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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府於2013年提出「一帶一路」對外發展的重

要戰略，即「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

路」。「一帶一路」的目標是推動沿線各國，以實現經濟

政策協調，促進經濟要素有序自由流動、資源高效配置和

市場深度融合，共同打造開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區域

經濟合作架構。 該政策將以「五通」，即政策溝通、設

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為主要內容。

「一帶一路」在人文交流方面，將促進不同文明之間的交

流對話，加強各國人民友好往來，增進相互瞭解和傳統友

誼，為開展區域合作奠定民意基礎和社會基礎。

“我認為中國若要在國際上發揮更大的影響力，

除了增強規模龐大的硬實力之外，我們也要建立起富有

魅力的軟實力。中華民族博大精深的歷史文化，是全世

界人民最珍貴的財富之一，它應該展示出自己應有的價

值。在歐洲，越來越多大學開辦中國語言文學課程，並

設立了許多的漢學研究計劃。它們不但是為了針對漢語

人才的訓練培養，還大力推動中國文化、歷史、藝術及

戲劇等領域的學術研究和教育。” 

 賴志成老師為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言學系一級講

師，對漢學在歐洲的影響甚有研究，他認為隨著中國經

濟實力的增強，中華文化在國際間的影響力方興未艾，

中國的軟實力越來越吸引受到外國人的認同。

“中國在2013年提及的＂一帶一路＂政策，大力發

展中國和東南亞、南亞、中東、北非及歐洲各國的經濟

合作。中國與歐洲國家有更緊密經濟來往，歐洲大學興

起學中文熱潮。有見及此，我認為外國人學習漢語的熱

潮會歷久不衰。此外，香港教育大學也一直秉承“教與

學”及“國際化”的理念， 除了繼續提供教育培訓課程

以培育更多教育人才，更希望推動國際化發展及拓展內

地服務。在未來五年，教育大學將與內地及海外的策略

人物專訪 :

性夥伴發展合辦課程、教職員交流等有利於學生交流的

設施，並致力發展成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為教師教育及教

育服務的樞紐。”

賴志成老師為了實現教育大學的這兩項教育理念，

萌生了去歐洲地區的大學進行漢語教學，向外地學生講

解中華文化的計劃。他先後向歐洲不同的地區大學發送

電郵，希望能夠到這些學校進行訪問，宣揚中國文化，

並與各學校的學者、教師及學生交流心得。

“第一間回覆我的是德國哥根廷大學(Georg -

August-Universität Göttingen)，它於1737年成立，是一
所研究型大學。它是德國首屈一指的名校，迄今為止，

有47位諾貝爾獎得主曾在這裏學習、任教或研究，它是

拿破崙、「鐵血宰相」俾斯麥等人的母校，該校更是歐

洲的漢學重鎮之一。它也吸引大批青年科學家，優秀研

究人員和學者學校憑藉多樣化課程設置、研究導向型教

學和優越的科研環境而遠負盛名。該校的東亞研究所邀

請我擔任訪問講者，與當地的師生交流。那次我的演講

題目是Intercultural differences  in  language  from  the 

lens of colour  related expressions〈對外漢語教學之

–中英色彩文化與語義對比〉。”

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言學系賴志成講師

圖 1 德國哥根廷大學 (2015 年 7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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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老師認為是次的講座非常成功，在場的聽眾分別

是來自德國、法國、美國、意大利等地區的師生，他們

都積極發問有關中文教學及文化的內容，賴老師自己也

從中有所得益。現在，他擔任該校的客座研究員，和歐

洲的學者們一起進行對外漢語學術研究。

其後，他也受到其他大學的邀請，進行學術講座、

授課及與當地學者合作研究與漢語相關的學術研究等項

目。

“去年十二月我受到瑞士巴塞爾大學（Universität 
Basel）邀請為訪問講者，巴塞爾大學位於瑞士的第三大

城市巴塞爾，是瑞士最古老的大學，它成立於1459年，

著名思想家伊拉斯謨斯、尼采，以及數學家雅各布、約

翰和丹尼爾·白努利曾在此執教，這間大學更可以說是

歐洲漢學的後起之秀。我通過演講和工作坊，希望使當

地學生能對中國有更多了解，並通過討論和探索形成新

的觀點。現在，該校已經舉辦了許多的學術講座，介紹

中國文化領域的學術研究，並開展學術交流。巴塞爾大

學還開設語言課程和教師培訓課程，促進當地學生漢語

水平及漢語教師教學能力。後來，該校學者再次邀請我

進行對外漢語公開授課活動。＂

據我的了解，巴塞爾對於賴老師來說可以說是他生

命中最重要的地方之一，因為現在他的太太正在這裏工

作，兒子和女兒也在這裏讀書呢！

“四月份的時候，另一間學校，德國弗萊堡大學

漢學研究所也邀請我當作為訪問講者及與學者們合作進

行漢學學術研究，並在當地進行學術演講。弗萊堡大學

（Universität Freiburg），全稱為阿爾伯特－路德維希－
弗萊堡大學（Albert-Ludwigs-Universität Freiburg），是
位於德國巴登－符騰堡州的弗萊堡市的一所公立研究型大

學。該校建校於1457年，是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第二

所大學，也是德國最為古老的大學之一。學校由11個院

系組成，有着教授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傳統。曾

有許多西方學者在弗萊堡大學學習或任教，如馬丁·海德

格爾、馬克思·韋伯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等。迄今學校

共產生過13位萊布尼茨獎（德國最高科研榮譽）獲得者

以及10位諾貝爾獎得主。我演講的題目是‘New Chinese 

Textbooks, New Citizens’（新國文，新國民），學者

們都對我所介紹的清末民初的國文教科書非常感興趣！現

在，我也擔任該校的客座研究員。”

圖 2 瑞士巴塞爾大學 (2015 年 12 月 )。

圖 3 德國弗萊堡大學 (2016 年 4 月 )。

賴志成老師認為歐洲學術界對漢學的研究越來越充

滿興趣，在歐洲，中國語言、文化、歷史、藝術等學術

研究的前景非常光明。賴老師認為「一帶一路」的政策

將會大大地促進歐洲的漢學發展，他更希望乘著「一帶

一路」政策的東風，中華文化教育事業能在世界各地有

更大得發展，中華文化能為人類作出更大得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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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是一項由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3年9

月所倡議的對外經濟合作策略，旨在推動沿線參與國實現

經濟政策協調、發展與沿線參與國的經濟合作夥伴模式，

是中國對外發展劃時代的里程碑。 當中汲及的主要發展

內容，包括促進沿線國家的基礎設施互通、降低貿易投資

成本、深化多雙邊金融合作及加強人文交流等，對沿線參

與國的經濟發展有重大幫助。而「一帶」意指新絲綢之路

經濟帶、這條經濟走廊取名於古代絲綢之路的概念，由中

國橫跨至歐亞大陸的經濟帶。而「一路」則是一條向南拓

展、連接印度洋至歐洲的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在這裏，我們將簡述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中一個途

經的重要地區 —─ 非洲。當中，非洲各國的政經環境是

一個怎樣的境況呢？而一個自然資源

極豐富的地區又能否透過一帶一

路獲得裨益、達致經濟互通

呢？

埃及

埃及位於非洲的東面，人口超過9,000萬，是中東地

區發展程度最高的經濟體之一。近年來，埃及的政局漸趨

穩定，且前軍方領袖塞西於總統選舉中取得勝利，有效推

動埃及經濟穩定地發展。服務行業佔埃及國民生產總值約

45%，而旅遊業更是埃及重要的經濟支柱，如2010年到

訪埃及的旅客便達1,470萬人次。

加上，埃及的自然資源極為豐富，十分依賴石油出

口，石油出口佔全國總出口約40%，但另一方面，埃及失

業率長期高企，而且通脹加劇，因此急需外來融資。這些

誘因亦解釋了中國為何迅速拉攏埃及參與「一帶一路」。

「一帶一路」對於兩國的經濟互通上，亦扮演着縍造者的

角色。2016年1月，中國宣布向埃及提供17億美元貸款，

而埃及亦將總值15億美元的基礎設施、能源及建設項目

批予中國企業。同月，中國亦在阿拉伯聯盟會議宣佈與埃

及簽署15項協議，包括交通、電力和基礎設施等項目。

中國在這些項目的投資額更達到150億美元，成就了

「一帶一路」中所倡議的設施聯通及貿易暢通。

文：吳挺愷 ( 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文教育榮譽學士課程一年級 )

走近他鄉—一帶一路之

　圖 1 埃及

非洲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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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哥

多哥位於非洲西面的沿海國家，全國總人口超過680

萬，佔地約5萬6千多平方公里，經濟主要依賴轉口貿易及

農業、而開採磷酸鹽礦已是最重要的經濟活動。多哥交通

及能源等基礎設施落後，投資環境欠佳，更曾被聯合國列

入為世界最不發達國家之一，究竟一個現代化水平低的國

家如何能透過「一帶一路」相互獲得裨益？

早在1972年9月19日，中多已建立外交關係，中國

一直因國際義務而扮演着援助者的角色，過去十年，中國

在多哥修建了公路、鐵路、機場和港口等基礎設施，而多

哥便為中國輸出礦產資源及製成品等，推動雙邊貿易快速

發展。至2015年，中國與多哥進出口貿易總值更達23.97

億美元。近日，多哥總統福雷更將自己的國家向中國推薦

為在西非地區發展「一帶一路」計劃的支點。而正正因為

中國早在當地協助發展基礎設施，令多哥具有許多發展優

勢及潛力。福雷稱希望將多哥發展成物流走廊，打造成

「一帶一路」西非物流樞紐、提升貿易便利化水準。若多

哥成了「一帶一路」西非的支點，正能善用多哥的沿海優

勢及基建設施，隨著海上絲綢之路的經濟帶發展物流業、

帶旺周邊城市，更能讓產業單一化的多哥步向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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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亞

肯尼亞位於非洲的東面，土地面積約58萬多平方

公里，人口達四千多萬。其經濟發展模式主要依賴旅

遊業、農業及工業， 國民生產總值的近六成都來自旅

遊業，因肯亞具有良好的基礎設施和交通，可達度比

周邊各國高，每年均吸引大量旅客到訪。由於肯尼亞

是東非各國經濟發展較好及政局較穩定的國家，成為

中國實現一帶一路中「走出去」戰略的不二選擇。

中國早在1978年便與肯尼亞簽訂貿易協定，協

助肯尼亞的埃爾多雷特醫院擴建工程、建設莫伊國際

體育中心及塞勒姆公路等項目。而近年中國外交方針

由單純援助變為「投資承建」，2015年中國公司更承

接肯尼亞34.7億美元基建項目，雙邊貿易額大幅的增

長亦標誌著「一帶一路」在肯尼亞發展的先聲。肯尼

亞更是新絲綢之路建設中，獲得中國資金援助最多的

國家。2014年5月李克強總理訪問肯尼亞期間，中肯

簽署了關於蒙巴薩-內羅畢鐵路協議，揭開了「一帶一

路」在肯尼亞的序幕。鐵路的建設將把中國的資金、

技術、標準、裝備製造和管理經驗帶入非洲，體現了

「一帶一路」在東非的航空、鐵路、公路上「互聯互

通」。在一帶一路的推進下，中肯合作更趨緊密、亦

逐漸加強了中國在東非的影響力。

　　 總結來說，「一帶一路」的進程

標誌着廿一世紀的經濟合作夥伴模式趨

向全球化，而當中非洲在「一帶一路」

中扮演的角色將更為複雜，有論新殖民

主義正入侵非洲、亦有論中國藉此擴

張政治勢力。無論如何，可以肯定的是

非洲的自然資源豐富、人口及勞動力龐

多，更是一個發展中的國家；其發展潛

力之大，對中國以至世界的自然資源運

用有着極其重要的影響。在中國產能過

剩而尋覓出口的前提下，如何能公平分

享利益、推動非洲自主發展工業，將是

更首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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陝西省西安市為我國四大古都之首、絲綢之路經濟帶

的新起點。隨著「一帶一路」的推進，西安在內陸改革開放

進程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為此，本會於2016年7月17至22

日期間舉辦「西安文化教育交流團」，帶領25名來自不同學

校的校長及教師到訪西安，進行一系列的教育考察及文化交

流活動，以加深教師們對西安以及國家「一帶一路」倡議的

認識。

在六天的行程中，團員們面對面地與西安當地教育工

作者進行交流：於西安交通大學聽取馮宗憲教授的「一帶一

路建設與區域經濟合作戰略」專題講座；於陝西省教育廳聽

取陝西教育科學研究院院長王越群教授關於「陝西基礎教育

的發展回顧和展望」的專題講座；於關中書院（現屬西安文

理學院）聽取賈俊俠教授對「西安歷代教育情況」的講解。

除學術拜訪外，是次交流團還安排團員參觀秦始皇

兵馬俑、西安博物院、大唐西市博物館、碑林博物館、張

學良公館、明城牆、華山及絲綢之路群雕等富有歷史教育

意義的景點，考察西安的不同面貌，並從中體會中國歷史

文化的淵博。

活動回顧

絲路起點—西安考察團記

 交流團大合照（於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門前）。

西安交通大學「一帶一路」講座。

▲「陝西基礎教育」講座。

▲

 參訪關中書院。

▲

  參觀西安博物院。

▲
 小雁塔前的「like」。

▲ 仰望華山。▲ 碑林博物館 - 拓碑（3）。

▲ 碑林博物館 - 拓碑（2）。

▲ 碑林博物館 - 拓碑（1）。



圖•文：彭淑敏博士

九龍寨城修建於1847年，直至1993年清拆，經

歷146年歷史。自第一次鴉片戰爭（1840-1842）

後，英國在港建立殖民地，佔領香港島，自始寨

城的防衛功能更見重要，清政府增設堅固的城牆，

加建瞭望台及城門。其後英國於第二次鴉片戰爭

（1856﹣1860）後，進一步佔領九龍及新界，於

1899年把清廷官兵趕走，寨城因此成為「三不管」

的無政府狀態。

▲ 九龍寨城公園一號至六號展覽館

院的青磚建築，裝飾樸素，是寨城現存唯一的歷史古建

築物，獲古物諮詢委員會評為香港法定古蹟，並由康樂

及文化事務署負責管理。

衙門內設有六個小型展覽館，透過圖像和聲音廣播

重現當年居民的生活點滴，展示寨城橫街窄巷的獨特面

貌，並介紹特當年的家庭手工業，包括無牌牙醫診所、

家庭式糖果廠和小型製麵工廠。當時的居民長期面對水

電供應不足、衛生情況惡劣等苦況，但是房屋租金較城

外低廉，對於貧苦大眾來說仍有吸引力。

▲ 九龍寨城公園

寨城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1939-1942）的戰火摧

殘，日軍為了擴建啓德機場把城牆拆毀，取走所需石塊

物資。戰後寨城成為貧苦大眾的容身之所，僭建了大量

房屋，根據清拆時的統計，建築物的總數已經多達三百

多棟。由於缺乏政府監管，居住環境十分惡劣，成為罪

惡之城，也成為城外人尋幽探秘之地，吸引外藉人士入

內參觀。面對九七回歸，在《中英聯合聲明》（1984）

簽訂後，中英雙方達成協議清拆寨城。日藉考察研究學

人在寨城清拆前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記錄，成為今天我

們了解寨城歷史的寶貴資料。

寨城原址改建成為九龍寨城公園，佔地31,000平方

米。公園設計以清初江南園林為藍本，布局優美，景色

怡人，榮獲國際園藝博覽會設計優異獎，於1995年年底

正式開放。公園的戶外展區設有八大景區，以原址內的

衙門為中心，置身其中可以感受昔日寨城的歷史風貌。

衙門原為大鵬協副將及九龍巡檢司的官署，採用三進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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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淑敏博士，香港樹仁大學歷史學系高級講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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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歷史古蹟的蛻變與活化 –

「九龍寨城」 



▲ 園內「衙府緬昔」景區 ▲ 衙 門 曾 用 作 為 照 顧 老 人 之 院 舍， 因 此 正 門 刻 有
「ALMSHOUSE」，即廣蔭院。

▲ 寨城內僅存的古炮 ▲ 衙門旁邊的園內放置了昔日寨城龍津義學的對聯

▲ 衙門內展出清代文物─大鵬協副將
張玉堂（1794-1870）「墨緣」拳書

▲ 位於衙門旁的廣蔭庭，設於「四季同馨」景區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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寨城公園內的另一項法

定古蹟為「南門」遺址，展

示《九龍寨城公園碑記》及

寨城清拆前的剖面圖，而銅

鑄寨城模型亦相當吸引，有

關寨城於清拆前的擠迫情

況、樓宇的大小和高低、於

天台上非法加建的樓層也一

一重現眼前。

▲ 園內「南門懷古」景區及寨城清拆時發掘出來的牆基

▲ 花崗岩石額──「南門」及「九龍寨城」

▲  銅鑄的九龍寨城模型

▲ 紫薇花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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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園中的姻緣雙石──「天作之合峯」與「鸞鳳和鳴峯」。 ▲ 「獅子窺園」景區內的邀山樓

▲ 「海濱鄒魯」照壁 ▲ 「歸璧半亭」景區的歸璧石

▲ 「棋壇比弈」景區內的弈園，在地上以卵石鋪砌巨型棋盤。▲ 「生肖倩影」景區內的童樂苑，展示中國十二生肖的青白石
雕，栩栩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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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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歸璧石旁的「魁星半亭」，相傳魁星是文昌帝，能保祐士子考試及第。

▲ 走經龍津路、龍津一巷、龍津二巷和龍津後街後，便可到達龍津石橋。

▲ 北門附近的「龍城鎮將」

▲ 寨城公園內的瀑布

九龍寨城公園以歷史古蹟配以嶺南園林景

觀，玲瓏秀麗，水木清華。此外，園內保留了

昔日的街道，包括上文提及的龍津路、龍津一

巷、龍津二巷和龍津後街，還有龍城路、光明

路、光明巷、光明二巷、光明三巷和大井街，

你有興趣找找看嗎？

▲ 在紅葉徑的鄺日修峯，是記念聖公會鄺日修牧師
（1840-1921）為寨城居民服務的貢獻而立。

26  ecampustoday  Vol.2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