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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中非合作論壇上強調，中國始終秉持
真實親誠理念和正確義利觀，同非洲各國同舟共濟攜手前
進；13億多中國人民同12億多非洲人民始終平等相待，尊
重非洲、熱愛非洲、支持非洲，堅持做到「五不」，即：不
干預非洲國家探索符合國情的發展道路，不干涉非洲內政，
不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不在對非援助中附加任何政治條
件，不在對非投資融資中謀取政治私利。
同時，習主席提出在推進中非「十大合作計劃」基礎

上，未來3年和今後一段時間重點實施「八大行動」，並且
宣佈再向非洲提供600億美元支援，其中包括150億美元的
無償援助；同時，免除與中國有外交關係的非洲最不發達國
家、重債窮國、內陸發展中國家、小島嶼發展中國家截至
2018年底到期未償還政府間無息貸款債務。

中非合作成增長最快板塊
中國政府的高風亮節，相信令那些時時刻刻想抹黑中國、

胡說中國是「新殖民主義者」的小人無地自容。這也證明那
些處心積慮挑起貿易戰，挑撥中非關係的國家和勢力，絕不
會得逞。中國永遠是非洲的好朋友、好夥伴、好兄弟，不但
任何人都不能破壞中非人民的大團結，事實上中非經濟合作
必將成為不同種族經濟互利合作共贏的最成功的典範。
縱觀「一帶一路」區域國家，陸路從印度次大陸到中亞

西亞、中東，再延伸到歐洲大陸；海路，從東北亞、東南
亞，穿越印度洋、阿拉伯海，抵達非洲大陸，同時也可伸展
到澳洲、拉丁美洲。筆者認為，「一帶一路」倡議事實上已
經超越狹義的海陸絲綢之路，成為現代世界合作發展經濟，
互利共贏的新樣式。而展望未來，可以預估，中非合作是
「一帶一路」最有潛力的板塊，中非合作的規模必將超越其
他的經濟合作區域，成為增長最迅速的板塊。
中非務實合作，歷經18年，已到了收穫碩果的季節。中

非貿易額從2000年的100多億美元增長到如今的1,700億美
元，中國對非投資從不超過10億美元增長到1,100億美元。
中國現在已是大多數非洲國家主要貿易夥伴、工程承包商和
投融資來源國。中非雙方合作實施了一大批鐵路、公路、港
口、機場、電站、工業園區等合作項目，互利共贏的經濟合
作也成為中非關係的「壓艙石」。

非洲將收穫豐厚「人口紅利」
筆者看好中非合作，首先是看到非洲的「人口紅利」。

當下非洲的「人口紅利」，正欲發出磅礡無量的光芒和氣
勢。在短短20多年裡，非洲的人口就從中國的一半，攀升
到了中國的90%，非洲人口與中國差距可能不到一億了。
據統計，非洲2017年的總和生育率是4.66，非洲若保持這
樣的生育率，人口很快就超越中國。有人口學家預計，37
年後非洲人口將達到 24億。值得強調的是，非洲不但成為
人口大洲，而且是最年輕最有活力，因而也是「人口紅利
值」最高的地區。事實上，大約10年前，非洲已經擺脫
「絕望大陸」的污名，經濟發展如今已經進入起飛的跑道。
如今，非洲兄弟實實在在感受到中國誠心誠意的合作，

更明白中國的發展道路有着非洲很多可以借鑒的經驗，而如
今的「一帶一路」合作更加凸顯中非經濟強烈的互補性。而
中非的這種互補性，是其他經濟區域合作或者跨區域合作模
式如美歐日所不能比擬的。
習主席提出的今後「八大行動」，包括實施產業促進行

動、設施聯通行動、貿易便利行動、綠色發展行動、能力建
設行動、健康衛生行動、人文交流行動、和平安全行動等，
這些實實在在的行動必然化成具體的發展成果，有專家預計
未來五年中非的貿易額將達到5,000億美元，直追中美貿易
額。倘若美國總統特朗普一意孤行打貿易戰，中美貿易額可
能落後於中非。

明確反分裂紅線 不容「港獨」分子騎劫大學校園
「港獨」分子肆無忌憚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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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大學近日陸續舉行開學禮，
「港獨」分子利用大學自由寬鬆的
環境，以學生會負責人的身份在開
學禮上鼓吹「港獨」，香港社會各
界震驚，紛紛提出嚴厲譴責。

習主席劃定反「港獨」底線不可觸碰
國家憲法和香港基本法都已明確規定，香港是國

家不可分離的部分。香港特別行政區是根據國家憲
法第31條的規定設立。基本法序言清楚寫明「香港
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並要求「維護國家的
統一和領土完整」；基本法第一條明確規定，「香
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
分」；基本法第23條進一步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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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主
席習近平去年7月1日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
大會的講話中，明確劃出了不允許觸碰的三條底
線，其中第一條就是不允許危害國家主權安全。
香港居民享有很多自由包括言論自由，但沒有宣

揚「港獨」、分裂國家的自由，這是基本法的基本
要求，宣揚「港獨」不屬於言論自由，大學校園也

沒有衝擊中央底線的「特權」。然而，本港一些大
專院校，有人卻以言論自由、學術自由為擋箭牌，
在校園宣揚鼓吹「港獨」，引起社會的高度關注。
事實上，即使是西方國家都有不可挑戰的底線，

例如，在德國就不能宣揚納粹主義；在美國，鼓吹
白人至上的種族主義者亦會遭到社會全面遏制，等
等。這些主張所以是禁忌，是由於會損害國家根本
利益，傷害國民感情，挑戰人類良知，為社會和法
律所難容。「港獨」在香港，就如同種族主義在美
國、納粹主義在歐洲一樣，也是不容姑息的社會大
忌，絕不能讓其披着言論自由、學術自由的外衣而
橫行無忌。

綁架開學禮對廣大同學不公道
特首林鄭月娥指出，有個別大學生「挾住」學生

會幹事的身份，利用大學開學場合及致辭平台，
散播「港獨」言論，是「一小撮人作出荒謬的言
論」，這個做法對其他同學「不公道」。必須指
出，香港主流民意反對「港獨」，絕大多數關心
社會及國家的大學生，亦自覺遵守憲制和法律，
不認同顛覆國家、撕裂香港的言行。「港獨」勢
力通過個別學生會代表發表「港獨」言論，令外

界以為香港的大學已淪為「港獨」的庇護所、散
播場。這是綁架廣大大學生、家長、大學師長，
既損害香港大學生的整體形象，也嚴重干擾了大
學的正常秩序。
中央和特區政府對「港獨」是零空間零容忍，大

學校園亦不是法外之地。個別大學生漠視憲法、基
本法和本地法律禁絕「港獨」的規定和要求，大學
管理當局需負起應有責任，不僅要積極發聲，明確
劃出校園反「港獨」的紅線，而且應該考慮在校紀
校規方面明文規範不能宣揚「港獨」，對校園宣揚
「港獨」行為進行嚴肅處理，遏止「獨害」繼續侵
害學生。這既是履行維護國家統一的責任，也是為
確保校園安寧，維護香港的大學聲譽。

盡快落實23條立法全面遏止「港獨」
「港獨」肆虐校園不只是校政問題，更是關乎
「一國兩制」和香港繁榮穩定的原則問題。大學校
園屢次發生學生「宣獨」的事件不僅提醒香港社會
要表達嚴正態度，更是提醒特區政府應履行維護國
家統一的責任，盡快落實基本法第23條立法，全面
依法遏止「港獨」，不能讓「港獨」在校園放任自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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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香港長者一個五星級的家 （下）

梁立人 資深評論員

中非合作將成全球互利共贏發展新典範
劉斯路 資深評論員

華僑肩負新時代新任務共圓中國夢

第十次中國全國歸僑僑眷代表大會已在北京
圓滿閉幕。國家主席習近平等中央七常委以及國
家副主席王岐山出席開幕大會。中國參與國際事
務日漸深入頻繁，正在自信地走向世界舞台中
央，面臨的挑戰也日趨複雜。中央最高領導層集
中亮相全國僑代會，充分顯示中央對僑界的關心
重視，更為新時代的僑務工作提出新任務、指出
新方向，希望僑界運用擁有的海外關係，一如既
往支持國家深化改革開放、持續穩步發展，在傳
播塑造中國正面國際形象上繼續發揮重要作用，
與全球炎黃子孫同心協力，共圓民族偉大復興的
中國夢。

國家發展 華僑功不可沒
海外華人華僑的鼎力支持，是中國發展的重

要力量。在革命年代、抗日時期，海外華人華僑
為挽救中華民族作出巨大貢獻。進入和平時代，
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海外華人華僑也功不可
沒，在招商引資、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等方面作出
很大貢獻，成為國家經濟充沛活力的重要因素。
習主席一向高度重視對海外華人華僑工作。

他曾在僑務大省福建、浙江及新僑集中地上海工
作，對華僑華人有深厚的感情，對僑務工作有深
入的思考。習主席在會見第七屆世界華僑華人社
團聯誼大會代表時強調，「中國夢是國家夢、民
族夢，也是每個中華兒女的夢」。2017年初，
習主席對僑務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以凝聚
僑心僑力同圓共享中國夢為主題，最大限度把海
外僑胞和歸僑僑眷中蘊藏的巨大能量凝聚起來、
發揮出來。
習主席關於僑務、僑聯工作的一系列深刻論

述和重要指示，是新時代僑聯工作改革創新的根

本遵循，成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
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新時代僑務工作的中心任
務，貫穿於新時代僑務工作始終。
在此次僑務大會的開幕式上，中央政治局常

委趙樂際在講話中表示，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個偉大的新時
代，是在習近平總書記的領導下開創的，是在習
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下開創
的。海內外中華兒女發自內心地敬佩、景仰、擁
護習近平總書記。」「廣大歸僑僑眷和海外僑胞
聯繫廣泛、融通中外，要用豐富的事例、鮮明的
視角、生動的語言，讓世界充分了解一個全面真
實立體的中國」，「各盡其能，各展所長，把僑
胞的資金、技術、管理、人脈等優勢和資源調動
起來、發揮出來」，「要築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
識，旗幟鮮明反對一切分裂國家、分裂民族的言
論、行為和活動，促進各民族共同團結奮鬥、共
同繁榮發展」。

引進新技術 講好中國故事
中國發展成就令世人刮目相看，國際影響力

與日俱增，但貿易保護主義、霸凌主義興起，
企圖對中國實施技術封鎖，遏止中國崛起。因
應中國發展進入新時代，面對的新挑戰、新問
題，廣大海外華僑華人要積極為國家發展出
力，利用自身優勢主動融入新技術、高科技，
助推國家掌握自主核心技術，加快技術升級，
不斷提升整體競爭力；同時進一步「講好中國
故事、傳遞中國發展理念、闡述中國政策主
張」，展示中國的良好形象，加深世界對中國
的了解和認識，扮演好增進中國與世界各國友
誼的橋樑和紐帶角色。

周厚立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中國僑聯第十屆委員會常委

2012年香港政府收藏西格．烏力的作品，已經是「啞巴
吃黃連，有苦說不出」，被內地評論界形容為「高度愚
蠢」！其後的第二場大型展覽《複雜類推》也不受港人歡
迎，其中的作品《一坨大便》成為永久的笑話；第三場大型
展覽，以2,000萬港元另加100萬美金運輸費的巨額公帑，
收藏日本人的凳子裝置作品，也被香港報章譏笑，「香港政
府又做水魚」。
如今， M+又收藏韓國人無病呻吟的作品《重工業》，這

到底在搞什麼？大家不是一目了然了嗎？西格．烏力是
100%的精明商人，不是一個真正的藝術鑒賞家和愛好者，
他的收藏雜亂無章、濫竽充數，可悲的是，香港政府竟然花
了1.8億港幣的大價錢收藏他的37幅作品。但公眾至今仍然
看不到有關收藏品。許多作品沒有圖錄，還不知道在何處，
可惜西九M+博物館至今還在掩耳盜鈴、指鹿為馬、畫餅充
飢。這些收藏的作品，完全是西方近百年來價值混亂、沒有
一點審美價值的糟粕。
兩年前，有西人在香港策劃了一個大型展覽，迎面就是
一座巨大的「複雜類推」雕塑（其實是「一坨大便」），現
在想起來，筆者還吃不下飯。但是有官員似乎已經忘記了這
些，這是崇洋媚外的結果。沒有了自己母體文化的根脈，跟
着一些不學無術的江湖騙子，愚弄民眾，浪費巨大的公帑。
是可忍，孰不可忍！
「當代和現當代」和「視覺藝術」是一個極其複雜的命

題，香港搞過一場研討會嗎？出過一本藝術論文集嗎？香港
藝術界參加過討論會嗎？香港需要什麼樣的藝術品，港人有
話語權嗎？
藝術的本質是「真、善、美」，這是不朽的定律。除去
這些東西，藝術還有什麼價值呢？「當代」只是一個時間的
概念而已，絕對不是一種「全新藝術的發現」。摒棄所有前
人偉大的傳統，杜絕與偉大傳統的連接，以「全球化、國際
化、流行化」的潮語，掩飾不了「偽藝術」、「偽文化」的
真面目。
人類歷史悠久，許多前人創作的偉大作品還在影響我
們，而且一代一代延續下去。新不一定就是好的，不一定就

有價值。當今世界各地美術館，政府的收藏越來越慎重，政
府收藏藝術品的資金也越來越少。納稅人的金錢一定要用到
刀口上。那些沒有一點含金量的藝術品，沒有一點技術難度
的東西，無論掛上什麼樣的高深哲學、社會學、藝術學名
詞，都是垃圾，都應該清出美術館，不能把西方的垃圾安放
在中國人的美術館中。
我們還要明白「美與醜」、「善與惡」是對立的，懂得
「美」，才知道「醜」；接近「善」，才能遠離「惡」。當
然，「真」，未必是「美」，「美」是要有條件的。我還相
信，「美」，有級別和檔次。至少有「小美、中美、大美」
三個層次。至於什麼是「美中之美」，什麼才是「大美和盡
美」，一定要不斷學習和研究才可能觸及核心。「大美和盡
美」是我們應該追求的藝術境界。
我也相信，人類或大多數人只有獲得和走入審美境界，

才是比較快樂和完美的人生。人類自身造成的污染，已經使
地球承受不了。污泥、糟粕、病毒和毒草層出不窮，必須及
時消除，社會才會安寧祥和，充滿陽光雨露，鮮花才會開得
更加燦爛。 （續昨日，全文完。）

荒誕的香港西九文化區 （下）

林鳴崗 香港資深畫家 評論家

──評張英海《重工業》進西九館藏

■M+博物館建成後將是香港重要文化地標。圖為西九文化
區設計圖。 資料圖片

其實，現在已有不少先知先
覺的香港人轉移到內地居住，
但很多人擔心醫療問題得不到
解決，也有人擔心失去親朋的
聯繫，所以不敢作此打算。不
過，這些問題並不難解決，如
果政府解決了這些問題，大規

模居住內地是完全可行的。
一、內地政府為照顧港澳台居民的居住問
題，由9月1日開始發給港澳台居民居住證，解
決了他們的工作、居住及醫療問題。國家的政
策為港人居住內地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二、近年內地的高速公路和高鐵發展極為完
善，除了港珠澳大橋、廣深港高鐵外，深中通
道也將在四五年內完成，到時，大灣區將形成
「一小時生活圈」，交通相當方便。來往這些
城市和屯門到中環的時間差不了多少。
三、內地大灣區城市現代化程度相當高，衣
食住行之方便比香港有過之而無不及，語言和
生活習慣也和香港極為相似，而且物價水平較
低，同樣的經濟條件可以過上比香港好得多的
生活。
四、內地土地充足，環境優美，人口密度
低，綠化程度高，而居住成本只及香港十分之
一甚至更低，就以中山市為例，市區千呎住宅
租金不到2,000元，優質空氣每年佔了300多
天，佔全年9成以上，每月衣食住行平均每人三
四千元已足夠。
五、如果要在香港開發新市鎮，連土地開
發、房屋建築、交通問題等，不但需要近萬億
的資金，待到周邊設施成熟，少說也得15年以
上的時間，可說遠水救不了近火，但廣東不少
城市已萬事俱備，只需三幾年，便可建立成熟
的社區，完全可以解決香港的燃眉之急。為開
發大型市鎮爭取到充足的時間。

我提議政府動用儲備，在內地城市如惠陽、
中山、江門、肇慶等地價較廉宜的地區買大片
土地，建立足以容納過萬人的大型「香港
村」，內配置香港式的醫院、茶樓食肆、以及
由政府津貼的直通巴士，吸引香港不用工作的
老人移民至香港村，一來可以讓他們享受更好
的生活環境，二來可以騰出香港寸金尺土的居
所提供給更有需要的年輕人居住，豈不是兩全
其美嗎？
照我的設想，只需要用在香港建屋十分之一的

成本，即可在內地城市發展比香港更理想的居
所，居住面積大一倍以上，周邊環境可與香港媲
美，村內設有香港式的診所，小病可以就地解
決，大病同樣可以回香港就醫，目前這類城市到
香港的交通費用不過60元左右，若由政府津貼設
立直通巴，費用不會超過40元，時間不超過3小
時，這樣的居住環境不比香港的蝸居好得多嗎？
大部分香港人辛勞一輩子都沒有住過一個像樣的
房子，為什麼我們不好好利用大灣區的優越地
位，為香港長者提供一個五星級的家呢？
以我的經驗所見，凡是到內地這些城市居住
的人，對其中環境沒有一個不滿意的，唯一的
顧慮只是醫療問題未能完全解決，若建立香港
社區，解決了醫療問題，相信到內地居住的長
者會趨之若鶩，騰出大量的香港房屋單位，香
港的居住問題也就能解決了大部分。內地的
「香港村」離香港不過百里之遙，以內地現在
的交通設施，親人間互相往來不過二三個小時
的事，比起在香港遠郊填海的交通更方便。
「香港村」的設計，既能得到內地價廉物美
的好處，同時兼有香港的福利條件，魚與熊掌
兩者兼得，是沒有理由不受歡迎的。我們必須
當機立斷，趁着上述城市地價仍在較低水平時
迅速行動，若今日愛理不理，明天便會高攀不
起。 （續昨日，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