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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蘇怡雯（香港教育大學中文教育系二年級）
鄺瑋瑤（香港城市大學中文系四年級）

問﹕教授在明報專訪中提及「一帶一路」
同香港歷史的關係，指出「一帶一路」
是陸上及海上絲綢之路。如果說是陸上和
海上絲綢之路，那其實香港和這兩者或是
「一帶一路」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甚麼
時候？

丁教授﹕「一帶一路」其實就是以往我們所說的

「絲綢之路」吧。相比起「陸上絲綢之路」，香港與「海

上絲綢之路」的關係可說是相當緊密，翻查古代的歷史便

可找到線索。

早於漢朝以前，廣州已成海港，而香港及澳門正好

扮演輔助的角色，活像一對「門神」，三者賴以為生。最

為明顯的例子是今日我們所稱的屯門，自唐朝起便是廣州

的一個外港。由於屯門灣的位置近海，船隻南下至其他亞

洲國家需靠東北風起帆，於是從廣州出發的船隻便來到屯

門停泊，等待風起後繼續航行。有記錄得知唐朝曾派軍駐

守此地，足見屯門在古代航海歷史上的重要。

另外，考古發掘出來的文物亦帶給我們一些啟示。

譬如在大嶼山白芒這一個村莊，曾經發現唐朝多作為外銷

出口的長沙窯；同樣地，在大嶼山的竹篙灣，出土過數

以千計的破碎瓷片，大部份是明朝中葉以後出產的青花瓷

片，當中亦有可能混雜其他東南亞地區如泰國所製的陶器

碎片；又例如大埔一處名為碗窯的地方，碗窯實為一種陶

瓷器，自明朝開始燒造，該處因而得名，而考古人員曾在

東南亞地區發現碗窯的蹤影。三個考古發掘例子，能夠

證明當時香港確有進出口貿易往來，再綜合香港的地理位

置，就更加不能否認香港的歷史與海上絲綢之路有著密切

的聯繫。

丁新豹教授，香港歷史
博物館前任館長，香

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客席教
授，研究範圍包括晚清外銷
畫、香港華人社會史、廣州
及澳門歷史等，在香港歷史
研究方面享有極高的聲譽。
今天，我們非常高興有機會
採訪丁教授，向他請教有關
「一帶一路」與香港歷史的
關係。

▲ 丁教授與同學合影

▲ 大埔碗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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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至近代歷史，外國商船順風來到瀑布灣取水，偶

然發現香港這地方既有航運路線﹕沿德水門，即今日的青

山，再出珠江口，上廣州；又有水深港闊的維多利亞港供

船隻停泊，有潛力成為轉口港。後來中英鴉片戰爭，中國

戰敗後，英國更有藉口取下香港，繼續發展。

問﹕特首梁振英常說香港在「一帶一路」
上擔當「超級聯絡人」的角色，香港
的歷史優勢仍然存在嗎？

丁教授﹕香港由1841年到1950年，基本上依靠出入

口貿易，等於以往的海上絲綢之路。香港開埠後，因為殖

民地身份，有英國法律保護，加上實行免稅優惠，對外匯

限制少，使香港好像磁石般，成功吸引華人及外國商人來

港營商。

華人中最典型的就是潮州商人。自清朝乾隆期間，中

國人口增長過急，對米糧需求大，潮州商人便從越南或泰

國運米到港，經港轉銷米糧往中國。其他貨物亦如是，因

而出現我們現時的「南北行」貿易。外國來港的商人更加

之多，如中東的猶太人、信奉拜火教的巴斯商人、印尼的

阿美里亞人等。反觀中國，在改革開放以前，都

是處於封閉狀態，不與外界交流，即便後來重新

對外開放貿易，基於濃厚的政治意味，商人仍舊

有所卻步。

從殖民地時期開始，英國人為香港奠定重

要的法律基礎，而在貿易的過程中，香港與世界

各地產生一種網絡連繫，以往在港營商的商人，

隨時代轉變，仍然可以利用香港已有的網絡去發

展、擴大生意規模，成為香港的優勢所在。

問﹕教授認為香港的年輕人對「一帶一
路」這概念的接受程度高嗎？

丁教授﹕牽涉到中國的話題，年輕人普遍是抗拒的，

這是事實。與其說「一帶一路」，倒不如說是絲綢之路

吧。絲綢之路是歷史名詞，當中不存在政治，而是歷史，

認識中國歷史、中亞細亞的歷史。香港在絲綢之路上擔當

一定的角色，年輕人是需要知道的。或許可以借此機會，

給年輕人補課，補歷史，當作是一種課堂外的趣味，沒有

考試壓力的，先了解自己的住居地，不要未接觸便抵觸，

就可以知道香港這個地方的特色何在，如何繼續發展，不

是出於經濟上的功利而去認識，而是我們的眼界需要擴

闊。

丁教授給年輕人的寄語﹕

不論香港或全球，各方面也有著很大的挑戰，所以每

個人都要充實自己，提高自身競爭力。與舊日相比，機會

的確少了，因此更需要好好進修，令自己有一定實力，才

能與人競爭。
▲

丁教授正接受訪問

於上期 ( 今日校園 212 期 ) 刊登的文章：「中西交流 文化交匯——人物專訪：

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言學系賴志成講師」中，作者為 陳惠琳（香港教育大學

中國語文榮譽教育學士一年級）。

更正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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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的影響下，各國之間的貿易愈來愈頻繁，

出現了更多的交流、合作，甚至劇烈競爭。若要在這個大

環境中穩中求進，創造對自己最有利的政治、經濟環境，

有遠見的發展策略是不能或缺的。故此，中國政府在2015

年3月28日發布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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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地描述了「一帶一路」

建設的框架思路、合作重點和合作機制。

根據香港貿易發展局的網頁資料顯示，「一帶一

路」通過五條路線貫穿亞歐非大陸，當中包括中國經中

亞、俄羅斯至歐洲；中國經中亞、西亞至中東、地中海；

中國至東南亞、南亞、印度洋。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

的重點分別是從中國沿海港口過南海到印度洋，延伸至歐

洲；和從中國沿海港口過南海到南太平洋。並以推動沿線

各國實現經濟政策協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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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宗旨，為中國的未來經濟

發展打下重要基石。而本文將集中討論參與的歐洲國家與

「一帶一路」的經貿關係。

細觀中國經中亞、俄羅斯至歐洲，沿途國家很多，

下面，讓我們介紹一下俄羅斯、捷克、塞爾維亞、波蘭的

情況：

首先是俄羅斯。俄羅斯在近年為提升經濟的多元

性，除了在以往的能源出產外，更投入了一系列的優惠

措施在醫藥及資訊科技業開發新產品和新技術的投資者身

上。除國內的措施外，為了降低貿易成本，加強互聯互

通，俄羅斯與很多國家和地區都簽署《全面性避免雙重課

稅協定》，旨在避免雙重課，香港就是其中一員，這對中

國的一帶一路戰略有着巨大的促進作用。

文：王秋萍 ( 香港教育大學中文教育榮譽學士二年級 )

歐洲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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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世界銀行的資料，捷克的人均生產總值來衡

量，其購買力在中東歐地區為最高的。故此其市場可算是

商家必爭之地，同時在歐盟新的普及特惠稅制於2014年

1月1日生效後，享有關稅優惠的國家由176個減少至不足

80個。然而中國仍然是受惠國，雖然部分貨品如玩具、電

氣設備等均已不能享受優惠待遇，惟其在一帶一路的推動

下，相信仍存在發展潛力。

總括而言，直至2016年，中國已與多個歐洲國家，

如俄羅斯、捷克、塞爾維亞、波蘭，以及希臘等等簽訂不

同形式的合作聲明，當中包括產能合作、農業之類的實務

合作，與各國銀行建立的雙邊本幣互換協議等等。宏觀來

說，各項措施除了為雙方已有的貿易提供更多有利的發展

條件外，更開闢了多種新的合作領域，如2015中希海洋

合作年則帶來了海洋科研、生態環保等良好前景。「一帶

一路」也間接為香港帶來了正面影響。如在中波的聲明

中，雙方支持深化多種領域，如電子商質、科技等的合

作，而根據政府統計處《香港質易統計》的數字顯示，以

上兩個範圍已佔香港在2016首三季對波蘭的總出口的四

成多，可見有關合作聲明不但對中波有利，更對本港的出

口貿易有利。由此可見，「一帶一路」無疑為我們帶來很

多正面影響，當中有穩定及加強各國現有的合作關係，而

更重要的便是開拓更多的交流範疇，令雙方的貿易更趨多

元化，為國家提供了發展經濟的質與量的有利條件。

另外，經貿研究的經濟師陳永健先生表示，塞爾維

亞近年正極積吸收外商的直接投資，涉及汽車、建築材

料、食品飲料、紡織、皮革和資訊及通訊科技等產業。而

在2016年6月18日簽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塞爾維亞共

和國關於建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亦進一步

確定該國與中國的合作關係，長遠在多方面有利雙方的發

展，對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也非常有好處。

波蘭人口約 3,850 萬，是歐盟內人口最多的東歐國

家。而在加入歐盟後，波蘭經濟增長強勁，購買力不斷提

高，推動消費市場擴展，令國內未能提供的進口消費品及

服務需求節節上升，同時也促使零售業升級整固，故此，

與波蘭相關貿易的潛力仍有待開拓。另外，波蘭是唯一從

2009年到2015年GDP持續增長的歐洲國家，同時沒有對

中國內地的紡織品、服裝以及非紡織品實施配額，以上兩

項元素亦為紡織品等商品的輸出貿易埋下利好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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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主辦，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

（語常會）支持及語文基金撥款的《小嘴巴．說大道理──普通話電

台講故事比賽》（2015/16年度）隨著於2016年8月27日舉辦的頒獎

典禮而圓滿結束。今屆賽事共吸引了近500位來自逾70間小學的學生

參加，演繹家喻戶曉或改編的中外寓言童話故事。入圍隊伍更可於電

台實地錄音，一嘗「開咪」滋味！

經過重重考驗，12支表現出類拔萃的參賽隊伍於

頒獎台上分別從dbc數碼電台助理監製及節目主持林

展澎先生（煎pan）、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理事會

副主席冼錦維先生和京港藝術學會主席譚成

珠教授手上接過獎項：

小嘴巴．說大道理
普通話電台講故事比賽》《

頒獎典禮

▲最積極參與學校大獎、初小組亞軍、高小組優異獎及冠軍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高小組亞軍──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學。

▲ 初小組優異──英華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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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小組

名次 學  校 故  事

冠軍 鳳溪創新小學 青蛙王子歷險記

亞軍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聰明的烏龜

季軍 福德學社小學 狼和小羊

優異 沙田崇真學校 和甘伯伯去遊河

優異 英華小學 一個豆莢裏的五粒豆

優異 東華三院李賜豪小學 大尾巴和長耳朵

最積極參與學校大獎 ——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高小組

名次 學  校 故  事

冠軍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兩隻貓

亞軍 鳳溪創新小學 滇王星

季軍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學 愛美的小公雞

優異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紙片上的字

優異 英華小學 晏子出使楚國

優異 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二校 害怕鈴聲的狼

▲ 高小組優異──英華小學。

▲ 初小組優異──沙田崇真學校。

▲ 高小組優異──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第二校。 

最積極參與學校大獎 —— 順德聯誼總會何日東小學

▲初小組優異──東華三院李賜豪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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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屆《小嘴巴．說大道理——普通話電台講故事比賽》即將展開！想再參加活動和比賽？密切留意香港中華文

化發展聯合會網站hkccda.org！

▲初小組季軍──福德學社小學。

得獎感想

鳳溪創新小學
李淑賢校長：

這 是 我 校 第 二 次 帶 同 學 參 加 文 聯 會 的 活

動——電台節目錄製，非常感謝文聯會給學生們

提供的平台，很難想像一名小學生可以在電台錄

製自己的節目，並且製作如此專業和精良。學校

把學生們錄製時的影片做成了光碟，這是送給他

們成長路中最珍貴的禮物。

（高小組）袁詠琳同學：

可以代表學校參加這次活動，我感動。學校

給我們很多的機會鍛鍊我們，記得校長給我們的

訓勉「比賽不要計較輸贏，關鍵是自己要有所收

獲，學校永遠支持你！」

（初小組）童雅馨同學：

非常幸運可以參加這次活動。第一次去電台

錄製節目，真是大開眼界，我現在還記得當時既

興奮又緊張的心情。

（初小組）甘樂雅同學：

能參加這次活動，我感到非常的榮幸，因

為不但能學到知識而且還可以增進同學之間的感

情。

福德學社小學
許老師：

這次比賽，除了可以給學生一個寶貴的經

歷去體驗廣播事業外，還提升了學生用普通話去

講故事的能力，更增加了學生的自信心，促進學

習。

▲初小組冠軍、高小組亞軍──鳳溪創新小學。



圖•文：彭淑敏博士

　紅磡觀音廟位於差館里，約建

於1873年（清穆宗同治12年），由當

時三約的民眾籌建，即紅磡、鶴園及

土瓜灣一帶的善信，包括家庭主婦、

商人及漁民等。其後，觀音廟曾於

1909年（有說是1910年）獲民間集資

重修。此外，據稱日軍於第二次世界

大戰期間曾轟炸紅磡區，觀音廟卻仍

可屹立如故，不少居民因而相信這是

觀音的顯靈，救渡眾生。時至今日，

該廟的善信仍然絡繹不絕，前來祈求

觀音庇佑，以趨吉避凶為目的。

觀音源自印度佛教，自傳入中國後，漸漸由男相轉化為女性，形象

端莊慈祥，因「觀其音聲，皆得解脫」，有聞聲救苦之意，故又名「觀

世音菩薩」，以「慈悲為懷、普渡眾生」受人敬仰，所以又普遍稱為

「大慈大悲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每年的農曆二月、六月、九月及十

一月的十九日都是觀音誕的日子，四次觀音誕分別為降生日、成道日、

飛昇日及入海成為水神之日。

	 	 	 	 	 	 	

紅磡觀音廟獲古物諮詢委員會於2010年評為一級歷史建築，是香港

九龍最大規模的觀音廟，由華人廟宇委員會管理。該廟於農曆正月廿六

日的觀音開庫時香火最鼎盛。「觀音借庫」是傳統民間宗教活動，信眾

於子時至亥時，即正月廿五日晚上11時至廿六日晚上11時，前往觀音廟

祈福和「借庫」，因而場面非常熱鬧，雖然沒有實質金錢獎賞，善信都

紛紛前來祈求財運亨通。「觀音借庫」已成為約定俗成的民間信仰，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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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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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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一級歷史建築 –

「紅磡觀音廟」 

▲ 紅磡觀音廟

▲ 紅磡觀音廟內的主祀觀音像



年「借庫」之時，千多名善信入廟參拜，廟內常常擠得

水洩不通。

觀音廟內保存了不少歷史文物，包括主祀觀音像、

配祀的太歲及列聖。值得注意的是，廟內也保存了紀念

重修落成和酬謝神恩的牌匾，以及一些專用的法器、銅

鐘、鼓和觀音廟廟誌等。

關於紅磡觀音廟的建築特色，採用一間二進的格局，

建立時享有面海的風水格局。以正殿供奉各神祇，正中

間為觀音殿，正門門聯刻上：「座下蓮花饒有西湖三月

景，瓶中楊柳分來南溪一枝春」，刻於1889年（清光緒

15年），觀音菩薩是慈悲和博愛的化身，門聯談及了傳

說中觀音坐在蓮花上修道，手持淨瓶和楊柳枝，以大慈悲

之心遍灑甘露法水，令眾生消災解難。觀音廟的兩側為廂

房，左邊是紅磡公所，曾被用作紅磡三約街坊會中醫贈診

所。右邊的書院歷史也非常悠久，以往曾用作為街坊會衞

生部，現已空置。

▲ 紅磡觀音廟現坐落鬧市之中，是香港九龍最大規模的觀音廟。

▲ 觀音廟的正脊上的灰塑和石灣陶塑，形態細緻生動。

▲ 紅磡觀音廟廟誌

▲ 在觀音旁邊供奉的太歲，相片中的善信祈求觀音靈籤，以求
指點迷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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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音是中國佛教著名的菩薩，除了觀音廟外，蓮花

宮及水月宮也是為供奉觀音而建成的廟宇。香港圍村的

神廳、祠堂也會供奉觀音，祈求保祐村民。今天亦有信

眾在家中供奉觀音，	反映信仰觀音菩薩的深入民心。你

有興趣發掘紅磡觀音街的歷史嗎？又或者可以到香港島

大坑蓮花街蓮花宮（香港法定古蹟）、九龍旺角山東街

水月宮（香港三級歷史建築）及新界大埔塔門下圍水月

宮（香港三級歷史建築）等，了解該古蹟在地區上獨特

的歷史意義。

▲ 觀音廟內配祀列聖寶殿 ▲ 觀音廟內的大香爐，善信們正在誠心上香，
香火非常鼎盛。

▲ 觀音廟內的法器及水果祭品

▲ 觀音廟內紀念重修落成的牌匾

* 本文及相關照片的版權由筆者所有，未經同意不得轉載。

▲ 紅磡觀音廟內的銅鐘和鼓

▲ 清光緒年間的善信為表示酬謝神恩的「婆心度母」牌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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