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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副主席出訪美國，是今年中國外交第一個大動作。今天中國與世界的關係早已超越了
以往任何一個時代，我們期盼中國的外交也能在應對日益複雜的國際局勢中，獲得區別於任何時
代的創新與變革，從而完成一次真正的鳳凰涅槃。

擺脫迷思培育文化之都 □王 凌

2月15 日，習近
平副主席到達他此次
美國之行的第二站
─艾奧瓦州。艾奧
瓦州地處美國中部，
名氣不像加州、紐約
州那麼響亮。但這個州與習副主席卻有着
特殊淵源。艾奧瓦州是一個農業州，這個
州90%的國民產值來自農業。它與河北省
是姐妹省州。1985 年，當習副主席還在
河北省正定縣當縣委書記時，他曾率領一
個地方幹部代表團訪問美國，來這裡學習
農業技術。他來到馬斯卡廷市，還在一家
普通美國人德沃切克夫婦家裡住過兩個晚
上。在這裡度過的短暫而美好的時光讓他
久久難以忘懷。這回，習副主席重新回到
馬斯卡廷市，與州長、市長、老房東和當
年結識的老友親切敘談。習近平情真意切
地表示， 「艾奧瓦州是我接觸美國的第一
站，你們是我最早結識的美國朋友。我們
那次考察收穫很大，不僅參觀學習了先進
的農業技術，還對美國社會有了初步了解
。我的突出印象是，美國人民和中國人民
一樣淳樸、勤勞、熱情、友好，兩國人民
之間共同語言很多，完全能夠成為互利合
作的好朋友、好夥伴」。

多交流即多了解
中國領導人在出訪中歷來重視與普通

民眾的接觸和交流，胡主席去年1月訪問
美國，就曾到芝加哥一所中學訪問，還邀
請了學習漢語的學生訪問中國，訪問中南
海。這是因為兩國民眾之間的交往，對對
方的了解對於兩國關係至關重要。現在中
美兩國之間存在着 「信任赤字」，部分原
因就是因為兩國人民對彼此的了解不夠。
領導人親自去接觸民眾，是增進兩國之間
相互了解的一個好方法。此次習副主席在
華盛頓、在艾奧瓦州的活動，就給美國民
眾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們覺得習副主席
既自信、堅定，同時又輕鬆、坦率、平易
近人，他與美國民眾拉家常，就像是他們
中間的普通一員。習副主席一直重視兩國

民眾之間的接觸和交往。他在華盛頓的一個公開演講中還講到了
他在福建工作時幫助一位美國老太太找到他丈夫以前生活和工作
過的地方的動人故事。為了推動兩國之間的人文交流，習副主席
在華盛頓的演講中也宣布，中國政府正在實行 「三個一萬」計劃
：4年內提供萬名美國留學生獎學金，漢語橋萬人來華研修，公
派萬人赴美攻讀博士學位。美國政府也在努力實行奧巴馬總統
2009 年宣布的在四年內派十萬名留學生來華計劃。這些計劃的
落實將大大增加兩國人民之間的相互了解，而進一步增進中美兩
國16億人民之間的相互了解和友誼，將決定兩國關係的未來。

促進兩國關係發展
習副主席的訪問還顯示了中國領導人對兩國地方之間交往的

重視。過去三十多年來，兩國之間已經建立了38對友好省州和
176對友好城市。但兩國幅員遼闊，情況千差萬別，地方之間的
交往仍然欠缺。正是為了促進地方之間的交往，去年1月胡主席
訪美時與奧巴馬總統達成共識，建立了一個新的機制，省州長論
壇，並且在去年成功地舉行了兩次。在去年 11 月 APEC 首腦會
議期間胡主席與奧巴馬總統會晤時雙方又決定要擴大這項交流活
動。現在美國的許多省州都希望增加對中國的出口，歡迎中國企
業到他們那裡去投資。但是在聯邦的層面則會過多地考慮政治的
因素、安全的因素。這方面在美國正形成 「地方包圍中央」的局
面。促進地方之間的交流將成為未來推動兩國關係發展的一個力
量的泉源。

習副主席對艾奧瓦州的訪問還突顯了兩國對農業交流的重視
。農業交流在中美兩國的經貿關係中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中國
進口美國大量的農產品，如棉花、大豆、玉米、生豬等。中國進
口的農產品佔了美國全部農產品出口的1/3，中國是美國農產品
出口的最大市場。

艾奧瓦州恰恰是農業大州。美國有先進的農業技術，習副主
席最初訪問該州就是來該州學習農業技術的。兩國在農業技術交
流、農業人才培訓方面有很大的拓展空間。可是兩國之間從來沒
有舉行過農業論壇。此次由兩國的農業部長主持在該州舉行了第
一次兩國農業論壇，習副主席出席並講了話，為兩國的農業合作
展現了新的前景。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榮譽學部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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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中國外交開創新局
□秦曉鷹

園地公開 文責自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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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議論風生

神神州點面

中中外連線

港府銳意進取，要一爭亞洲文化之都之名，願望
值得讚許。然而光靠打造一個西九龍，多建幾個博物
館就想一蹴而就，這其實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港府對
香港文化定位的一貫迷思。

何謂文化之都？怎樣才稱得上文化之都？廣義的
文化一詞包羅萬象，從文學藝術、政治科學到人類行
為都可籠統歸於其下，堪稱人類行為總和。文化
（culture）一詞與農業（agriculture）一次同詞源，即
栽培之意。文學藝術與美學之感受力是人類與其他生
物區別的重要標誌，故而 「人類心靈與感受力的培
養」乃文化之核心價值所在。真正的文化之都，必
然是滋養文學藝術與美學感受力的沃土。

「文化產業」 急功近利
香港本有條件成為真正的文化之都，因其自開埠

以來的進步開明之風。香港法制健全，新聞自由，有
兩文三語的語言優勢，中西文化相容並蓄，兼有嶺南
文化之根基；相對別的一些地方，更沒有意識形態的
顧慮。回顧香港近現代歷史，確實留下不少文學名人
及人文大師的足跡，如張愛玲、林語堂、錢穆、唐君
毅、余英時等等。只可惜是雁過留痕，卻始終無法能
成為文學藝術大師的樂土。

政府缺乏遠見，香港基本人文精神缺失，淪為只
重實用經濟的商業之都。政府提倡的文化大多浮於表
面，所謂的 「文化產業」頗有歷史，歸根結底還是與
現代商業文化息息相關。文化土壤貧瘠，從香港作家

及獨立出版一向艱難的處境可見一斑。
筆者去年參加了第十四屆新加坡作家節，活動雲

集十幾個國家及地區、百多位作家譯者，舉辦了一系
列人文藝術的講座及研討會。已有二十多年歷史的新
加坡作家節是新加坡最重要的文學藝術節，一直以來
積極推廣本地豐富、獨特的文學遺產及提倡和介紹亞
洲區域的文學。新加坡作家節由國家藝術理事會舉辦
，隸屬於新加坡政府新聞、通訊及藝術部。由此可見
新加坡政府積極推動文化藝術發展的努力及力爭亞洲
文化中心之雄心。

台星政策可資借鑑
台灣也不乏各類由政府及民間舉辦的文學獎和藝

術節，而台北是個人文氣息濃厚的都會似乎也已是不
爭的事實。就筆者的專業領域而言，台灣國立編譯館
歷史悠久，直屬政府教育部，負責學術文化書籍及教
科圖書編譯事宜。台灣的各大學老師更可申請政府資
助，翻譯文學藝術作品，加強中西文化交流。

反觀香港，政府對真正文化活動的支持投入遠不
及新加坡和台北。查閱香港過去十年的施政報告，對
文化發展着墨甚少，這部分折射了港府一直以來缺
乏人文關懷的短視及重商輕文的固定思維模式。

人文土壤的培育與商業投資不同，很難有立竿見
影的回報，然而影響卻長久深遠。在歷史文化、人文
精神的傳承方面，港府做了一定的工作，但因過於急
功近利，大多膚淺流於表面，宛如經濟實用的塑膠花
，乍看繁花似錦卻毫無長久生命力。

去年十一月香港成功舉辦了第二屆香港國際詩歌
之夜。活動由著名詩人北島發起，香港中文大學、香
港城市大學及香港科技大學共同舉辦。詩歌節邀請到

海內外十幾個國家及地區的詩人聚集一堂，一時星光
熠熠，為繁忙營役的香港人帶來一絲清新空氣，讓他
們度過了充滿遐想的詩意之夜。

長遠規劃建立品牌
作為今屆香港國際詩歌之夜的籌委會委員，筆者

深知在香港這個商業之都舉辦純文學活動有多麼不易
。北島在二零零九年籌辦第一屆詩歌節時，舉步維艱
，幸有民間有識之士慷慨解囊，方能成事。如今第二
屆詩歌節成功舉辦，並獲得海內外媒體爭相關注。
「二零一一香港國際詩歌之夜」還在由南方都市報舉

辦的 「深港生活大獎」評選中，獲得了 「最佳人文大
獎」的殊榮。這些都無疑有助提高香港在亞洲乃至全
球的文化地位。

據悉香港藝術發展局已向詩歌節伸出橄欖枝，意
欲將詩歌節打造為香港新的文化品牌。然而筆者真心
希望港府有長遠規劃，真正着眼培育文化藝術的肥沃
土壤，而非是揠苗助長。因為貧瘠的土壤絕不會孕育
出桃紅柳綠，參天大樹。

若香港能成為一塊滋養文學藝術的沃土，必能吸
引像北島一樣的大批文學藝術界的有識之士來港，相
信他們不會再像候鳥般遷徙，定能安於斯，樂於斯；
而香港也會不再僅僅只是商業之都，或商業文化之都
，而是真正名副其實的亞洲文化之都。

黑格爾曾說過：一個民族，有一些關注天空的人
，他們才有希望；一個民族，只是關心腳下的事情，
注定沒有未來。希望我們留給後代的不僅是一座座摩
天大廈，一堆堆金條珠寶，而是可以滋養他們的心靈
，讓他們自由呼吸的人文空氣。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教師

習近平副主席出訪美國，
是今年中國外交第一個大動作
。美國正逢大選，對華關係是
美兩黨競選綱領中不可或缺的
內容。儘管競選語言與實際行
動有時存在很大距離，如同歡
迎詞和歡迎儀式並不完全代表

主人的真實想法一樣。但無論如何，中美關係是中
國外交必須 「唱」，也必須唱好的一台戲。中美關
係總體向好，但也深藏玄機。

「鄰居」 越多問題也越多
人們注意到從本月 7 日起，一場為期 10 天代

號 「金色眼鏡蛇」的聯合軍演正在進行。意味深長
的是，參加此次軍演的七國，除了美國，其他國家
分別來自東北亞、東亞、東南亞和南亞，規模之大
，覆蓋之廣都是多年少見的。如果我們把這場軍演
與美國重返亞洲的戰略聯繫在一起；繼而與去年美

國在排除中國的情況下、力促 TPP 的行動聯繫起
來，人們無須太多想像力，就可以清晰地看到美國
意欲何為。這個從來沒有離開過亞洲的超級大國推
出 「重返亞洲」戰略，在中國與亞洲各國的和平發
展進程中是 「攪局」還是其他，是中國外交需要正
視並且密切注意的事態。

眾所周知，中國是在當今世界各國中，周邊鄰
國數量最多的國家。 「鄰居」最多，也就意味着聯
繫多、問題多、好事多，麻煩也多。中國在東亞區
域的地緣政冶、地緣經濟、地緣文化和地緣歷史中
所具有的巨大影響，既是與周邊鄰國和睦相處的基
礎，又是與之產生多種矛盾的根源。伴隨着中國改
革開放和 「走出去」的進程以及周邊國家各自的相
繼崛起，在經貿交往和開發可利用性資源上的矛盾
就變得日益突出。如何處理與周邊國家的歷史糾葛
與現實利益衝突，正極大地考驗着中國外交，檢驗
着中國外交的智慧、勇氣和創造力。

世界並不遙遠，世界有些陌生。這不是文字遊
戲，而是當代中國人對國際關係的感知。曾經因為
相對封閉，而經常與全球問題擦肩而過的中國，今
天卻不能不在世界熱點與焦點問題上亮明自己的立
場和態度。作為捲入經濟全球化浪潮中的大國，中
國與世界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接近，又從來沒有像

今天這樣急切地需要洞悉對方。

確保本國利益最大化
無論是在 「朝核」、 「伊核」、巴

以問題上，還是在諸如利比亞、敘利亞
的緊張局勢中，中國不可能不為自己的
切身利益（包括對海外華人華僑的護佑）
而在國際衝突中袖手旁觀。在主權外交
受到猛烈衝擊，利益外交和價值觀外交
日漸強烈的交互作用下，中國怎樣折衝
樽俎，權衡利弊；中國的外交又應如何
驅利避害，並在尊重國際事務準則、國
家主權和基本人權的前提下，確保本國
的利益最大化，同樣是中國外交所面臨
的選擇。至於說到改變由西方國家主導
的不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更是中國外
交必須以務實的態度扎實的步驟才能達
到的長遠戰略目標。

在當代世界事務中，還有一種介乎
於政府與民間的國際關係，換句話說就
是由政府與各類國際組織共同參與的非
政府外交關係。這種外交關係區別於民
間外交，卻往往能對世界各國公眾輿論

產生巨大的影響，譬如世界女權主義運動，世界範
圍的環保主義運動，世界性維護人權活動、維護人
類可持續發展的保護生態運動、文化遺產保護運動
等等。這種非政府間的國際活動與運動，在各國受
政府重視的程度各有不同。但它們往往是衡量一個
國家公眾與政府內在素質的重要標誌。去年，圍繞
着京都議定書，各國在碳排量上的激烈爭論，就說
明了這類國際問題的廣泛性和緊迫性。

以上幾大類國際關係錯綜複雜，它們既是對中
國外交的考驗，又是中國得以施展才華與創造性的
天地和舞台。當然，它們也對中國實行全方位外交
提出了更高更新的內在要求，有助於中國政府摒棄
陳舊的外交思維，有助於我們為應對嚴峻複雜的國
際局勢，應對必須參與其中的新的政治經濟格局，
制定新的全球性戰略。

擺脫陳舊模式免被動
中國外交，這個涉及到國家實力、國家利益、

國家形象、民族尊嚴、民族心理的領域，有着中國
公眾極高的關注度。中國外交在這些嚴峻複雜巨大
的挑戰面前的一舉一動，一招一式，中國領導人在
外交場合的一言一行，都會被聚焦、被放大。其實
，筆者上述所說的諸多 「考驗」是句客氣話，考驗
的實質是什麼？是挑戰。巨大的考驗就是巨大的挑
戰！直接的、間接的、區域的、全球的、雙邊的、
多邊的等等挑戰，今天都極為現實地擺在了中國外
交方略制定者的面前。也正是因為這樣，筆者以為
，有必要對以往的中國外交思維定勢加以審視和清
理，藉以尋找中國主動應對複雜國際局勢的有效途
徑和有力方式。只有擺脫陳舊、過時的行為模式，
才能防止因策略上的小失誤造成的戰略上的大被
動。

行為來自思維、思維來自文化、文化來自傳統
。我同意新加坡學者鄭永年所說的外交與文化關係
的一段話。這段話的大意是，中國所以在處理國際
問題過程中顯得不慌不忙，對一些難以找到解決方
法的問題，又往往求助於時間，把問題留給未來，
這與中國文化崇尚中庸有很大關係。而這種中庸文
化反映在處理相關的國際事務中上就自然而然地形
成了中國多年來實際遵循的 「反應性外交」和 「防
禦性外交」。

今天中國與世界的關係早已超越了以往任何一
個時代，我們期盼中國的外交也能在應對日益複雜
的國際局勢中，獲得區別於任何時代的創新與變革
，從而完成一次真正的鳳凰涅槃。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你言我語你言我語

內地 「雙非」孕婦湧港產子已引起各界關注，特首曾
蔭權日前提出打擊安排內地孕婦來港產子的中介公司，入
境處依法率先出手，本月10日首次檢控一名內地中介人。

入境處已起訴該名內地女子兩項違反逗留條件罪名，
案情指被告去年12月28日來港報稱旅遊，實際是處理分
娩中介業務，為一名內地孕婦到醫務所支付產科費用，這
種行為觸犯 「不得在港從事業務」的入境條例；被告上月
15 日經落馬洲來港，期間召喚救護車接載一名內地孕婦
到醫院；被告面對入境處人員多番查問，訛稱不認識孕婦
，但進一步盤問下被告承認內地孕婦是其客戶，承認是陪
同對方來港分娩，故又犯了 「虛假申述」罪名。

入境處依法打擊 「雙非」中介人的目的是阻止「雙非」
孕婦潮。據統計，在 2010 年這類人在香港誕下 32,653 名
嬰兒，數目比10年前狂升超過50倍；去年內地孕婦未經
預約而衝香港公立醫院急症室分娩的個案多達1,656宗，
較前年激升逾倍。根據此情況發展，乃嚴重影響本港孕婦
及嬰兒的醫療服務，也是對香港的教育、住屋等各項措施
帶來深遠影響。

港府決心打擊蠱惑中介，已委派警方 「O記」配合入
境處展開行動，多名探員近日從早上過關繁忙時間，在落
馬洲管制站協助檢查，在四條訪港旅客汽車通道，各派一
名衛生署人員、兩名探員及兩名入境處職員把關；又徹查
車輛是否有裝置匿藏孕婦，如發現有孕婦便詳細查問有關
情況，不符合條件的不准過關。

相信在政府和各個部門互相配合下，一定能堵截 「雙
非」孕婦來港分娩。

會展中心管理公司副董事總經理梅李玉霞日前指出，
因場地不足，使不少國際大型會議及展覽都流失到鄰近城
市，再接不到新客戶。以舉辦大型國際性會議（平均人數
800人以上）來說，該中心在2006年舉辦國際性會議數目
為47個，2009年僅有26個，去年則有32個。就是說，六
年間減幅達31.9%。場地不夠，影響會展業務，由此可見
一斑。

目前，會展中心的可租用面積為91500平方米，當中
約66000平方米為可作展覽場地。梅李玉霞期望，未來五
至八年展覽場地可擴至 10 萬平方米，才能應付需求，如
再不擴建，客戶流失率將更大。

然而，令人失望的是，有關會展第三期擴建計劃目前
仍在研究階段，紙上談兵，未有定案及時間表。雖然政府
在08及09年度的《施政報告》中曾提出，香港要維持國
際會展中心地位，需要增加灣仔會議展覽中心的展覽面積
。政府及貿易發展局現正考慮在會展中心的現址附近進行
第三期擴建。可是三年過去了，擴建計劃迄今仍未起步，
仍在 「僅聞樓梯響」，這與各界期望的迫切性存在嚴重的
落差。

不僅如此，本港會展業界人士還指出，現時香港會議
展覽中心不但比內地十大會展中心面積小（如廣州琶洲國
際會展 33.8 萬平方米、上海新國際博覽中心 20 萬平方米
、深圳會展中心10.5萬平方米），而且面對上海「巨無霸」
即將建成的挑戰（上海去年底已動工興建一個全球最大、
展覽面積達 50 萬平方米的 「中國博覽會會展中心」，並
預計 2014 年投入服務），政府如果再舉棋不定，茫無頭
緒，則香港會展業將被大大拋離在後頭，其結果是 「肥水
白流別人田」。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今年將舉行逾135個展覽和會議，
包括樂活生活、印度地產等5個新展覽，以及世界牙科年
度大會等 30 項大型會議，僅牙科大會將吸引近萬名來自
140個國家及地區的牙科專業人士匯聚香江。但不容忽視
的事實是，排得密密麻麻的檔期，不但彰顯會展場地供不
應求，而且也使會展中心管理公司在尋找新客戶時面對極
大掣肘，再不擴建遲早 「爆煲」，平白流失展覽客戶，同
時波及本港旅遊業，影響香港經濟長遠發展。時不我與，
不進則退。對此，政府難道不應該當機立斷，早日落實擴
建計劃嗎？

擴建會展場地
□傅 平

打擊雙非中介
□余耀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