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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麥潤雯、黃秋兒 
 ( 香港教育大學 - 英國語文教育榮譽學士四年級 )

(一)認識葉國華

葉國華教授是一

位傳統愛國人士，政治

立場屬傳統左派，當

問到葉國華教授的政

治立場是否因為和中國

共產黨之間有甚麼淵源時，他表示自己生於戰爭期間，

當時感到能夠生存下來已經是最大的滿足，他深深體會

到和平的重要性。中國內地能在短短的幾十年能使幾億

人民脫貧，更成為一個超級強國，因此他認為中國政府

的政策十分成功。他表示甚麼黨並不是最重要，最重要

是它的功德。

「一帶一路」是行政長官梁振英最新發表的施

政報告的重點之一，但很多人對它一無所知。甚麼

是「一帶一路」? 「一帶一路」與香港有甚麼關係? 

讓葉國華教授向大家介紹「一帶一路」吧! 

葉國華教授對中國和香港政治有深厚認知。

他曾經是行政長官董建華的特別顧問，是香港政

策研究所的主席，亦是香港電台《五十年後》的

節目主持人。此外，他還編著不少有關社會和政

治的書籍呢!

葉國華教授談

(二) 甚麼是「一帶一路」?

「一帶一路」是「絲綢之路經濟帶」計劃 (即「一

帶」) 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計劃 (即「一路」) 的合

稱，是由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於 2013 年提出的跨國經濟

合作概念。葉國華教授表示「一帶一路」是借助歷史上

「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共享經濟的概念，而發展出

來的中國與全球共享經濟的目標。當中，共享經濟是關

鍵。借助古代的「絲綢之路」為歷史符號，中國能與「絲

綢之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建立經濟合作夥伴關係，共同打

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

同體和責任共同體，達至國家

間互惠互利的局面。

圖 2 葉國華教授著作

圖 1 葉國華教授接受採訪

「一帶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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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對「一帶一路」的看法

葉國華教授相信「一帶一路」是有益於「一帶一

路」的沿線國家，若「一帶一路」只能提供利益給中國

而不能提供於其他國家，其他國家是不會參與的。他認

為香港在「一帶一路」上擔當了中介服務及推廣的角

色，因為香港的自由度大，文化道德標準比較能達到國

際水平，教育質素比較高，香港在這些方面都可以幫

助推行「一帶一路」資金的籌集，提供組織管理聯繫。

而香港在協助中國推行「一帶一路」的同時，香港亦能

從中獲得經濟共享，就業率亦會因人才的需求而上升。

但當然，要實行「一帶一路」仍然需要多方面的配合，

而「一帶一路」的成功是需要一步一步累積，是漸進性

的。葉國華教授亦表示會為「一帶一路」作出貢獻，嘗

試在「一帶一路」的沿線國家興建學校。

(四) 實行上的困難

在實行上，「一帶一路」存在著多重困難，而每

間企業和機構所面對的困難也不同。因為計劃性質和施

政能力的差異，一些企業和機構能透過「一帶一路」所

帶來的機遇獲得事務上的成功，而一些企業和機構不

能。 葉國華教授認為企業和機構會遇到的困難包括全球

人民對計劃的不了解、沿線國家和地區的政治、經濟、

文化、宗教等人文上的矛盾、參與計劃的國家如何共享

經濟利益、沿線國家參與計劃時碰到的資金籌集困難、

技術標準差異、施行上的困難等。這些困難需時逐步解

決，不能平步青雲。

(五) 時下年青人與「一帶一路」

葉國華教授建議時下年青人首先要做好自己本分，

第二需要擴大國際視野。他強調學好中英文是首要的，也

要多關心和增加對「一帶一路」的認識。打好基礎才能把

握每個機會! 對於時下年青人政治冷感，他表示痛心，認

為現有的教育制度啟發不了學生。而對於年青人對中國疏

離，他認為是大眾傳媒導向了年青人的價值觀，令很多新

一代接收了這些主觀的資訊後不能對事件獲得一個清晰的

了解。這些因素可能會減低年青人對「一帶一路」的接受

程度，因而錯過「一帶一路」帶來的機遇。籍此，他重申

國際視野和批判性思考對年青人的重要。

給年輕人的寄語:
要看清形勢、選對自己的路、因為這是你們將來

要走的路。

(六) 給香港人的建議

葉國華教授認為香港藉著「一帶一路」而納入中國

主流發展會遇到困難，而困難主要是來自文化上的障礙，

即中國文化和香港文化的差異。近年來，香港人對中國語

文和中國文化的了解退步了不少，歸根究柢是因為大多香

港人對世界時事漠不關心。因此，他建議香港人擴大國際

視野，特別是中國現時在世界的地位和中國對世界的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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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府於2013年提出“一帶一路”的經濟合作概

念。“一帶一路”是“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

絲綢之路”的簡稱。穿越歷史長河，在公元前2世紀到公

元1世紀間，陸上絲綢之路就已有之，漢武帝時期，張騫

出使西域形成基本幹道。陸上絲綢之路一直保持至16世

紀。因為當時主要的交流貨品是絲綢，所以這條道路被稱

為“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 形成於秦漢時期，

發展於三國至隋朝時期，於唐宋時期鼎盛。陸上絲綢之路

和海上絲綢之路是古代中國和外國經濟貿易及文化傳播的

亞洲篇

重要樞紐。

如今的“一帶一路”所涉及的亞洲國家有中國（包

括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及澳門特別行政區）、菲律賓、越

南、柬埔寨、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文萊、印尼、緬

甸、孟加拉國、尼泊爾、印度、巴基斯坦、斯里蘭卡、馬

爾代夫、蒙古、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

坦、塔吉克斯坦、伊朗、科威特、巴林、阿聯酋、阿曼、

沙烏地阿拉伯、卡塔爾以及以色列。

圖 1 一帶一路示意圖

文：徐怡婕 ( 香港教育大學英語教育系三年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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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前的陸上絲綢之路與海上絲綢之路分別起始於

長安（今西安）及廣州、泉州等沿海城市，經河西走廊

至敦煌，之後分南北兩路。往北西行，經過渠犁(今庫爾

勒)、龜茲(今庫車)、姑墨(今阿克蘇)到達疏勒(今喀什)。

往南方向，自鄯善(今若羌)，經且末、精絕(今民豐尼雅

遺址)、於闐(今和田)、皮山、莎車到達疏勒。再從疏勒向

西，越過蔥嶺(今帕米爾)至大宛(今費爾幹納)。由此再向

西行可至大夏(在今阿富汗)、粟特(在今烏茲別克斯坦)、

安息(今伊朗)，最遠可到達大秦(羅馬帝國東部)的犁靬(又

作黎軒，在埃及的亞歷山大城)。沿途經過數個亞洲國家

及地區。那些沿途的亞洲國家是中西文化與經濟的交匯地

亦不失自己特色的人文魅力。無論是曾經或是現在，伊

朗、烏茲別克斯坦佔據其中較為重要的地理位置，是絲綢

之路不可忽視的樞紐地帶。

伊朗位於亞洲西部，古時被稱為“波斯”。如今作

為亞洲經濟主體之一，伊朗的經濟實力強，不僅是世界石

油天然氣大國，其工業、電子業也較為發達。翻開史卷，

四大文明古國之一的古巴比倫位於伊朗、伊拉克、敘利亞

一帶。作為最早文明發源地之一，波斯擁有無與倫比的輝

煌。時間追溯到公元前2世紀，絲綢之路的形成期，古波

斯因亞歷山大東征而被迫“希臘化”。在公元224-公元

651年，伊朗進入薩珊王朝，被稱為第二個波斯帝國。期

間，伊朗與中國關係友好，往來頻繁。之後伊朗進入由伊

斯蘭教領導的阿拉伯時期。元朝時期，伊朗一度被稱為伊

爾汗國，被蒙古人統治。直至19世紀前，伊朗的王朝更替

主要受周邊國家興起或國家內部衝突影響。十九世紀后歐

洲強大，伊朗經濟受其主導。如今伊朗建立共和國。

伊朗的歷史文化發展和形成過程中不斷地加入西方

和東方的元素，這使得伊朗的文化格外璀璨。中國人發明

了紙，而其傳入歐洲得益於伊朗人的幫助；多數人喜愛的

葡萄酒、冰淇淋的發明來自於伊朗人；伊朗人最早實行稅

收制度……不僅如此，伊朗人在文學、運動等方面亦有深

遠影響。不少詩人都受伊朗詩歌影響，如歌德、艾默生

等。《一千零一夜》家喻戶曉，同樣來自於伊朗。有關文

獻記載，馬球運動起源於波斯。

作為“一帶一路”的重要樞紐，伊朗在1970年代成

功從農業社會轉型為適應現代經濟的工業化現代化社會。

如今伊朗石油和天然氣的出口量占總出口量的80%，是世

界第四大石油生產國。伊朗輕工業亦有較大進步。如今經

濟實力位居亞洲第7位。21世紀初，伊朗服務業占伊朗生

產總值最多。伊朗正在經濟轉型。有望成為全球主要經濟

體之一。

圖 2  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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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茲別克斯坦也是著名的“絲綢之路”古國。和中

國有著悠久的歷史聯繫。烏茲別克斯坦早起的歷史與伊朗

相似。至19世紀六七十年代，部分領土合併到俄羅斯，隨

後併入蘇維埃共和國，於1991年宣佈獨立。

烏茲別克斯坦人有兩大特長，一、能歌善舞，二、

心靈手巧。無論是大型節假日還是親朋聚會，烏茲別克斯

坦人都會用歌聲和舞蹈傳達內心的喜悅之情。他們喜歡在

枕巾、帽子、衣服等地方繡上美麗的刺繡。他們的刺繡工

藝極具盛名。因烏茲別克斯坦人信奉伊斯蘭教，所以他們

對於飲食、婚禮、男女地位等問題上有嚴格的規定。比如

不吃豬、狗、驢肉以及動物血等。因為人們的觀念認為多

子多福，因而普遍家庭孩子多。烏茲別克斯坦是一個較年

輕化的國家。

烏茲別克斯坦是一個自然資源豐富的國家。和其他

西亞國家相似，烏茲別克斯坦依靠石油和天然氣獲得大量

收入。因為有豐富自然資源的支持，烏茲別克斯坦的農業

經濟發達。其國民支柱產業是黃金、棉花、石油、天然

氣。

伊朗和烏茲別克斯坦有過共同的歷史，相似共通的

文化。兩個國家如今正處於經濟轉型期，其軌跡已逐漸不

同。但不可否認，無論兩國未來發展軌跡有多大偏差，兩

者經濟文化必然會互相影響。

地理位置的獨特、千年文化背景的支持，伊朗和烏

茲別克斯坦再次參與到“一帶一路”的貿易合作中。在如

今全球化經濟文化大融合的時代，伊朗和烏茲別克斯坦這

兩個位於亞洲西部的國家，正傳承

著昔日“絲綢之路”的使命。它

們將帶著其獨特的人文底蘊在

全球經濟的熔爐里歷練，

在世界歷史的長河中屹

立。

“ 一 帶 一 路 ” ，

會為世界帶來繁榮，會

為世界帶來和平，就

讓我們為人類美好的

未來祈禱、歌唱吧！

圖 3 烏茲別克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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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展的5位畫家及攝影愛好者於6月28日在展場舉行

導賞活動，與學界分享創作心得。現場參加的同學表示這

是他們首次接觸到水墨畫的創新一面，大開眼界。

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下稱本會）致力推廣藝術

文化，鼓勵大眾認識及參與藝術發展，締造文化創意氛圍。

本次「早春黃山行──水墨•攝影聯展」的創作靈

感來自於參展畫家黃孝逵老師、高杏娟老師、熊海老師、

趙志軍老師、陳鏡田老師以及攝影愛好者曹啟樂校長、呂

志剛先生、謝炳堅先生、周惠玲女士在安徽黃山、江西婺

源進行藝術交流時的見聞。藝術家們以不同媒介與技法詮

釋山光水色，將山水的萬象異趣與藝術的無窮變幻糅合為

一，為觀眾帶來別樣的藝術觀感。

活動回顧

▲ 畫中的黃山。

▲ 開幕式現場。

聯展於6月24日在「168畫廊」以樂林中樂社的中樂

演奏揭開活動序幕。開幕禮上邀請了本會名譽會長暨香港

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馬逢國 SBS 太平紳士、謝偉俊太

平紳士、楊向傑先生、籌備委員會主席徐子晴小姐以及參

展代表黃孝逵老師致辭。

本次聯展吸引了眾多人次參觀，並於6月30日圓滿結

束。觀眾透過這次的展覽，能對藝術多樣化之發展、創作

與生活的關係有更深的認識，從而了解藝術的魅力。

　　

　　

▲ 陳鏡田老師導賞中。

▲ 高杏娟老師導賞中。

▲  參展者與學生團合照。

─水墨•攝影聯展



圖•文：彭淑敏博士

　前荔枝角醫院位於九龍青山道，坐落荔枝角山崗

上，遺址鄰近美孚港鐵站，交通十分便利。前荔枝角醫

院於1992年獲古物諮詢委員會評為三級歷史建築，並與

鄰近的歷史建築群於2008年納入為香港特區政府發展局

的首期《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項目之一，也是當中

規模最大的活化項目。2009年由當代國學大師饒宗頤擔

任榮譽會長的非牟利機構──香港中華文化促進中心，

獲選主理復修、保育活化和日常營運的工作，以秉承

「文化傳承」的理念為目標。前荔枝角醫院依山而建，

經活化後的饒宗頤文化館環境優雅，保育成為推廣歷史

文化和藝術的新地標。

饒宗頤文化館承傳百年使命，保留了十多棟歷史建

築物，融合在自然生態環境的同時，也改變了原有的用

途，以建築群活化成為文化園林，突顯歷史發展的延續

性。活化後的建築群分布在上區、中區及下區，展現了

中西建築特色的和諧交融 。

▲  由正門進入即可到達饒宗頤
文化館的下區。

▲

 國學大師饒宗頤的銅像。

▲ 色 彩 鮮 艷 的 荷 花 池 擁 有
「天光雲影」之稱譽。

▲ 饒宗頤文化館正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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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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饒宗頤文化館」 



下區的古建築群約建於1920年代，昔日曾用作為

宿舍的飯堂、辦公室和廚房等， 於2012年6月完成活

化後，免費開放給予公眾參觀。該區的三幢單層紅磚建

築，現已改建為藝術館（P座）、保育館（Q座）和接待

處（W座）。

廠並立，反映建築群在未被填海時的地理優勢。雖然關

廠的木建築未能保存下來，但卻在文化館東邊山坡上發

現「九龍關地界」碑石，證實了1898年前中英分界的所

在地。

▲ 藝術館

下區的藝術館設在P座，常設展覽以介紹國學大師饒

宗頤的學術和藝術成就為主，並展出饒公的書法作品、

畫作真迹、掛軸、詩詞及著作手稿等，包括他的首部著

作《潮州藝文志》及最近期的畫作《荷花四屏》，同時

也於館內展出其他著名藝術家的作品。

▲ 中式雙層瓦片屋頂的紅磚古建築。
▲ 保育館

保 育 館 則 改 建 在

Q 座 ， 分 為 「 百 年 使

命」、「見證變遷」、

「杏林春暖」及「文化

傳承」四個展室，透過

文字、歷史圖片及口述

歷史訪問，闡述建築群

百多年來的變遷及其歷

史意義。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英國在南非建立殖民地

後，招聘大量華工到南非進行開礦工作，因而藉著建

築群臨海的地理優勢，興建華工的屯舍，俗稱為「豬仔

館」，以方便集合來自河北、山東和河南等地的「豬

仔」勞工。直到1910年，屯舍改建為檢疫站，設有醫

院、宿舍、廚房和洗手間等。

▲ 外牆轉角使用弧形的設計，能避免行人路過時受傷。

　　

饒宗頤文化館的園林建築群居高臨下，昔日依山近

海，見證了香港社會不同時代的歷史變遷。建築群早於

晚清時用作為稅關，於1887年成立粵海關的九龍關分

關，與汲水門關廠、九龍城關廠、佛頭洲關廠及長洲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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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由於下區的地勢偏僻，遂改建

為荔枝角監獄，以解決當時域多利監獄的囚犯眾多的問

題，並集中囚禁男性犯人。再於1931年，在中區和上區

加建女子監獄。直到赤柱監獄成立後，建築群於1938

年再改建為荔枝角傳染病醫院，專責收容和醫治痲瘋病

人，亦藉著遠離市區的地理優勢，提供較為清靜的環

境，讓病人獲得適當的隔離治療。

　　

五、六十年代，荔枝角傳染病醫院主要醫治在新界

和九龍患上傳染病如天花、百喉、霍亂的病人，而當時

香港大學醫學院的學生在畢業前，也必須在該院傳染病

房完成實習課程。直到1975年，瑪嘉烈醫院成立，荔

枝角醫院改為精神病療養院，以照顧長期病患者。再於

2000年發展為荔康居護理院，服務了四年後關閉。

▲ 保育館內展出「九龍關地界」碑石的複製品。

▲ 在「見證變遷」展室中述說建築群被用作為關廠、華工屯舍、
檢疫站及監獄的悠久歷史。

▲ 館內展出荔枝角監獄的歷史
檔案。

▲ 前荔枝角醫院院長口述歷
史訪問。

▲ 在「百年使命」展室中闡述荔枝角醫院的歷史。

▲ 荔康居護理院的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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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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一期《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的歷史建築包括 (1) 舊大埔警署、(2) 雷生春、(3) 荔枝角醫院、(4) 北九龍裁判法院、(5) 舊大澳警署、(6) 芳園書
室及 (7) 美荷樓；第二期《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的歷史建築包括 (1) 舊大埔警署（重推）、(2) 藍屋建築群、(3) 前粉嶺裁判法院、(4) 王屋村古
屋及 (5) 石屋；第三期《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的歷史建築包括 (1) 景賢里、(2) 虎豹別墅、(3) 必列啫士街街市及 (4) 前粉嶺裁判法院 ( 重新推出 )；
第四期《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的歷史建築包括 (1) 書館街 12 號、(2) 舊牛奶公司高級職員宿舍、(3) 何東夫人醫局及 (4) 景賢里 ( 重推 ) 等。

上區的五幢兩層式的樓

房（A座至E座）則改建為特

色的文化旅館──「翠雅山

房」，提供八十九間房間及

五間特色套房，劃分為琴、

祺、詩、書、畫五區，室內

裝置以傳統中國傢具為其特

色，為生活繁忙的都市人提

供休憩靜修之地。

現時饒宗頤文化館內的餐廳是銀杏館在港、

九、新界開辦的四間餐廳之一，以古蹟活化中西菜

式融合其中為特色，更設有長者樂隊和婚宴服務。

銀杏館是香港首間以推動長者就業為目標的社會企

業，也是一所非政府資助的機構及全自資營運社

企。除了營運餐館外，銀杏館也成立本地有機農

場、銀髮士多及提供餐飲到會服務等，為長者提供

多元化的工作機會，極須要市民大眾的關注和支

持。

▲  展覽館現時舉辦的不定期展覽──
「香港百年蛻變」。

▲  興建在園林中的翠雅山房。

▲  饒宗頤文化館內的餐廳──銀杏館

中區及上區的活化工程

於2014年6月完成，饒宗頤

文化館開始作全面開放。中

區的六幢兩層式的樓房（F

座 至 K 座 ） ， 改 作 為 展 覽

館、博雅堂（資源中心）、

餐廳（銀杏館）、演藝廳、

修學精舍（文化講堂）及藝

術工房等，供應場地以促進

中西文化藝術之交流。
▲  在保育復修時，塗上白防潮油漆以保護原有的

紅磚牆，並建有玻璃天幕，以防止陽光和雨水
的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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