，北歐社會只認真看待
政府工作，持續調整制度以追求
進 步 及 收 支 平 衡 —— 由 此 可 證
明，政府在提供社會服務，並非
先天就比私營部門更無效率可
言；就在科技、娛樂、創意產業
上，美國人向來一直領先，但在
社會服務而言，北歐就至少可墊
底支付。
美國所需要的並非大政府，而
為本世紀打造更明智的政府，更
簡單，更透明，竭盡所能，從而
提供基本的社會服務與規範，讓
市場不受特定力量所干預；儘管
當前社會的普遍氣氛對美國政府
感到失望，然而，那是完全可實
現的目標，美國各地已可看到不
少關於明智政府的提案及行動。
美國州政府與地方政府所推動

■星 池

寄夢
一個悠閒的下午，青年悉心為窗前
的盆栽澆水，這時候，陽光恰好輕輕
灑下來，溫暖了植物及人心。須臾，
青年回到客廳，舒適地坐在椅子上呆
看電視節目，讓分秒不停流逝。一會
兒後，他不由得想：「雖然難得放
假，逍遙自在，但是也不該如此浪費
光陰，應該找些事情去做。」不過，
此刻有點慵懶的青年不願外出，於是
他靈機一動，決定留在家中收拾房
間，尤其那個多年沒有整理的抽屜。
其間，青年每當覓得舊物，總會忍不
住緬懷一下，像與少年時期的自己相
遇，傾心交談，因此收拾的進度極為
緩慢。
忽然，青年於抽屜內找回數個郵票
及一疊寫滿字的原稿紙，不禁感觸地
對少年說：「很多年前的事情，紙也
殘舊了，現在郵費也加了。」細看這
些熟悉但帶點陌生的字跡，青年續
說：「我幾乎記不起曾寫下這個故
事。」
「你竟然忘掉了？」少年搖首嘆
息，失望地說：「難道你遺忘了寫作
的樂趣？當年，你每天回家後會立即
興致勃勃地埋首創作，廢寢忘食，撰

寫不少作品。」
「我只記得，」青年摸摸郵票及原
稿紙，苦笑地說：「我曾多次滿心歡
喜地在信封一角貼上郵票，可惜作品
寄出後全石沉大海，投稿沒回音，比
賽沒勝出。這是我最後創作的小說，
只把它埋葬在抽屜內，沒信心拿去參
加徵文比賽。」
「最終你沒有把自己的夢想寄出
去，你有沒有後悔？」少年淡然地
問，青年良久也無法回答，於是少年
續問：「你近來過得好嗎？」
「過得不錯！像所有成年人一樣努
力工作，生活變得愈來愈好！」青年
稍稍讀一讀原稿紙上的句子，然後把
這疊紙放回原處，輕輕關上抽屜。他
不再收拾房間，回去欣賞窗前的盆
栽。他憶起了從幼苗開始用心照料此
盆栽的情形，突然，其腦海內再次浮
現起少年，少年正為寫作這個夢想不
斷澆灌施肥。然後，青年心血來潮走
到電腦前坐下，開始鍵上一段文字，
然後默默對少年時的自己說：「寫作
已經不是我的夢想，而成為我的興趣
娛樂，我仍然熱愛創作，並且不再在
原稿紙上，而顯現在電腦屏幕上。」

的新法律及新政策，在不少地方
已有效迴避聯邦政府的政治僵
局，許多州與城市在教育體制上
創造奇蹟，有些地方已有育嬰
假、最低工資，甚或醫療照顧體
系；透過政府或地方政府的行動
來限制金錢在政治上發揮的效
用，可改善現狀。
或許美國國民有此看法：將富
人的稅額提高至公平比例，就會
重創美國經濟，然而論點已多次
遭到推翻——就在上世紀 90 年
代，克林頓（Bill Clinton）執政
時曾提高稅率，其後經濟蓬勃發
展；美國政府或可從投資利得稅
率手，提升至跟薪酬所得差不
多，或者美國政府亦可通過所謂
的「巴菲特法」，受富豪巴菲特
（Warren Buffett）所啟發，就可
確保年入超過百萬美元的美國富
人至少繳交30%稅額。
事實上，根據「世界幸福報
告」（World Happiness Report）
所公佈的 2017 年排名，挪威就奪
得第一，丹麥第二，冰島第三，
芬蘭第五，瑞典第十；而根據
「 彭 博 創 新 指 數 」 （Bloomberg
Innovation Index）2017 年榜單所
示，瑞典排名第二位，芬蘭第五
位，丹麥第八位，挪威第十四
位，冰島第二十五位。
另據品牌研究公司 Universum
的國際調查顯示，「全球勞動力
幸福指數」第一名是丹麥，第二
名挪威，第四名瑞典，芬蘭名列
第七；國際智庫組織列格坦研究
所（Legatum Institute）2016 年度
的「列格坦全球繁榮指數」（Legatum Prosperity Index） ， 挪
威、芬蘭、瑞典、丹麥再居於排
行榜前十名。

■青 絲

接地氣的牛蒡
性，其藥性氣味，與人參的馨香相似。日本
人通過富於質感和觸覺的描述，創造出的不
同名字，旨趣上實際上都帶有懷舊性，是在
對牛蒡的來源地致敬。
其後，日本把牛蒡引種到台灣，由於種植
環境適宜，很快就成為當地的主要蔬菜。而
寶島小吃的文化影響力，又把牛蒡作為蔬食
的創意反饋到大陸。牛蒡轉了一個大圈，越
過時間與空間的牆垣，作為新款美食又回到
了原生地，實現了文化意象上的圓滿。
有過如此豐富的周遊經歷，牛蒡的吃法也
是集注眾家，很具新意。日式料理把牛蒡切
成絲，裹上薄薄的麵漿，炸得香香脆脆的，
與高麗菜一同捲入海苔片裡，加入甜醬，做
成牛蒡手卷。或者用牛骨頭熬湯，放入牛蒡
絲長時間浸煮，吸收了牛骨湯鮮味的牛蒡
絲，吃起來腍軟多汁，很能展現塊根作物的
純樸與真實。台灣則常用牛蒡作為陪襯的爽
口小菜，有一種隨興抒懷的貼心感。像作為

古典瞬間
浮城誌

■葉 輝

雞肉飯小配菜的三絲牛蒡，用牛蒡絲、胡蘿
蔔絲、青椒絲混合在一起炒，鮮艷的色彩搭
配，猶如抽象派油畫般炫目。而且柔滑綿
軟、細膩清香的牛蒡絲，也確實把雞肉飯襯
出了更為可人的味道。
粵菜館曾經流行過一陣五行炒飯，選用五
種食材組成「金木水火土」。從地下挖出來
的牛蒡，屬土，與米飯、松子、香菇、彩椒
一起素炒，只用少許油鹽和醬油調味，是改
換口味的清雅小品，吃起來香軟細密，有
不加修飾的純粹味道。但相比這種噱頭十足
的炒飯，牛蒡的滋補藥性，還是更為市井百
姓所看重，燉雞、煲骨頭湯、煲羊肉，把牛
蒡的藥性氣息完全滲入到湯中，從味覺與心
理的多重角度，幫助人們洗濯生命的塵土，
是更接地氣的吃法。
能於美食怡悅與養生情境之間從容轉換的
牛蒡，如何敘事，關鍵只是看主婦怎樣去解
讀。

■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尚勇

成吉思汗留在寧夏的未解之謎
近日，一位友人途經內蒙古鄂爾多斯前來
寧夏，說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且十分肯定
地告訴本報記者，成吉思汗的陵墓在內蒙古
鄂爾多斯伊金霍洛旗境內。難道，這個對於
全世界來說的難題解開了嗎？在查閱一番資
料後，發現答案並非如此！
13 世紀初一代天驕成吉思汗開創了蒙古歷
史的新紀元，對中華民族的歷史進程和世界
的歷史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成為人類紀元
第二個千年中最著名的歷史人物之一。
他的一生在戎馬生活中度過，揮軍征服中
亞和歐洲東部，一直征戰到現在的俄羅斯、
匈牙利、波蘭等地，征服了大小四十多個國
家，在歐亞兩大洲建立了空前的大帝國。然
而關於成吉思汗的葬地和陵園，一直是歷史
學家們爭議並十分感興趣的話題。
成吉思汗葬地至今難尋，由於蒙古的安葬
習俗和保密傳統，使葬地確切地點的考察成
為十分困難的事。近 200 年來，世界各國有
100多個考察隊尋找過這位偉人的陵墓，都以
失敗告終。日本、美國的考古專家甚至動用
了衛星探測工具，也未能找到成吉思汗實際
葬處的蛛絲馬跡。時至今日，不少國家和地
區都加入到了尋探之列，其中以日本、美
國、俄羅斯、韓國和台灣最為積極。
關於成吉思汗的葬地，《元史》上給出的
答案也只有四個字「葬起輦谷」，比描述成
吉思汗死亡經過的 20 個字，還少了 16 個，真
可謂惜墨如金。

如果想要找到成吉思汗的陵墓，就一定要
了解成吉思汗的死亡時間及原因。蒙古征夏
之戰是成吉思汗戎馬生涯中最後一次戰爭傑
作。此時成吉思汗年事已高，不能每戰必
到，只作整體戰略規劃設計。公元 1227 年
春，按照成吉思汗既定戰略部署，西征的
「常勝將軍」速不台揮師南下，給西夏後背
之間插了致命的一劍。這時的成吉思汗已住
在海原的「哈老徒行宮」裡，直到逝世。
關於成吉思汗死因的種種猜測：
一是得痛風病而死。據《黃金史》記載：
可汗進軍西夏，哈薩爾回宮請李氏漢人醫治
腿腳之痛風病，雖有好轉，但渾身乏力，逐
漸衰弱，於丙戌年冬天殯天。這就是說，在
北還進軍西夏的途中，成吉思汗患上了「痛
風病」，經李氏漢人醫治無效而殯天的。
二是墜馬跌傷而死。《蒙古秘史》說：成
吉思汗於 1226 年秋天，帶夫人也遂去征討
西夏。冬季打獵時，不想他騎的一匹紅沙
馬，卻讓一匹野馬驚了，導致沒有防備的成
吉思汗墜落馬下受傷，當夜就發起了高燒。
1227年7月「不豫」，病根即在此。
三是中流矢而死。傳說成吉思汗在 1227 年
攻西夏天都寨（今寧夏海原縣）的城池時，
被西夏將領用帶毒的箭頭射中而亡。後來，
這支西夏的鐵箭頭被大元皇帝忽必烈確定為
「蘇勒錠」（即成吉思汗靈魂附物之義）
而保存下來。
這幾種說法，第三種說法與寧夏海原有直

接的關聯，既有正史記載，又有傳說為證。
而第二種說法，與海原亦有牽連。
一般人可能認為，成吉思汗就葬在今內蒙
古鄂爾多斯伊金霍洛旗境內，那兒有成吉思
汗陵。實際上這個建築俗稱「八白室」，即
八座白色的帳氈，裡面供奉的據說是成吉思
汗的弓箭、馬鞍、畫像、密檔之類，可以說
是成吉思汗的衣冠塚，而且過去是可以移動
的，並不固定一處。蒙古人為了便於供奉和
祭祀，建立了供奉其英靈和遺物的陵寢。這
是極為特殊的適應遊牧民族特點的可以移動
的陵寢。成吉思汗陵寢的建立，形成了蒙古
人「只祭陵寢，不拜陵墓」的習俗。可以
說，「八白室」是祭祀之地，是陵寢的象
徵。密葬加薄葬，無多少財富可取，盜墓沒
有意義，這大概是成吉思汗最聰明過人的地
方之一吧！真身在哪裡，誰也不知道。成吉
思汗駕崩之後，迄今近 800 年，這個謎底依
然未被解開。

■成吉思汗銅像
成吉思汗銅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