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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廖珩紫、劉維佳 ( 香港教育大學語文研究榮譽文學士（中文主修）二年級 )

專訪香港史學會總監鄧家宙博士

尋找古代
「海上絲綢之路」的足跡

　隨著「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在2017年5月

14至15日於北京召開，吸引全球29位國家元首、政府首

腦及聯合國秘書長、紅十字國際委員會主席等重要國際

組織負責人出席，加上來自130多個國家的約1500名貴

賓參與是次論壇，說明「一帶一路」已經成為現今全球

最矚目的議題。

今天，我們邀請到香港史學會總監鄧家宙博士教我

們怎樣從香港歷史尋找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足跡。

 1.  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起源

今日中國倡議的「一帶一路」和古代的絲綢之路的

概念是完全不一樣的，二者雖然在地理上重疊，但「古

代絲綢之路」主要是由政治、軍事、生活的需要向外尋

找資源而形成。由於「嶺南」的特殊地理環境，大庾嶺

把廣東和江西等內陸地方分割，使到交通不便，形成了

很大阻隔，資源較難由中原地區運入廣東。因此漢代民

間便已經建立了一條相當規模的海上網絡來解決問題。

唐朝設立「市舶司」(即海關)之後便開始有了「海

上絲綢之路」這個官方概念，民間亦開始與東南亞有海

上貿易(1987年，廣東省陽江市就發現宋代「南海一號」

的沉船遺跡，發掘出大量貿易用的瓷器足以證明)。當

時的「海上絲綢之路」是國家和民間共同構建出來的。

而現在的「一帶一路」最大的特點是國家由於經濟原因

主動開發，有一個非常清晰的願景，若是以民間經濟主

導的話，陸路和海路很少會同時發展，但現在的一帶一

路則是同時開發陸路、海路，將不同地區的資源，通過

陸路和海路連接，從而形成一個經濟帶，並由此帶動經

濟、民生和文化互通。▲ 鄧博士正在接受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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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屯門是古代「海上絲路」的要道，「古
塔」標誌著香港與「海上絲路」的關係

青山寺院杯道禪師，是一個天竺人(印度人)，史料

記載他去東南亞的時候是要等東北風才能出發，而屯門

青山灣的神像正是其等東北風的一個地點。此外，屯門

亦是古時東南亞等國進入廣州的一個外港。「屯」的意

思即是駐兵，新唐書中有記載，「設屯門軍陣，置二千

兵」，這在當時來說已是一個較大規模的軍隊了，說明

當時出入珠江口的船隻很多，有軍事防備的需要。

▲「南海一號」復原船。

▲ 深圳博物館中的屯門海戰復原圖。

2. 從香港的出土文物發現古代「海上絲綢
之路」的足跡

線是由點構成的，而紐帶中的點，也即橋樑，是非

常重要的。從古代「陸上絲綢之路」來說，橋樑便是敦

煌，而香港和敦煌的角色是非常相似的，都是處於邊陲

地帶，連接著中原與東南亞。在古代，香港便是珠江口

和泉州之間的一個重要連接點。

從維多利亞港兩岸挖出來的的唐、宋錢幣、瓷器、

香料，到馬頭圍挖掘出來的一個北宋末期，南宋初期的

井(井的大小能反映當地的人口，專家指出，當時該口井

附近至少有二千人生活，而可以保存的如此完整、如此

大、雕刻得如此講究的井在中國不超過十個) 都說明香港

在古代的經濟相當活躍。加上佛堂門天后廟的大廟灣石

刻所記載的官世場即是古代一個「鹽官」(鹽業在古代來

說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產業)，亦可見一斑。

至於南宋皇帝逃跑的路線會經過香港，証明香港

當時有一定規模的軍隊和財力。相信隨著土瓜灣地區重

建，歷史文物不斷出土，香港在「海上絲綢之路」的歷

史足跡會越來越清晰。

▲ 南宋皇帝逃跑路線遺址——宋王台。

歷史上，香港在亞洲一直具有很強的地理優勢，亞

洲各個地區通航很多時都會經過香港。因此，我們可以

看到香港沿海地帶有很多「塔」存在，其中大部分都是

「古塔」，而有「古塔」的地方，便代表著以前這裡是

有很多船隻會經過的航道，例如西貢那邊就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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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年輕人如何學習絲路的歷史文化？

當今香港年輕人若想要學習絲綢之路的歷史文化，

必須具有兩方面的認知，分別是「地理的認識」及「世

界的觀念」。想要獲得地理方面的認知其實並不困難，

可以去找一些相關的書籍及歷史資料來看，還可以自己

對絲綢之路的地圖進行觀察研究，例如看一看沿路的地

形以及走向，如果感興趣也可以去本地以及周邊一些相

關的地點進行旅遊考察，有助於獲得一個親身的體驗。

至於世界的觀念，學生們就需要認識到絲綢之路自古

以來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文化經濟帶，我們需要注重語

言方面的學習，除了最基本的兩文三語，還可以試著去

接觸其他不同類型的語言，以便吸收來自不同地區的文

化，從而得到更加深刻的認知。

▲ 古塔。

▲ 鄧博士與記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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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張予馨 （香港教育大學 大中華地區研究榮譽學士三年級）

李浩然博士為清華大學法學

博士，主攻《基本法》研究，曾

擔任美國哈佛大學法學院國際金

融體系研究中心（PIFS）顧問、

清華大學基本法研究中心兼職研

「一帶一路」
李浩然博士為您解構

講座主要內容分為四部分：

(1) 李博士從四個主要層面來解構「一帶一路」：

1. 協調各國發展策略之間的對接，做到政策協

同；

2. 具體基建項目合作。例如：高鐵、公路網、天

然資源輸送管道等；

3. 設立各種資源配置平台作為支撐。例如絲路基

金、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 、金磚國

家開發銀行(新開發銀行) 及南南開發銀行等；

4. 涵蓋民間、社會團體的文化交流融合，增進瞭

解、建立友誼。

▲ 李浩然博士 。

究員、香港大學法律學院訪問學

者等職務。現為香港特區政府基

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委員、教育

局課程發展議會委員。

   「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於2017年5月17日

的「一帶一路」講座，邀請李浩然博士為同學們解構

「一帶一路」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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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博士認為，人們每每說起外國文化，都只會想到

西方文明，而忽視了東方世界。實際上，以西方文明體系

為主導的只是「半個世界」，而「一帶一路」恰恰為大家

帶來了認識東方世界的機會，這也是推動「一帶一路」的

意義。

「一帶一路」的出現不是突發事件，而是一個有歷

史淵源、有長遠發展的構思。

「一帶一路」是一套組合拳，其內涵不僅是經濟合

作，更是一次文化共榮的倡導。中國與亞、非、歐國家的

合作早在2013年提出「一帶一路」構思前就已開始，在

沿線的六十多個國家中，有一些國家甚至與中國有超過十

年的長期合作。而早在鄧小平年代，中國就已經提出改革

開放，不只是面對西方發達國家，還要面對中東亞的眾多

發展中國家的理念。

李博士提到，中亞及中東歐是文化藝術發達的地

方，那裡的十六個國家無一不有悠久的藝術、音樂歷史

與濃厚的文化氛圍。可惜一直以來這些國家之間的貿易

投資合作甚少，而這一局面直到2012年中國提出《中

國–中東歐國家合作中期規劃》(即16+1合作)才被打

破。

中國的一些工廠轉移到地價與勞動力更為低廉的發展中

國家。在建設亞、歐、非鐵路的計劃中，除了因為中國

的高鐵建設技術已進入世界頂尖行列外，亦出於地理位

置方面的考慮：因為外國唯有與中國已有的高鐵系統

「接軌」，才有可能實現幅員更廣大的鐵路系統。

另一方面，中國與非洲國家的合作一向非常緊密，

非洲有很多鐵路早年已是由中國建設。最近十年，在內

戰逐漸平息的情況下，非洲東部國家經濟迅速發展，其

中肯亞更達到多年雙位數GDP增長，逐步追上發達國

家。中國與這些非洲東部國家，如吉布提，也都簽署了

多項基建協議。

▲ 中國與俄羅斯東歐中亞的文化交流活動。

 (2) 中國以「一帶一路」來實現真正的全球化

談到中國在中亞各國的投資，中國與亞、非各發展

中國家的合作，其實是世界經濟結構中正常的產業轉移，

在中東地區，2004年開始舉辦的「中阿合作論

壇」，標誌著中國與阿拉伯國家的合作，而且越來越密

切。由於阿拉伯半島的政治複雜，經常有宗教衝突，那裡

的兩個最大的伊斯蘭教派：什葉派與遜尼派，長年處於衝

突之中。中國在此問題上一直保持中立。2016年，習近平

主席新年訪問的第一個國家是沙特阿拉伯，隨後再去埃及

和伊朗，而早在2015年底，習主席就完成土耳其的訪問。

既訪問了什葉派國家，也訪問了遜尼派國家。

(3) 中國以實際行動將「一帶一路」連成一圈

八年前，中國投標奪得了巴基斯坦的重要港口瓜達

爾港的發展權(取代了星加坡)，亦計劃與更多國家(從馬

六甲海峽直到亞丁灣)合作建立更多貨運港口。這些港口

能夠讓中國在傳統的海上運輸要道之外開闢新的通道，

形成了「一帶一路」上的「中國海外港口珍珠鏈」。

▲ 中國與非洲各國的基建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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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新歐鐵路」(由重慶出發，直達德國杜伊斯堡) 跨

國鐵路系統由於途經的所有國家(哈薩克斯坦、俄羅斯、白

俄羅斯、波蘭、德國)都同意「一站式安排」，簡化各國的

關稅檢查等繁瑣程序，在開通後四年之間(2012-2016) 便

將進出口貿易額由每年124億美元增長7倍至955億美元。

這個例子說明只要國與國之間政策協同，透過共同開發基

建項目，最終就能達到「互利共贏」。

(4) 李博士寄語年輕人學習外語

李博士希望年輕人可以放眼將來，除了兩文三語，亦

可學習俄文和阿拉伯文，因為「一帶一路」上的國家主要

是用這兩種語文。他相信隨著 「一帶一路」政策逐步落

實，中國與歐、亞、非的陸路和海路逐漸連成一圈，實現

一條可持續發展的人類新絲路。

▲ 「一帶一路」上的中國海外港口珍珠鏈。

「一帶一路」上的中國海外港口珍珠鏈

主
要
區
域
合
作

● 中國—中東歐

● 中國—阿拉伯國家合作論壇

● 中國—非盟 2063 願景

● 歐亞經濟聯盟

● 中巴經濟走廊

● 孟中印緬經濟走廊

● 歐亞倡儀

● 中國—東盟自貿區

▲ 渝新歐鐵路。



動漫基地位於香港島灣仔

茂蘿街7號，是市區重建局的第

一個保育活化項目，於2013年

落成，由香港藝術中心負責營運

和管理，也是市區重建局和藝術

中心的重要合作項目。動漫基地

的特色在於以文化創意為營運主

題，整個藝術中心的活化項目

原址為茂蘿街1號至11號單數門

牌及巴路士街6號至12號雙數門

牌，前後共有十幢戰前樓宇，約

建成於1910年，已獲評為香港二

級歷史建築物，至今已經超過一

百年歷史。

這些歷史建築物經活化後，

不但保留了原有的建築風格和物

料，還可以成為展示香港動漫文

化的場地，增添社區生活的色

彩。

圖•文：彭淑敏博士

▲ 動漫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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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淑敏博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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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市區重建局的第一個保育活化項目 ─

「動漫基地」



▲ 動漫基地的前身是綠屋，是香港四層高的典型唐樓，木樓梯
反映昔日民居的建築特色。

▲ 中式斜瓦頂。

▲ 餐廳在活化後保留了舊建築物的紅磚牆。

▲ 露台是唐樓常見的建築特色。

▲ 保留了的窗反映香港建築薈萃中西的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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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及相關照片的版權由筆者所有，未經同意不得轉載。

香港是繼日本和美國之後的全球第三大漫

畫市場，動漫基地作為第一個以動漫創意配合

活化歷史古蹟的文藝社區，發展成為新文化地

標，以推動本地動漫行業為其特色。有說香港

漫畫在灣仔萌芽，香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至九

十年代的著名漫畫家─黃玉郎和上官小寶都

是在該區成長的，而香港動漫電玩節每年暑假

都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辦，引起極大關注。

除了動漫天地外，你有沒

有興趣參觀灣仔金紫荊廣場的

香港動漫海濱樂園，又或到尖

沙咀的香港漫畫星光大道了解

多一點香港漫畫的發展呢？

▲ 香港本土經典漫畫──《老夫子》和《中華英雄》等。

▲ 動漫基地設有動漫沙龍資源中心，在漫畫閱覽室內展出歐美、亞洲各
國及本地特色的漫畫作品和資料。

▲ 活化後的社區共用休憇空間。

▲ 懷舊的愛群理髮早於 1926 年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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