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人談談「一帶一路」

人物專訪：香港政策研究所馮智政先生
文：林琳，舒子恩（香港教育大學中文教育系 2 年級）

馮智政先生現職於香港政策研究所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並且協助「香港願景計劃」進行研究，他
對於香港社會發生的重大事有獨到的見解，同時對於「一帶一路」的相關問題也頗有研究。今天，
我們很高興能夠充當起記者（記），採訪馮先生（馮），向他請教關於「一帶一路」與香港的相
關問題。

記：馮先生，我們知道您對「一帶一路」政策其實很瞭
解的，對於「一帶一路」在內地與香港實行的情況

香港專業服務業較「一帶一路」其他國家
成熟

也各有自己的看法，那請問您認為「一帶一路」在
香港與在內地的情況相比有甚麼特別之處呢？

如果從香港的角度出發，你會發現由於香港的經濟
結構特殊, 「一帶一路」在香港面臨著一些根本矛盾，

馮：首先我們來看看「一帶一路」是一個什麼時代背景

第一，香港不是以工業或出口帶動的城市，沒有「香港

的政策，內地大力推行「一帶一路」，其背景之一

製造」的產品能直接出口，也沒有涉及內地的供給側改

是因為內地正在進行經濟改革，二是內地正在從一

革，香港頂多只是一個內地產品出口的中轉點，所以香

個保守型的經濟轉變成開放型的經濟，與世界接軌

港在「一帶一路」中得到的好處遠小於內地。第二，就

這個說法早在朱鎔基時代就已經提出了，「一帶一

是與全球接軌的問題，香港的專業服務業早已相當國際

路」只是與世界接軌說法的延伸。

化，香港擁有大量的專業團體，有一套專門的系統，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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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國際認可的專業資格，只須在香港就能取得。這套

一路」沿線國家有大量實行普通法的地區，而內地

系統從80年代發展至今，已經十分成熟，並不需要通過

則是實行大陸法的。將來中國與其他國家簽訂的合

「一帶一路」政策來取得。再比如，從教育方面來看，

約，要選擇以一個法制作為基礎，比如中國與英國

香港教育事業的國際化也遠超整個中國，例如香港經過

簽訂的合約，當合約出現矛盾時，可能就會面臨這

多年的教育改革，整個基準都是根據國際組織OECD（經

樣一個問題：出現法律訴訟時，打官司是要在中國

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模式來進行的。

打，還是在英國打？這時候就要找一個地區作為法
律「仲介」， 而香港則恰好可以勝任這一角色。以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香港的服務業其實已經全球化，
並且有自己的一套行規，這套行規並不一定是「一帶一

香港法律作為依據，在香港法庭打官司，是較為公
平的一個選擇。

路」所實行的。外界認為香港把握不到「一帶一路」的
機遇，因此變得越來越被動，其實香港自己有另外一套

第二，香港的部分行業可以說是領先於內地，比如

衝出國際的規矩，這是「一帶一路」在香港推行與內地

前面提到的專業服務，香港人的全球素養整體也是

的很大的不同。

高於內地的，它可以為「一帶一路」提供優秀的人
才，亦能協助「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軍內地市

記：那麼馮先生，您認為在這樣的背景之下，香港在
「一帶一路」中扮演著甚麼樣的角色呢？

場，為內地招商引資。因此香港是處在一個十分具
有策略性的位置上的，可以為「一帶一路」帶來多
方面的影響，「一帶一路」需要把握好香港的角

香港實行普通法 可以作為法律「仲介」

色。
記：通過馮先生前面的說法， 我們知道馮先生認為香港

馮：首先，香港的法治制度很成熟，香港是實行普通

在「一帶一路」中能夠得到的機遇與好處其實是小

法的地區，可以提供大量的普通法人才，「一帶

於內地的， 但是這樣一個全國性的政策，香港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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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也能從中得到益處呢？如果是的話，馮先生能和

況，學習學校課程要求的內容，但對於他們對「一

我們說說香港能夠在「一帶一路」中能得到怎樣的

帶一路」的態度，不會有太大的改變，而只有當他

好處嗎？

們瞭解了較為實質的政策，對於他們自己實際的利
益、真實的發展機會後，才會開始接納此一政策。

國家強大 香港得益

記：您對香港年輕人有何寄語呢？

馮：香港在其中的好處是有的。第一， 一個很簡單的道
理，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只要內地發展起來，那

年輕人應放眼世界 融入全球

麼香港也必然會得到好處。第二，很多內地企業前
進「一帶一路」的時候會選擇香港作為跳板，香港

馮：我對於如今年輕人的寄語便是，作為香港的新一

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它可以發揮一個類似中間人的

代，年輕人一定要具有全球化的視野、批判性的眼

角色， 在「一帶一路」中得到一定的利益。

光。只有放眼世界，你才能收穫更多。

記：那麼請問您認為「一帶一路」政策在香港的推廣程
度如何呢？

總而言之，通過這一次採訪，我們可以看到香港
市民對於「一帶一路」的認識其實是比較模糊的，在推
廣「一帶一路」的問題上也許應該有更加明確的方向，

馮：我認為，「一帶一路」在香港的推廣程度不算太

使市民、尤其是年輕人對於這一政策有更多的瞭解。其

高，並沒有達到大家都能清晰認識的地步。並且，

次，香港的國際化水準相對較高，對於「一帶一路」依

我個人認為，這個政策在推廣時顯得較為籠統，市

賴度不算高，但是也能從中受益，同時亦為內地帶來一

民不能完全認識，若是能夠將其構想具體呈現，也

定的便利與幫助，扮演一個重要策略性的角色。

許能大大提高其推廣程度與範圍。
記：您認為香港年輕人
對於「一帶一路」
政策的接受程度如
何呢？
馮：我個人認為，對於
香港年輕人來說，
他們主要是從兩個
管道接受這些知
識，第一是最基礎
的，便是學校的通
識課程所包含的相
關知識；第二是他
們自發、自主地對
於這一政策的認識
情況。第一種其實
是被動的接受情

▲ 馮智政先生與記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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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

文：廖珩紫 （香港教育大學 語文研究（中文主修）榮譽學士二年級）

東歐篇

中國政府在《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中提
出的「一帶一路」繼承古絲綢之路的思路和方向，以開放的心態向沿線國家進行交易
交流。第四次中國 - 中東歐國家領導人會晤中強調了東歐國家在「絲綢之路經濟帶」
發展格局中的獨特地位，是中國進入歐洲腹地的必經之路。就讓我們沿著這條穿越古
今的絲綢之路，跨越西域、踏上東歐，欣賞這片風情萬種的土地和醉人的歷史文化，
從文化的角度去審視「絲綢之路經濟帶」上的重要一站。
捷 克
捷克是「捷克共和國」的簡稱，其地理位置位於歐洲的中部，東連斯洛伐
克，西接德國，南為奧地利，北鄰波蘭。這獨特的地理位置使得捷克的歷史文化
深深地受到歐洲各國的感染和薰陶，融匯了不同特色的文明，同時也形成了自
己獨特的風情。自2015年以來，中國都會有一個「捷克日」，而2017年則更是
「一帶一路捷克年」，捷克駐華大使館，捷中友好合作協會以及捷克駐成都總領
館將會舉行一系列的活動，對兩國優先發展的領域及地區對捷克進行宣傳。
捷克的母親河伏爾塔瓦河發源自舒馬瓦山脈的黑山，是捷克境內最長的一
條河流。她孕育了捷克燦爛的文化和歷史，賜予捷克人民無盡的靈感與滋潤，承
載著這片土地貫穿古今的情懷和故事。伏爾塔瓦下游的捷克首都布拉格，是一帶
一路東歐段的最後一站。她是第一個整個城市被認定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城市，完
她整保存著歐洲各個時期的各種建築風格，被譽為歐洲建築的「博物館」。布拉
格可謂是三百六十度無死角的美麗城市，仿佛每一個細節都是經過藝術家的精心
設計，向你娓娓道來著它的動人故事。

▲ 捷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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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拉格

▲ 伏爾塔瓦河

波 蘭

匈牙利

波蘭是中國貨物進入歐洲腹地的一個重要通道，波

匈牙利是第一個確認加入中國「一帶一路」倡導的

蘭總統在接受訪問時表示：「當我在談起中國的『一帶一

國家，是歐盟的成員國的同時，也是申根的成員國之一。

路』計劃時，我看到了波蘭在其中的戰略位置，它可以使

這是一個位於歐洲東部的內陸國家，處於歐洲的心臟樞紐

波蘭成為中國這一宏偉計劃的一個地域中心。」回顧波蘭

的位置。匈牙利雖然自然資源匱乏，但它依著阿爾卑斯山

的歷史，無數次的戰爭與分裂讓這個國家飽經風霜，但也

脈，傍著多瑙河的潺潺流水，是個風景壯麗優美的地方，

正是這樣的原因讓當代的波蘭人民非常希望將本土的優勢

而正因其自然風光的靚麗無限，旅遊資源便成了匈牙利的

發揮到最好以強盛國力，避免國家再次的分裂，而「一帶

重要外匯來源之一，是上帝為匈牙利開的一扇明窗。

一路」的戰略則為波蘭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機會去實現這
一願望。

利拉菲賴德是匈牙利東部別克山上的一個小山莊，它
融合了人文和自然之美，如明鏡的湖泊上停泊著孩童塗鴉

波蘭人民勇敢、真誠、正直、嚮往著自由，而位於

搬五顏六色的可愛船隻，不同品種的樹木中間佇立著一座

波蘭首都華沙的美人魚青銅雕塑則正正代表著他們的這種

彩色的城堡卻毫不違和，身處其中，你就會明白為甚麼匈

精神。美人魚銅像右手高舉寶劍，左手循牌護身，雙眼堅

牙利的旅遊業可以如此蓬勃，而它也只是一個匈牙利無數

定的凝視著遠方，讓觀者不自覺被她的浩然正氣所震懾。

壯麗景觀的一個小小的代表。

以她為代表的波蘭人民正是秉著這樣的精神和態度參與到
「一帶一路」的建設中，努力地為自己的國家尋找一條好
的出路。

▲ 利拉菲賴德

▲ 美人魚雕塑

▲ 匈牙利布達佩斯

本文所介紹的只是東歐萬千燦爛文明的冰山一角，願
我們可隨著「一帶一路」的腳步更加深入的走進這片充滿
奇幻浪漫色彩的土地，瞭解其深厚的歷史文化同時，也讓
我們有了介紹、發揚東方優秀文化的機會，然後在與東歐
的文化交流過程中，敞開中西方經濟互動的大門，為彼此
▲ 波蘭華沙老城廣場

帶來互利共贏的機遇和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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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優質教育基金贊助，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與新城知訊台聯合製作
的電台節目《小嘴巴大世界：歷史文化學堂》已於2月7日正式首播。40隊中
小學隊伍將自編自演歷史廣播劇，並於劇後講述製作廣播劇的經驗。每集更
請來歷史專家擔任嘉賓與學生互動，讓聽眾更深入認識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
歷史事件與現代生活的關係。
播出時間：逢星期二下午 4 時至 5 時 （新城知訊台 FM997)
重溫學生錄音作品請前往：http://www.hkccda.org/hist3-programme/

中學組播出時間表
集數

播出日期

參與學校

作品名稱

1

7/2/2017

香港鄧鏡波書院

馬可孛羅東遊記

2

14/2/2017

香港鄧鏡波書院

班超出使西域

3

21/2/2017

香港鄧鏡波書院

張騫•絲綢之祖

4

28/2/2017

廖寶珊紀念書院

一帶一路的始祖

5

7/3/2017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
寶中學

國際親善大使之鄭和

6

14/3/2017

香港培道中學

鄭公公的傳奇人生

7

21/3/2017

英華女學校

東漢奇遇記

8

28/3/2017

英華女學校

大漠鐵騎

9

4/4/2017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中學

大唐玄奘取西經

10

11/4/2017

仁濟醫院羅陳楚思中學

張騫出使西域

11

18/4/2017

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鄭和下西洋

12

25/4/2017

天主教母佑會蕭明中學

堅 忍 磊 落 奇 男 子 —— 張
騫東遊記

13

2/5/2017

聖瑪加利男女英文中小學

北魏孝文帝的融和與分裂

14

9/5/2017

孔教學院何郭佩珍中學

文成公主竹的嫁妝

15

16/5/2017

佛教沈香林紀念中學

當 大 明 遇 上「 海 上 馬 車
夫」

16

23/5/2017

玫瑰崗學校（中學部）

鄭和下西洋

17

30/5/2017

玫瑰崗學校（中學部）

精靈大對決：耶穌 VS 釋
迦牟尼

18

6/6/2017

玫瑰崗學校（中學部）

出色的銷售員利馬竇

19

13/6/2017

香港培道中學

紙和印刷的自述

20

20/6/2017

福建中學（小西灣）

當我們在「路」上相遇

小學組作品將於 2017 年 6 月 27 日起，於《小嘴巴大世界：歷史文化學堂》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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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在港策劃辛亥革命的歷史古蹟 ─

「 紅樓 」

圖•文：彭淑敏博士

紅樓位於屯門青山蝴蝶灣畔白角，約
建於十九世紀末或1920年代，由李紀堂
（1873-1943）興建，有傳言國父孫中山
（1866-1925）反清革命黨旗「青天白日
滿地紅」與青山、白角、紅樓有關。紅樓
於2009年12月18日被確定為一級歷史建築
物。孫中山於1895年廣東第一次革命起義
失敗後，即逃到香港，再在日本遇上在當地
工作的李紀堂，隨後李氏回港加入興中會，
日後以富商父親李陞（？-1900）的遺產支
持策劃革命。
▲ 紅樓現址滄桑凋零之態。

李紀堂經營的青山農場以出品優良見稱，
在中環街市開辦「青山棧」售賣產品。原為家
世顯赫的李氏以畢生財富貢獻作為革命經費，
晚年生活潦倒，依靠農場養家。他在追隨孫中
山組織反清革命期間，與黃興（1874-1916）
等革命志士以紅樓作為組織革命的軍事基地，
在港購買軍械後，把槍械和炸藥收藏在農場後
的軍庫。紅樓也用於接待興中會的革命義士，
共商國事，由革命黨人鄧蔭南（1846-1923）
出任農場經理，協助策劃和接待。紅樓於
1895年至1911年期間，作為在港的革命起事
聯絡要地，是現存少有的香港重要革命遺蹟，
▲ 在紅樓旁邊的中山公園。

彭

歷史義意重大。

淑敏博士，香港樹仁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香港浸會大學歷史學哲學博士。關心香
港歷史的研究，近年參與出版包括《香港文化導論》、《香港教會人物傳》、《香港
記憶》、《香港第一》、《屏山故事》及《改變香港歷史的 60 篇文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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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逸仙紀念會於1967年聯合各商會、同
鄉會及宗親會等社會賢達，並由周埈年爵士
（1893 – 1971）捐助一萬元鉅款，以及各
界熱心人士慷慨捐款，在紅樓旁邊豎立孫中
山紀念碑，其後再加置孫中山的紀念像，在
紀念像下刻有國父遺囑，表述出世人重視革
命遺蹟，亦以敬仰孫氏的革命事跡為本。

▲ 據說革命志士曾在紅樓後山設有練習射擊的靶場。

紅樓的建築特色是以紅磚建成的洋樓，樓高兩層，
坐西北向東南，採用中西建築風格，附近山林茂密，易
於掩人耳目，同時擁有陸路和水路交通之便利。昔日人

▼ 天后神

稱「白角紅樓」，是當時該區少見之建築物。香港為革
命的策源地，紅樓更是多年來成為策劃革命的基地，有
傳著名的惠州庚子起義及廣州黃花崗起義也是在紅樓策
劃的，對中國國民革命起了重大作用。

▲ 孫逸仙博士紀念碑。

▲
▲ 相傳黃興在紅樓旁邊種植了三棵桄榔樹，象徵孫中山的三民
主義──民族、民生、民權。

紀念碑上刻
有「國父革
命事蹟」，
以示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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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李紀堂去世後，紅樓的業權數度易手，現有四戶

香港與辛亥革命之歷史能凸顯香港在近代中國歷史

近二十名居民居住於紅樓內。紅樓不但出現失修狀況，

發展中的重要性，較為人關注的孫中山史蹟徑、孫中山

近日甚至面臨被新業主清拆的危機，幸獲建築事務署進

紀念館、中山紀念公園及百子里公園，分別動用了各界

行調查，並由屋宇署進

人力物力加以建設及保育，惟近日引起社會大眾關注的

行視察後定為非法清拆工

紅樓，雖未有確實證據顯示它與孫中山革命歷史有直接

程，迫令停止，並且張貼

關係，卻已成為社會集體回憶的重要一環，亦實為地靈

告示強烈警告任何人未經

人傑之地，能發揮教化的功能，任重道遠，必須重點加

許可擅拆紅樓即屬違法。

以保育。

更有有熱心市民發起一人
一信聯署，要求政府將
紅樓列為暫定古蹟，期望
與業主商討保留紅樓的方
案。
▲

孫中山「博愛」題字。

▲ 各界人士
主動組織
捍衛紅樓
不被清拆
的行動。
▲

「萬眾同心
護紅樓」
的口號。

▲ 孫中山的紀念像。

* 本文及相關照片的版權由筆者所有，未經同意不得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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