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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 
探討大灣區的歷史文化 

源流與新時代發展

南宋及清末歷史與大灣區密切相關

□：今日我與蘇祖耀博士討論一下大灣區整

體發展，蘇博士是粵港澳大灣區經貿協會會長，經

貿協會就是希望粵港澳的經濟文化共結合，而且

在文化方面又有貢獻，促進港澳與珠江三角整區

交流─包括人才流、物流、資金流、訊息流等。
大灣區(G u a ngdong-Hong Kong-Ma ca o 

Greater Bay Area, GBA)，是由中國珠江三角洲地

大灣區歷史文化與發展機遇

■ 蘇祖耀

粵港澳大灣區經貿協會會長

□ 梁燕城

本刊總編輯

專題對話

摘  要：大灣區又稱粵港澳的大灣區，是中國人均GDP最高、經濟實力最強的地區之一。從歷史上看，從南宋
抗元的悲壯正氣，到清末人民的革命奮鬥，大灣區有著悠久的歷史文化傳統。近年來，大灣區發展戰略的提

出，給該地區的發展帶來了更加廣闊的前景。大灣區戰略中，內地的三個圈和港澳各有不同的發展方向，卻又

環環相扣。澳門定位以葡語為重心，與葡語國家建立關係。香港的定位就是金融中心，包括金融科技的區塊鏈

及虛擬貨幣發展。大灣區的嶺南文化有多元的特色，這多元又歸為一體，是一「文化共同體」，與中原文化共同

構成中華文化共同體。未來大灣區的文化精神應該是，用中華文化去吸納香港的英美文化精神、澳門的南歐文

化精神，使西方優秀文化價值融入中華文化傳統，再將中華文化價值在全球化的一帶一路上發揚光大。其中，

最重要的是以普遍的人性仁愛價值戰勝文化霸權，以家庭優先價值拯救人類文明秩序。

關鍵詞：大灣區；文化共同體；普遍仁愛價值；家庭優先價值

區沿零丁洋組成的城市群，包括城市：廣州、深圳

（一線城市和副省級市）與珠海、佛山、東莞、中

山、江門、惠州、肇慶七個地級市，還有香港與澳

門兩個特別行政區，面積約5.6萬平方公里，人口約
7,000萬，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均GDP最高，經濟
實力最強的地區之一。

零丁洋是珠江出海口，南宋忠臣文天祥曾被

俘經過，其時元滅大宋，宋全體君臣軍民在新會崖

山大戰中覆沒，忠臣陸秀夫背少帝昺投血海自盡，

大宋亡於蒙古。在民族文化大悲痛和危難中，文天

祥在海豐抗元被俘，送經零丁洋，寫下忠義正氣的

《過零丁洋》一詩，這使零丁洋和中國歷史文化緊

密相連，也與民族存亡的命運相關。文天祥為保文

化尊嚴，拒絕元朝招降當官的富貴榮華，堅決不投

降，保持了中國儒家文化的正氣價值。



專
題
對
話

蘇
祖
耀
、
梁
燕
城
：
大
灣
區
歷
史
文
化
與
發
展
機
遇

５

宋代崖山血戰倖存的遺民，大都散居大灣區，

文天祥之堂弟文天瑞，隱居東莞，文族子弟文祿

星、文壽強、文洪磋、文肇偉等，部份遷至香港元朗

新田及大埔泰亨，均建有文天祥紀念公園。

又宋少帝是為瑞宗與大軍曾由潮州移到香山

（今中山），得當地人民支援勤王，據說宋帝曾來

到沙梨頭（今澳門）土地廟前的「淺灣」，隨行的大

臣匆匆地在岸邊的岩洞搭了一座行宮，讓小皇帝短

暫休息，今澳門人刻有宋王璧三字於沙梨頭土地

廟裡，從廟內的醫靈廟旁有一條小路，踏級而上便

可登上宋王璧所在的岩石。時宋艦隊駐紮在「井

澳」，是今橫琴附近，後元軍圍攻井澳的宋軍，宋

軍大敗，時颶風至，宋瑞宗船翻溺海，獲救後病

死，宋軍轉到碙州（今香港大嶼山），當時陸秀夫

在碙州梅蔚（史學大師羅香林在《宋王臺與宋季

之海上行朝》推斷是今香港大嶼山梅窩），改碙州

為祥龍縣（廣州為祥龍府）擁立七歲的趙昺為皇

帝，在今香港九龍城馬頭圍建行宮，留下宋皇臺遺

蹟。

宋艦隊之後轉往新會崖山，大戰後宋亡，未

死宋軍民逃至濠鏡澳（即澳門半島），搭茅屋建草

舍，靠打漁謀生，逐漸形成村落，是歷史上有記載

成批來澳門定居的居民，也有一批到香港馬灣。此

深圳赤灣（今南山區）有宋少帝陵，據說是少帝遺

骸漂至附近，由僧人發現，從其身穿龍袍看出是宋

少帝，於是把他葬於此。

近代鴉片戰爭爆發，英國以零丁洋走私鴉片，

而後侵奪香港，零丁洋的大灣區再次與民族存亡

命運相關，近代改革與革命人物很多都出自大灣

區，如洪秀全在廣東花縣（今廣州市花都區）、康

有為在佛山（南海）、梁啟超在新會、孫中山在中

山（香山）、鄭士良在惠州（惠陽）、這些人物都在

大灣區成長。從南宋抗元的悲壯正氣，到清末人民

的革命奮鬥，沿著零丁洋，大灣區本有一個長遠的

歷史文化傳統。

中國大文化與嶺南邊陲文化的蘊育

一般文化史過去講的是「大文化」，就是中華

文化如儒、道、易等經典思想，禮樂和諧、社會倫

理、家庭親情群體意識，及全國不同地域文化構成

的文明共同體等等。但我們當下探討的大灣區文

化，是中國大文化裡面的某一個地域文化。從前杜

維明教授曾用邊陲文化來描述中國不同地域的文

化，例如西藏、新疆，產生各具特色之邊陲文化。

現在的珠江三角洲，在古代宋元開始，建立邊陲的

嶺南文化，又稱珠江文明，其特色是沿珠江各縱橫

水道，發展農業及商貿文化，又沿大海開拓海洋文

化，在東南亞貿易，不少廣府人移居東南亞開拓，

近代更到歐美，也由大海帶來西方外來文化的衝

擊，嶺南人接受多方文化衝擊，心態較自由開放，

重視實踐致用，不同於較重敬持大道及守護王朝

禮教的中原主流文化。

這邊陲的廣府文化，按其南方特色去承接中

華大文化傳統，產生很多人才。漢代時期，有陳欽、

陳元父子發展經學，陳元更設館於洛陽，傳授《春

秋左氏學》，被譽為「嶺南之儒宗」。文化更大發

展是在宋明時代，北宋有林巽、馮元、王大寶等經

學學者，南宋名臣崔與之與弟子李昴英在創立菊

坡學派，強調經世致用之學，培養士人要有正氣、

有學識、有能力、有功績。明代有哲學家新會陳白

沙，重靜中養端倪：「為學須從靜中坐，養出個端

倪來。」（《與賀克恭黃門》，《陳獻章集》，卷二）

重自得之學：「君子一心，萬理完具。……是心也，

君子何自得之哉。」（《論前輩言銖視軒冕塵視金

玉》，《陳獻章集》，卷一）及其弟子增城湛若水，

主張「隨處體認天理，六字千聖同行。萬里一心感

應，虛靈中正觀生。」（《示學六言贈六安潘汝中黃

門》）相從士三千九百餘人，產生明代理學的甘泉

學派，他們的理學表現了嶺南人特有的自由自在精

神，影響了後來王陽明的思想。

近代嶺南大灣區的人最先受到現代化衝擊，

也經歷到西方的欺凌，面對著清朝體制的迂腐無

能，中國文化失去活力，產生很多反省。清朝利用

儒家式的政治文化去統治中華民族，卻沒有重視

到中國原本儒家文化的仁愛正義精神。中國文化

發展到高峰是在宋朝，最高的精神文化，表現在宋

明理學，由此產生了文天祥這種人物。明朝儒家式

的政治發展到後期變得相當腐敗，宦官當政造成

朝政衰落，但理學也產生了王陽明。王陽明的知行

合一，將天理與實踐結合，使儒家文化再達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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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明末劉蕺山重視慎獨，謹慎自己孤獨的時候之

道德及人格栽培，是理學家修養的極致。然而清兵

入關，劉蕺山痛心絕食二十日而亡，儒家文化精神

在明朝至此終結。

近代大灣區人對改革與革命的貢獻

中國的精神文化發展到清初明末的王船山、

黃宗羲等之後就慢慢地衰落了。王船山提出了一個

非常重要的觀點，就是歷史的發展是有其「勢」，

「理」在「勢」之中理解。即是說由實踐中才能了

解歷史發展，繼承了王陽明知行合一的實踐精神，

轉向為歷史大勢中的實踐反省。王船山死後，文化

學脈斷絕。

中國文化亦失去活力。近代中國走向衰弱，主

因在滿清統治後對中國文化的精神價值基本上不

重視，擔心人民接受精神價值強調的人格和氣節

會造反，因此，清政府在最強大的時候，用文字獄

摧殘知識分子的氣節，文化上只推動考據訓詁，

使知識分子有事可做，但只讓他們編修古書，絕不

提倡精神價值，直到西方侵略衝擊，中國傳統文化

沒有力量可以抵擋西方，所以張之洞講中體西用，

又魏源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要學好外國的技

能來制服外國，這成為中國當時的一個吸納現代

化的思維方向，可惜當時文化的「體」十分弱，無

力吸收西方之長技，甲午戰爭到八國聯軍，清代改

革一敗塗地。

近代西方文化打入中國，立腳點就落在香港，

由香港到廣州這條線，大灣區成為中國人思考如

何吸納西方現代化，目的是拒絕被帝國主義欺凌。

結果大灣區出了多位重要人物，維新改革的康有

為、梁啟超，辛亥革命創始人孫中山、陸皓東、楊

瞿雲、鄭士良等。他們以嶺南文化的自由奔放精

神，一方面擁有中國傳統文化的仁義氣節，另一方

面，他們又大多信奉基督教，在香港這個地方吸收

西方文化的現代化價值。

孫中山本身有深厚國學底子，其革命成功是

因為身在大灣區，特別是香港，接觸到西方文化，

配合中國文化及處境而找到方向。孫中山先生將

王陽明的知行學說轉化為知難行易，重革命實踐，

提出三民主義，綜合中國現代化的反省，提出民

族、民權、民生。民族主義是要重建中華民族的尊

嚴、道德及精神，包括五族共和，民權主義的原

則是「天下為公」，他說：「堯舜之世，亦為今日之

共和政體，公天下於民。……名義上雖然用君權，

實際上是行民權。」（民權主義第一講）民生主義

「就是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民

眾的生命。」（民生主義第一講）「就是要人人有

平等的地位去謀生活。」（《孫中山全集》第10卷
第462頁）。孫中山的理想經一個世紀掙扎奮鬥至
今，中國終於大部份實現所想所求。由歷史追溯可

見，孫中山及早年革命志士們，當年在南方的大灣

區發展這些新時代精神文化確是十分重要。

改革後中國的成功發展

後來到了1949年，共產黨革命成功，中華民
族重新統一，熱切找尋現代化的路。在頭三十年

試驗發展，經過曲折和困難，特別是三年自然災難

及文化大革命，但台灣中央研究院的朱雲漢教授

分析，頭三十年中國共產黨的主要成就，是「建設

了動員能力特別強的現代國家體制，……中國建

立了非常強的國家意識，可以將社會中多數人的

意志力凝聚在最需要優先發展的目標上。……這

個龐大國家的集體資產大部分是國有資產，這成

為中國後來三十年快速發展的資本。」[1]中國近代

分崩離析，難動員全國，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卻做

得到全國團結，只要政策走對方向，中國人可以眾

志成城去奮鬥達至成功。

到鄧小平的改革就重新建立一種新的希望，

鄧小平的其中一個精神就是回復包容性，放棄過

去的激進排他性，使政策回歸中國文化的常道，

走對方向。先是包容市場經濟，以社會主義大框

架將資本主義引進成為經濟發展的動力，成立經

濟特區，而最早的特區就落在大灣區，成為經濟起

飛的龍頭。

經濟初步繁榮後，鄧小平開始重視及推動中

國文化價值。我記得我在四川大學作985工程特聘
優秀教授時，知道鄧小平要求四川大學建立宗教

系，特別研究中國本土宗教的道教，並由卿希泰教

授主持這道教研究，卿教授是共產黨員，但對道

教十分尊重和愛護。這是鄧小平最早要求中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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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本土的正統宗教，之所以選址在四川，因有青城

山等等屬於道教的勝地。

那時就開始重新恢復道家、儒家、易經思想。

到江澤民時期開始，更派學者到西方研究基督教，

後來著名研究基督教的卓新平教授，是第一位留

學德國學習神學的博士，他也是共產黨員，但對基

督信徒的靈性和愛心，十分欣賞和尊重。之後在國

內開設了好幾所機構來研究基督教及不同宗教，

他基於中華文化價值，去了解西方文化精神，這是

鄧小平改革所彰顯的文化包容性。

中國改革形成人類歷史最快速的持續增長，

到習近平時代，進行大規模的打擊貪腐及消滅貧

窮工作，也打擊裙帶資本主義的經濟寡頭，走向以

社會主義平衡市場經濟造成的不公平，達至共同

富裕理想，這期間仍大力發展經濟新戰略，就是大

灣區發展規劃。

大灣區的新機遇

在中國開放期間，香港、澳門在這個時期有

一個特別的角色，就是資金投資。特別是香港的資

金，當然也有台灣的資金，華人及東南亞華僑的資

金等，大家都幫助中國初期建立企業，建立市場。

然後中國自己的企業就慢慢發展起來。然後外國

的投資亦相繼進入，經濟就愈來愈暢旺。港澳台及

東南亞有很多愛國商人共同努力，慢慢地就演變

成中國特區經濟的繁榮，中國也參考香港的法治

精神，建造新時代的社會主義法制，中國同時吸收

香港的西方文化精神，如行政管理法則及商業倫

理等等，這個時候的大灣區由深圳到廣州成為一

個最快吸收到新文化的地方。我記得中國剛開放

的時候，廣州企業有較好的管理制度，因為比較接

近香港，而我去到西安、北京等，原來他們很多酒

店的行政經理是由廣州聘請去的。

我發現大灣區具有一個帶動全中國經濟文化

復甦的功能，珠江三角洲區繁榮聯同發展，同期長

江中下游聯同發展，帶來起飛，南方的港澳深圳與

廣州永遠都是一個很大的推動力。

香港回歸後，中國政策上完全尊重一國兩制，

並沒有一個大發展藍圖去逼香港和大中華融合，

在一國兩制下的香港，仍然是你做你的，我做我

的。香港澳門回歸之後，澳門的特色是中國裡面的

一個小歐洲古城，其核心地帶的文化及建築特色

是具有歐洲古城風格，香港的建築是沒有整體歐

洲的設計，但社會運作模式是有西方體制的。在一

國兩制下，港澳仍是須發展後殖民統治時代文化，

必須完成其一國性，與祖國融會起來。如今大灣區

發展，將是一個大藍圖，港澳參與民族文化大發

展，同時完成後殖民統治時代的文化重建。

大灣區作為一個吸收外國資源，資金以及了

解外國的窗口，香港如何融入其中呢？香港運用

到熟習西方管理模式運作的特色，一方面要引入

外國資金進行貿易交流，另一方面也要吸納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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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市場經濟運作的先進方法，配合中國處境與文

化，而產生融會中西的中國特色經濟戰略。大灣區

發展策略出現，可以說是一個好有見地的做法，就

是另一個大發展區，即是長三角、長江中游、北京、

上海發展之外，一個大灣區不是一兩座城市，每個

城市都有自己成功的發展，是諸城共進，建立一個

區，帶來了經濟社會政治和文化的發展。

蘇博士，你本身是在香港從事經濟行業，你

又熟習中國政治那麼多年，又在佛山有企業工作

等等，你們家族捐獻了很多慈善工作，包括醫院

等。由佛山到大灣區，由香港到大灣區，大灣區的

戰略意義，對於中國乃至全球的影響將會是怎樣

的？同時，在未來的文化發展方面又如何？我想聽

聽你的意見。

第二部份 

探討大灣區發展的潛質與方向

七十年代的經濟起飛

■：首先感謝梁博士邀請對話。其實從經濟角度

看，中國開放始終是1978年，但是讓我們再回顧之前幾
年，就是說1971年那個時候，即是七十年代，美元與黃
金脫鈎。而八十年代其實是轉捩點，1985年的廣場協
議(Plaza Accord)改變了製造業，以前所有的製造業，大
部分都是去日本製造，就是說，那時沒有G7或是G5，只
有這幾個國家（美國、日本、西德、法國、英國）。但這個

廣場協議，使美元對主要貨幣的匯率貶值，逼使日元升

值，一美元升到低於二百日元左右，製造業根本好難生

存。

1986年，亞洲開始出現四小龍—台灣、香港、韓
國、新加坡。因為這個廣場協議急速發展，適逢中國改

革開放，突然就促使大部分香港企業家便開始進入深

圳、東莞等設廠，基本上招聘一個員工，一個月工資都

是二百幾元人民幣，而且地價又便宜，所以使到八十年

代好多企業家進入中國設廠。

就是這樣，開放改革的經濟動力引擎就開始了，從

八十年代開始到九十年代，鄧小平南巡講話，1986年至

1996年可說是個黃金時代。當時香港經濟騰飛，而且多
方面發展迅速。但是另一方面，貿易角度看，在中國還未

有正式全面開放之前，在中國做貿易還是要經過香港處

理，譬如美國P＆G品牌是通過香港的屈臣氏公司才進
入到中國；星巴克要通過美心公司才入到去中國。因此，

香港仍然有存在的必要作用。1997年回歸之後，1998年
香港就發生金融危機，直至2001年時，世界更有兩件大
事發生，第一件事是911事件，911就是恐怖主義襲擊。
第二件事就是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香港1997年之前，
香港佔全中國GDP都是十五點幾，但中國加入世貿之
後，就慢慢減少。因為當中國加入世貿之後，意味著外

國公司可以直接入中國，而不需用通過香港轉入中國去

做貿易。

因此，香港的轉口貿易角色就越來越淡，所以其實

中國的黃金十年是用2001年，之後開始到2011年這段時
間。2008年在北京舉辦的奧運會，中國在這段時間前，
經濟地位排第七、第八，但十年之內卻已經超過日本。

爬到差不多第二名的情況，中國黃金十年，讓美國看到

中國發展得好快，所以奧巴馬年代的政策便要重返太平

洋戰略。

香港角色的轉變

在外在環境的持續不斷轉變中，香港的角色也轉

變。雖然香港已經回歸，但是仍然受殖民統治的思想

影響。即使二十三條是國家安全法，但從政治來說，

二十三條是沒有成功立法的。香港以前是貿易港，但經

貿協定後影響了其貿易主導角色，但香港仍然在法治、

通訊、版權等方面有優勢，因為其法律、知識產權、金

融、通訊方面都發展成熟，而且中央致力維持一國兩

制。從金融方面來看，上海沒可能取代香港，因為香港

的金融功能比上海好。為什麼上海無法取代香港？舉一

個簡單的例子，你今天可以帶一百億入去香港，明天可

以完完整整取回一百億，但是如果你在上海的話，你帶

了一百億入去，之後你想取回一百億的話就不是那麼容

易，這個金融的中立性仍然都在發揮作用。

香港以前有幾個大支柱行業推動經濟發展，除了

上述提及的金融服務之外，還包括旅遊行業、貿易及

物流。在物流方面，香港運輸網絡通達，整個香港的

供應鏈(supply chain)多方面都帶有優勢。另一邊，中國
在鹽田港及上海港的發展上優勢更大，上海的港口貿易

已經大大超過香港、深圳。就這個情況來說，香港的

港口貿易競爭性實在是比較困難。另一方面來說，一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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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隔的深圳已經不斷騰飛，中國以前未出過龍頭企業，

例如中國企業有所謂BAT企業：百度(Baidu)、阿里巴巴

(Alibaba)、騰訊 (Tencent)。
你會發現到世界也在轉變，比較那些從2001到

2010年與2010年到2020年的企業，已經有所不同。亞
馬遜，Google的出現，讓你發現原來有一個叫做互聯
網世界，這些全部都是發生在一個移動互聯網的空間

裡。這個移動互聯網好重要，包括現在大家常常說的

區塊鏈(Block Chain)，或者人工智能(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我們就用ABCDEFG來代表，這是什麼
意思呢？A代表A.I.人工智能，B是(Block Chain)是區塊
鏈，C代表(Cloud Computing)雲計算，D代表(Data)，
即是大數據(big data)，E代表生態(Eco-system)，F和G
其實就是Five G即5G。可以看到中國的發展已經朝向這
個方向。

粵大灣區

對於香港來說，她的體制仍然發揮其角色，就是

與外國的交流關係。香港是一個中西文化交匯處，大灣

區叫粵港澳的大灣區。不同區域，文化還是有點差異的，

廣州說廣府話和香港說廣東話，但是文化不同，用字表

達上，大家或許未必明白其意思。除了有更深的文化交

流，大家一定要磨合共識。另一方面來說，我認為我們

這一代，譬如包括梁博士，因為你曾經在西方住過，我

也在西方生活過，我們都曾接觸西方文化，香港恰恰

是需要我們這些擁有中西文化生活經驗的人才。就算

某人很有成就，但缺乏外國生活體驗，在中西文化理解

上，還是有所欠缺的。其實我們應該凝聚這一班有中西

文化體驗的人，我發覺現時我們參加好多中港社團，團

員都是國內移民到香港，其中一些更是發了大財，對兩

地的融合不是幫助好大。因為具備中西生活經驗的群體

才能夠真正發揮文化上的溝通融和，所以從這個觀點

看，國家對大灣區的定位，不是單單吸引香港人，而是要

吸引全世界人，無論你是美國人，還是歐洲人。如果你

只看到大灣區是吸引港澳的話，那麼就錯了，它是吸引

全世界的人。

若將大灣區比較東京灣區、紐約灣區、三藩市灣

區，它的特點是什麼呢？整個企業的布局來說，根據不

同的情況，制定六年策略。逐步推向寶安區並發展現代

電腦，建設鐵路，打造一小時生活網絡圈。

自香港興建虎門大橋，第二虎門大橋，近年又有

港珠澳大橋的落成。可見其不斷完善交通基建，然後

再針對網絡來說，這裡說的網絡是指即是有四大流，包

括人才流、貨物流、資訊流、資金流。首先要有「人流」，

人流通的話，便得搞基建。以前去廣州佛山，都要一

兩天，現在的話，有了高鐵，我早上八點鐘班車，連續

開五個會，夜晚九點回到香港都可以。第二就是要「定

位」，9+2城市來說，其實中央真是好清晰，就每個地方
的定位都不一樣。深圳、廣州、香港、佛山這四個城市的

GDP已經超過一萬，第一是廣州，第二是深圳，第三是
香港，第四是佛山。每個地方都有人才荒，即是每個地

方都想吸引人才，譬如你做IT資訊科技，其實會選擇到



二○

二
二
年
第
二
期
（
總
第
一
一
一
期
）

文
化
中
國

１０

深圳，為何呢？因為騰訊、阿里巴巴、華為都在深圳設

總辦事處。這些資訊科技巨頭都雲集在此，所以全國的

精英都聚集大灣區。所以你發覺大灣區是有定位的，深

圳是資訊科技、廣州是做服務業、佛山好清晰的是做

先進製造業。

佛山這條線就越來越清晰。即是差不多我們叫紅

褲仔，即是沒有讀過大學而自己創業做工廠。其實佛山

早在改革開放的時候，是做內銷，不是做外銷的，不似

東莞那樣做來料加工，所以當金融風暴出現，東莞或深

圳好多廠都倒閉，因為它們倚賴國外銷售，但是對佛山

則沒有太大衝擊，因為它七八成都是內銷，只有兩成出

口。因為內銷反而帶來一定的交易量，其生產製造依然

保持穩定增長的。

這就是國家主席習近平說的經濟模式，「內循環」

及「外循環」這兩方面，而未來十年的內循環將帶動

一百七十萬億經濟。所以，佛山要從傳統產業走向先進

製造業，譬如用機械人、用人工智能提升整體競爭力。

佛山的產業定位就是「先進製造業」。

9+2城市發展定位

每個9+2的地方定位都不同。因為要配合當地經
濟和社會發展。或者我本身對佛山比較熟悉。大家都

知道李小龍、葉問和黃飛鴻都是出自佛山，這方面可叫

做「文化輸出」，就是功夫文化。另一種就是藝術文化，

石灣陶瓷。每一個地方譬如惠州、深圳，每個地方的特

色都不同，所以就要了解到每個地方的特色的發展是

怎樣配合中央情況，中央已經分開三部分。

廣州、佛山、肇慶，就是一個圈；深圳、東莞、惠

州，又是一個圈；珠海、中山、江門，又是另一個圈。三個

圈不同發展，卻又環環相扣。

澳門曾經是葡萄牙殖民地，葡語在澳門是官方語

言之一，近年中國提出「一帶一路」的經濟合作，澳門便

定位以葡語為重心的策略。與葡語國家建立關係，當中

包括葡語國家的巴西。

香港的定位就是金融中心，全球的三大金融中

心，分別是紐約、倫敦、香港。可見香港是一個好重要

的平台，無論是二次上市或者國內的公司都會在香港上

市，所以中央定位香港在金融方面，是金融科技的區塊

鏈及虛擬貨幣發展。而且香港稅低，國內則抽重稅，很

多藝術品都會選擇在香港拍賣，促使香港成為國際拍賣

中心，可見香港仍然保持這個優勢。

香港與國內簽訂了《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

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此經貿安排成為跳板，使香
港產品及服務貿易能開拓更龐大市場，大大加強內地

與香港兩地之間已建立的緊密經濟合作和融合。所以，

除了說大灣區聚集人才、政策優惠等之外，其實大灣區

是非常重視金融，並進行及通過金融改革。以數字人民

幣來說明，央行以深圳做試點，深圳和香港對數字人民

幣跨境使用進行了技術測試。所以，金融其實包括很多

方面，還有保險方面呢，都是大灣區未來發展要兼顧的

事。

香港在這些背景下如何充分發揮其地位角色，對

中央來說，希望招攬更多的年輕人去大灣區了解當地文

化。中國在多方面都已經是世界級，但是我們下一代的

思維仍然覺得中國好落後，當我們國家已經走上5G行
列，我們的下一代仍然覺得科技不及西方的好。這裡牽

涉如何「包裝」，即是市場形象的問題。舉例說，維珍銀

河公司創辦人布蘭森（Richard Branson），2021年7月
便完成往返太空之旅，他的宣傳引起中外注意。其實中

國也有那麼良好的科技，但是卻不會去做市場形象包

裝。這方面需要下工夫去吸引現在的年青人。要讓他們

知道大灣區的市場空間，不著眼於政治，對中央來說，

也是兩難局面，一方面要顧全意識形態，另一方面又不

能夠太過開放，大家只能慢慢去協調。

兩地文化差異

中央的政策目標，是一定會大力發展大灣區，但是

很在乎當地的父母官，究竟是否意識到中央政策，當知

道政策後，又是否夠膽量去做。但會遇中港文化差異的

問題，相類似的文化容易協調，不同的文化，如何切入

互動，就是挑戰。其實我認為文化是非常之重要，既要

了解中國人的思考觀，又要了解西方的思路，兩方面都

要大家互相溝通，也就是此時此刻要做的事。我是國

際學校的校董，近來收到很多家長的信息說要離開香

港移民，說香港沒有希望。我覺得這是錯誤的觀念，回

顧過去1989年，1997年的時候，香港已經形成了這樣氛
圍氣氛，雖然有的移民家庭已經開始後悔，但是已經無

辦法回頭。

特區政府究竟有沒有能力做到文化對話和共融

這方面的事呢？其實大灣區這個概念不是今日的事，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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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7年的時候，已經簽署「深港創新圈」，深圳與香
港兩地全面推進和加強深港科技合作，包括人才交流

和資源共享，使兩地形成創新資源集中、創新活躍的

區域。但是香港擔心中國對知識產權保護不足及法治

問題，始終覺得香港在這方面是安全的。今天的中國，

對知識產權及法治已經開始成熟，特別在法治(rule of 
law)方面，讓人看到它的進展。但中國被香港人視為一
切都有既定方針和政策，對政府只能惟命是從，但香港

文化較重多元自由，公平公義，所以對既定的政策有抗

拒，也正正是這個原因，引起大家的情緒。共同發展須

在文化上更多互動和理解，在互相有諒解下協商解決問

題。

第三部份 
香港文化及中國文化的 

共融及未來方向

香港文化的元素
□：綜合香港的文化來看，從香港五十年代以

後說起，當時1949年之後，錢穆、唐君毅等大師來

到香港，希望在中國百年災劫後，在香港保留中國

文化最高的精神的智慧生命。就是儒家重人性良

知、仁愛惻隱、家庭價值及天地人和諧的思想，結

果中國正統文化的儒家思想落根在香港，他們建

設教育，建立中文大學的新亞書院，培育一批繼承

中國文化的人。而另一方面，同樣是1949年之後，

內地企業家、國民黨的官員和軍人、知識分子、避

內戰的平民，紛紛逃到香港，亦都帶了中國文化的

傳統價值。我的父母是知識分子，他們來了香港以

後，努力奮鬥維持家庭，養大子女，堅守中國人共

同的精神，即是社會上重和諧並存，不同人彼此尊

重，各自勤奮謀生，維繫家庭，大家也期望中國未

來能富足強大。他們共同建設香港文化，香港人默

默奮鬥創造了世界經濟奇蹟，自己都想不到成為

四小龍之一。多年孕育的香港文化，創造出香港特

式的電影文化，產生了李小龍、成龍、甄子丹的功

夫電影，更是聞名世界，然後有許冠文、許冠傑，

周星馳等自創特式的喜劇，又創造了另一奇蹟。香

港功夫電影創黃飛鴻及葉問等題材，來自大灣區

的佛山，佛山的功夫成為香港電影的特色。大灣

區與香港本就息息相關，香港人的籍貫，很多來自

珠江三角洲，他們家庭生活都或多或少帶有故鄉

特色，大灣區文化是香港文化的根基。

香港嶺南文化的自由奔放和創新精

神

香港運作出色的體制是法治、行政及自由，但

具體落實是靠香港人的努力，香港人具有嶺南文

化的自由奔放、開放創新精神，又融合傳統文化的

勤奮忠信、仁愛和諧，家庭親情等，達至香港特有

的成功。然而殖民統治推動英式教育，基本上灌

輸西方是最優越的，在意識上洗腦港人，看不起中

國及其歷史文化，而不知香港成功來自中國人的

文化因素，同是英殖民統治的印度和緬甸就沒有

這香港特色。西方優越思想使香港人回歸之後，仍

然不易適應中國。而且下一代的教育裡面，認識中

國歷史文化非常有限，殖民統治的教育有計劃地

限制港人對中國歷史的認識，特別近代西方欺凌

中國及國共內戰史，所以我是靠自己看課外書才

知道中華民族文化在歷史中的輝煌及近代中國人

的苦難和創傷，中國文革期，我是由台灣出版有關

中華文化的書吸收中國古今哲學的智慧。

鄧小平改革開放之後，香港的功夫文化、電影

文化對中國大陸產生好大影響力，中國後來發展

他們的電影企業，並利用香港的技術創新思維。另

外，香港的新儒學也回流中國，產生學界研究儒學

的熱潮。恢復儒學文化使中國文革後重建家庭價

值，中國後來發展成功是因為鞏固了家庭價值，家

庭親情是中國文化的核心，任何社會若穩固家庭，

下一代身心就有正能量，社會就有團結動力，今日

中國發展成功，是因下一代大都有正能量，有上進

心。反觀西方數十年後現代文化，摧毀家庭倫理，

放任吸大麻、性放縱，破壞婚姻定義。西方對婚姻

是隨意定義，人性也隨意定義，西方文化因而走下

坡。

多元一體的文化共同體

在整個大灣區的發展下，商業的大舉投資，

往來頻繁，當香港匯入中國之後，香港文化其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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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大華南文化裡面的一個重要構成，多元性也

包括順德、佛山、東莞、新會。

■：即是多元一體。

□：正是，這個灣區的嶺南文化有個多元的特

色，這多元又歸為一體，是一「文化共同體」與北

方中原文化重視禮儀關係不同，南方是較為自由

奔放。南越王趙佗統治嶺南，漢高祖派陸賈使嶺

南、南越王「椎結箕踞見陸生」，箕踞指兩腳張開，

兩膝微曲的坐姿，形狀像箕。這是一種不拘禮節、

傲慢不敬的坐法，可見其不受禮教規限的特色。

趙佗本是龍川縣令，並非蠻夷文化之人，當他在公

元前206年以番禺為都建立南越國後，仍是依中原
政制設郡縣和官制。但嶺南文化雖效中原，卻又有

其自由之風，不隨中土禮法之結構形式，他以百越

習俗箕踞見陸賈，而表現南方的自由空風采，吸納

中原文化的同時，又不為禮法框框。後來被說服對

漢稱臣，而嶺南文化和中原文化又有著極大差異，

在嶺南區域發展具有多元而一體的，傳統而又創

新的獨特文化。而在大中華文化中，又包含多元的

不同地區文化，有中原地區，也有邊陲地區，嶺南

是其中一元，與大中華各文化融為一體。大中華文

化的統合力是在平衡及和諧，「乾道變化，各正性

命，保合太和。」其精神是認為宇宙與社會在不斷

的創造和變化，一切事件中的人與物各有其性質

及發展的正道，在一體中各不同事件互相配合而

成立終極的和諧。

今天的大灣區，是嶺南文化的重新出現，珠江

三角區是大文化共同體，以嶺南文化的一體性價

值下反映各城的多元文化。這個大嶺南文化其實

對香港的文化產生影響力，它不會被傳統束縛，但

是又有傳統的精神價值，這大嶺南文化再轉移為

全中國文化的建構，成為大中華文化共同體。

殖民統治製造二等人

在珠江三角區文化帶，有多元不同的城市文

化，而香港有個特質就是將西方文化吸納。但因殖

民統治，香港精英很易崇拜西方。

■：對啊，香港人很喜歡去英國讀書啊。

□：香港政府的管治班底，好些公務員就是

去英國留學，英式統治往往使人以為西方優越，官

員的英語很好，但是中文不好，不熟悉中國古書和

中國歷史，所以便成為崇拜西方的人。

印度的後殖民統治思想家史碧華克(Gayat r i 
Chakravorty Spivak)，她寫《次級人能講話嗎？》
(Can the Subaltern Speak?)一文名聞世界。所謂
subaltern這詞原意是陸軍中尉，是一種英國中級軍
官階層，不能加入決策層，只是執行上級命令的次

級管理者。在英國管治下最高級莫過於做到陸軍

中尉，即是不會再升軍階，要甘心做中尉，如果覺

得在英國體系裡面很光榮，其實不過是中層而無

權的官員，香港親西方的人有同樣心態，我們一定

要擺脫。

走入後殖民時代的香港，我們要重新認識中

華文化價值，並在吸收西方的好處之餘，再發展中

國灣區的理想，在一體而多元的大灣區文化，個別

區域共建全體中華的大價值：仁愛、和諧、立根家

庭、熱愛民族文化，進而再貢獻全球，就是一帶一

路的命運共同體。大灣區對中國本身來說，就是一

個命運共同體；中國對全球來說，又是一個命運共

同體。

當發展「一帶一路」經濟帶的時候，未來的大

灣區文化該如何走？我們應該怎樣會通到其他地

區的文化價值呢？香港就比較有靈活性，是可以通

向此價值，所以我們是時候開始探索，未來的大灣

區文化精神應該如何走。從「一帶一路」的發展走

向，可以從中華文化去吸納香港的英美文化精神、

澳門的南歐文化精神，使西方優秀價值融入大中

華文化，再將大中華文化在全球化的一帶一路上

發揮出來。每一個地區的人都可以在一體化的大

精神價值裡面，各正性命，保合太和。

香港人一般不明白中國人的思維模式，因為

中國是多元一體，每件事都有一個精心仔細的設

計，這是中國特有的，全世界的國家都沒有。中國

有五年發展計劃，其他國家就是四年要選一次領

袖，所以他們的政策發展會因為換屆換人就不同，

好難延續。但是中國卻可以把大計劃延續下去，

每一個政策研究以五年為單位，集中全國精英和

智囊，聆聽民意，通過協商民主方式，研究了解民

間的需要，又再協商民主，讓人民向政府反饋提出

他們的困難和意見。政府體制中有協商的開放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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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去聽取民意，來建

立政治，中國的政治是

一個集體精英共同的統

治。而且這個集體以下

又有龐大的智庫精英，

在民間去了解各個方

面，並由他們提出的意

見為整體人民的利益設

計政策，只要管治好，人

民就會支持他，所以在

中國整體來說，中國的

政治體制最危險就是貪

污腐敗，故習近平上台

後大力解決貪污腐敗問

題。

習近平年代第二樣解決的是黑社會勢力問

題，讓社會和諧。第三就是解決裙帶資本主義

(Crony capitalism)的問題，因見西方大資本家在壟
斷資本與經濟。中國政府通過制衡，監管大企業

不能操控經濟和社會，使中國的企業不能以錢謀

權，建立一種中國式的法治企業管治，使社會穩

定。中國近期對付了幾個寡頭大勢力，官員的貪污

勢力，資本家以錢謀權，民間的黑社會勢力，連娛

樂界的貪污也都對付了。而後用社會主義的共富，

去解決貧富懸殊，消除貧困。

美國的恐懼和妒忌，使他向中國施壓，這是一

個新問題，但是我相信中國只要做好自己，別人怎

麼說也不要緊。始終中國的體制能夠讓投資的人

賺到錢，資金就會不斷投入，資金不會受到政治影

響。其次，如果你能夠有一種高水平的文化，不單

止是外在城市的美觀或者是科技的高端，而且還

有一種仁愛和諧精神對其他民族文化，慢慢地讓

其他民族明白你的文化的王道性，不同西方的霸

道，對世界有正面貢獻，所以我覺得華南這一個大

灣區，如果能夠結合到非霸道性的王道文化價值，

是吸引資金流入，又能夠向外輸出，是內循環外循

環，一個大圈小圈的共同發展，又利用到香港澳門

的特質定位，會是中國未來發展中一個非常重要

的方向。

家庭優先觀的理想

■：有關文化價值，我想提出「家庭優先觀」，也

是我們中國文化所重視的，我們看重血緣關係，譬如佛

山有其社團總會，潮州有其商會等，而他們其實自然地

各自各走在一起的，所以香港與國內始終有分別。香港

有幾十萬佛山人、幾十萬客家人、幾十萬潮州人，他們就

是一個一個血緣體統，可以針對性做統治的作用。雖然

他們可能沒有到過家鄉，但大家容易共鳴到家鄉的情

況，因為他們從小到大都會吃家鄉菜，談家鄉事，潮州

吃滷水鵝便大夥兒走在一起，又或者順德菜也是如此，

這是飲食文化，好自然促成一個氛圍，香港是可以容納

不同文化的一個大熔爐。

過去香港政府是精英管治年代，今天要怎樣包裝

傳統中國文化，並培養下一代興起，我有以下總結：

第一個是審時度勢，即是你要了解現在環境，當前

處境。

第二個是與時並進，我們的機構—文化更新，會
不會有一個屬於文更的App，我覺得一定要做。

第三個是後發先至，新媒體(Social Media)的出
現，使傳輸速度及形式都改變。

最後是通達時務，整個大灣區未來五年，甚至十

年的發展如何，我們是需要預測計劃的，我所談的是根

據我們行業所知道的，未來軟件是怎樣情況。文化方面

是刺激我們對將來要有遠見，未來五年或者我們都是

一個叫加盟期都未定，但是過多十年到2035年，國家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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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有如何的新轉變呢，是我們要去思考的。所以，審時

度勢，與時並進，後發先至，通達時務，這幾項一定要

掌握。

美國立國理想的扭曲

□：今天的世界局面，帶來特別中國的契機，

契機就是因為美國打壓中國，讓到本來崇拜美國

的中國人看透其霸權的醜陋，回過來肯定中國正

在建立的價值，美國想不到近年的霸道是打倒了

新一代中國人對美國的盲目崇拜，原因是美國的

手段是在中國人面前公然說謊，如說中國種族滅

絕維族人，中國將病疫傳到世界，中國內任何族裔

的人都知道是造假，這造成了中國人對西方傳媒

霸佔全球話語權來說謊的憤怒，也讓中國人開始

不再崇拜美國，這次美國得不償失，因為美國失

去誠信，失去了大部分中國人對他的嚮往和信任。

很可惜，我80年代在美國留學時，見美國是尊重不
同的人、強調誠信、人民普遍關愛互助的國家，那

時宗教精神仍濃厚，有愛恕之道，政治仍有清明，

重法治下的自由。但見其精神日漸衰靡，將人權扭

曲為破壞倫理和家庭價值的理由。且嫉妒中國的

成功，而露出霸政壓人的面目。

■：這個是美國現在的情況，他想要搶盡地球資

源，只有你輸我贏的零和遊戲，讓美國自己享受所有好

處，所以美國不准其他國家崛起，你可以想像一下中國

有四億的中產，如果中國崛起，對美國做成很大的威脅，

這個純粹是西方的優越感。西方過去300年一直做主
導，享受所有好處，認為走的民主制度也是最好。現在

中國突然漸露頭角，而且竟然是走中國社會主義興起的

國家。因為過去300年真是由西方社會作主導，突然要
他承認社會主義都能帶來成功，美國根本是好難接受

到的。

□：從文化來說，美國立國時有清教徒精神，

原是重勤奮創新、以公義待貿易、不貪婪、不欺

騙、善待窮人。但至二十世紀後期，美國文化已扭

曲成自我中心主義(ego-centrism)，放縱自我、吸毒
合法、歧視少數民族、摧殘家庭價值。美國對外則

成霸權政治，欺凌甚至出兵侵略弱國，完全失去

基督教精神。數十年來美國犯罪極多而沒有悔改

精神，也無基督信仰應有的愛心寬容。他目前最難

的就是要悔改自己犯過的罪，特別是多次侵略他

國（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的罪惡及承認走下

坡。

■：他是好難接受到這方面的，再看大灣區的發

展，不多不少就是中國通過大灣區的角度來進行創新

(innovation)，不想香港變成邊緣化，我們叫前店後廠，
對於前店來說，如果你不做好前店，你的後廠也會沒

有。即是要前瞻將來有的情況，甚至去到2047年，究竟
是什麼情況。

□：西方其實也擔心沒有了香港，所以他們沒

有弄死香港，雖然他要弄死你也行，只不過他們利

益太深了。

■：利益關係深，特別在股票市場，牽涉到三

方面：第一，港元與美元掛鈎，如果美國不給你代

碼(swi f t)你好難做生意貿易。第二，大部分的上市公
司都是中國上市公司。第三，香港的市場是用普通法

(common law)的，英國的制度缺少一個都不得。今年第
一季已經發生三件大事：

楊潔篪，不給面子，以表抗衡。你制衡我，我就反

制衡你。最好就是大家有平衡。

「中歐全面投資協定」中歐達成協議。美國拉攏

歐洲盟友使中國與中歐關係也變得緊張，但德國做「中

歐全面投資協定」主席，考慮到中國的龐大市場經濟利

益，而中國又面臨美國打壓下，考慮到國際上，政治上形

勢，談判後最終也就達成了協議。

中國與伊朗建交，中國向伊朗購買石油，伊朗收

人民幣。中國與伊朗的貿易合作，導致美國害怕擔心，

因為愈多使用人民幣，美國就愈擔心。現時美國仍然佔

60%，但如果情況持續，美國的佔有率便會愈被侵蝕，
所以美國經常攪很多動作。

總結：以普遍的人性仁愛價值戰勝

文化霸權

□：中國與美國在這場對壘的仗裡面，應以普

遍的人性仁愛價值去戰勝西方自由主義的文化霸

權，另外要王道勝霸道，勝零和遊戲，以全球命運

共同利益去勝零和遊戲。

這樣看來，中國是有文化上的「上手牌」，但

如果以經濟、軍事方面來看，美國仍然是有「上手

牌」。若果中國持有文化上的「上手牌」，並慢慢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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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經濟及軍事，其他國家會歸中國，而且全球最大

的市場會在中國。他國公司要去中國發展，會考慮

香港作為跳板，或在香港設公司，這是香港的存在

價值。要更重視無條件的愛，精神價值並吸收西方

的優點，成為一個模範，一個地球兩個制度。

■：同意梁博士的分析，恰恰是東西二元社會，全

世界有幾千萬海外華僑，是一個很大的勢力，中國的強

大，使這些海外華人很有自豪感，我認為馬來西亞的華

文化比香港還做得好，馬來西亞的華文化是具體落實

的。大灣區概念不只是有9+2，更是吸納世界領先的灣
區，要在六年之後成為第一，所以要開放給外邊的人進

入。

□：文明的精華集中在此。

■：在灣區，現在的GDP是一萬八千億，已經超越
加拿大，一個灣區已經能夠超越加拿大這個大國，未來

十年更會翻倍。

而澳門清楚其定位是葡語貿易的，香港則如何定

位呢？香港在金融市場以外，如何在中西文化磨合一個

新文化，集合東西文明的優點，精神的融和而產生新文

化。我相信香港不是走一個傳統的中國文化模式，這也

沒可能。

□：這是人類文化上一個新嘗試點，看看如何

融和，不是一個人的能力，而是各種文化的並育。

■：中國文化對「家」有很重的觀念，如何培養

「家」觀念，香港人如何西化，但是也有中國傳統過時

過節的觀念行為。

□：建立家庭，重建家庭親情，救人類文明，

免得落入西方反家庭的後現代個人中心主義，中國

要強大才能守得住價值，人性與家庭親情無疑是

人類價值。

[1]朱雲漢：《高思在雲：一個知識份子對二十一世

紀的思考》(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165-166頁。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Owing to its History and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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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reater Bay Area, also known as 

Hong Kong-Greater Bay Area, claims the highest GDP 
for entire China, and reigns among her most powerful 
economic region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portray this area with the heroic stand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against the Yuan (Mongols), and then 
the people revolutionary struggle against the late Qing 
(Manchus).  In recent years, the strategic development 
of the Greater Bay Area proffers a much wider scope for 
the future.  As three interlocking circles, Hong Kong, 
Macau and the hinterland counterpart are developing in 
coordinated yet different directions. Hong Kong remains 
as the established financial center, covering fintech’s 
blockchain and virtual currency development.  Macau 
is positioned with her Portuguese language to focus on 
building relations with Portuguese-speaking countries. 
The Greater Bay Area’s pervasive Lingnan culture has 
plural characteristics. As a “cultural community”, it 
coalesces with the Central Plain culture to form the 
Chinese Cultural Community.  Future is seeing the 
Greater Bay Area’s cultural spirit absorbing Hong 
Kong’s Anglo-American cultural spirit and Macau’s 
southern European cultural spirit, and integrating these 
excellent Western cultural values into Chinese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with the latter f lourishing along the 
global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mong the good results, 
most important being to overcome cultural hegemony 
with universal values in humanity and love, and to 
redeem mankind’s civilized order with “family first”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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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 first” valu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