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門璀璨亮麗的夜景。

中國在世界戰略的重新定位
記澳門「一帶一路 創新未來」主題活動

▓路華平

找回記憶 創新未來
2015年接近尾聲之際，由中國僑

聯及澳門歸僑總會於12月14日至17日聯

合主辦「一帶一路  創新未來」主題活

動，為即將結束的「乙未羊」，掀起僑

界的壓軸盛會，也為接續而來的「丙申

猴」，鋪起僑界平順之路。

這個壓軸的僑界盛會，除了來自全

球三十餘國、一百五十餘位僑領共襄盛

舉外，我們華僑協會總會當然也不會缺

席。理事長陳三井偕常務理事沈大川、

黃東祥、黃海龍、趙麗屏、鄭安國、菲

律賓分會創會會長甄炳興，秘書長廖俊

傑及秘書張國裕等九人與會。

聆聽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學部主任

張蘊嶺主講〈一帶一路：找回失去的記

憶與創新未來〉歷時兩個小時，清楚勾

勒出「一帶一路」的輪廓，鋪陳「一帶

一路」的內涵。張蘊嶺總結指出，找回

記憶是為了創新未來，「一帶一路」不

是權宜之計，而是長遠考量，是中國在

世界戰略的重新定位，是要構建中國與

周邊地區乃至全世界的命運共同體。

澳門是「一帶一路」的重要環節，

隔鄰的橫琴自貿區就是「一帶一路」的

節點，親履斯島，觸目所及，土木大

興，方知「一帶一路」並非只是箭在弦

上而已，而是早已啟動，中國大陸從上

至下劍及履及的規劃力與行動力，又豈

僅是「瞠目結舌」四字可以形容。

此外，趁回台北前的空檔，專程拜

訪澳門歸僑總會，受到會長劉藝良、理

事長王彬成、副會長黃瓊成、康寧英、

梁寶卿、陳曉平、溫深文、梁美滿、蘇

慶輝、王國蓉等人熱烈接待。陳三井致

贈「僑誼永固」紀念牌，以示兩會友誼

歷久彌新。

澳門徹底翻轉 判若雲泥
台北到澳門真的很方便，買張機

票，帶上護照，當然還要帶張信用卡，

九十分鐘的航行，打個盹，再伸個懶

腰，就抵達早期中西文化的交匯點。澳

門受葡萄牙治理462年，直到1999年12月

20日才回歸祖國懷抱。

澳門回歸十六年來，在中國大陸全

力扶植下，以博彩休閒渡假為發展重心

主軸，社會治安及經濟發展徹底翻轉，

判若雲泥。2002年，初次造訪，12年後

再訪，舊思故想，完全顛覆。走完一遭

金沙、威尼斯人、新濠影匯、新濠天地

等四處娛樂賭場，方知我們自傲的台北

101信義商圈，只能謙卑收斂自稱小而

美。

「回歸前，黑道火拚時有所聞，治

安不是很好，那時人均收入不及台灣一

半。但十六年後，三更半夜走在澳門街

頭不用擔心被搶，大家的人均收入翻了

好幾番，現在是台灣的一倍，這都要拜

祖國支持之賜。」劉藝良說。

劉藝良是澳門歸僑總會會長，也是

中國僑聯副主席，結合中國僑聯與澳門

歸僑總會資源，策劃此次活動，埸面盛

大熱烈，與會者莫不稱道。

活動會場選在金沙喜來登酒店，

會議廳的名字「帕米爾」，濃濃的中國

味。似與「一帶一路」主題不謀而合，

因為帕米爾正是古絲綢之路必經之地。

12月15日上午開幕式，遇見了中

國僑聯喬衛副主席、孔濤部長、桑寶山

副部長、肖翎處長及陳小雲等多位老朋

友。嗣再經司儀介紹，方知出席的嘉賓

有澳門特別行政區多位司長及中聯辦主

▲橫琴自貿區，澳門青年創業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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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經濟區，要發揮海外僑胞及香港、

澳門特別行政區獨特優勢，積極參與

「一帶一路」。今天藉這個場合，讓海

外僑胞包括台灣都知道「一帶一路」是

讓各方都有利的歷史機會，應該動用各

方力量共同實施。

結語時，喬衛強調將協助海外僑胞

積極主動參與「一帶一路」建設。

劉藝良以澳門為平台
身為主辦單位負責人的劉藝良致詞

時，特別強調澳門回歸16年來取得的成

果，是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他提到在

「一帶一路」的大戰略下，除了打造澳

門成為世界級休閒旅遊中心，同時建立

澳門與葡語系國家合作的平台，深化與

內地、香港及台灣合作，強化與「一帶

一路」沿線國家的交流，進一步拓展澳

門發展空間，為「一帶一路」的建設創

造歷史的機遇，惠及百姓。

而就今天主題，他介紹主講者張蘊

嶺的背景，一定可以讓在座的大家，深

入瞭解「一帶一路」的內涵與方向，找

到自己的著力點，創造商機。

結語時，劉藝良期望，來自世界各

地的華僑朋友們進一步瞭解澳門，與澳

門僑界交流合作，以澳門為平台，開啟

澳門與「一帶一路」建設新的篇章。

接下來的啟動儀式，世界地圖展現

了歐亞大陸「一帶一路」路線亮點，最

特別的是，有一條延伸到南太平洋的海

上絲路，除了美洲之外，幾乎都是「一

帶一路」的亮點。

張蘊嶺為「一帶一路」講新意
與談人澳門歸僑總會副理事長刑

榮發博士，再次介紹張蘊嶺的經歷及學

術著作，洋洋灑灑，真是「族繁不及備

載」，總歸一句，張蘊嶺就是專家中的

專家、老師中的老師。

張蘊嶺說，「一帶一路」這個題目

好講也不好講。好講呢，因為這個題目

很大，大家都很關注；不好講呢，是因

為報刊雜誌新聞有關「一帶一路」的報

任，俱見此次活動的規模。

喬衛闡述「一帶一路」
喬衛致詞時，開門見山，闡述了

「一帶一路」緣起。

喬衛說，2013年9月，習近平主席

在哈薩克斯坦首次提出共同建設絲綢之

路經濟帶的戰略倡議，一個月後，又在

印尼提出共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倡

議。我們打開世界地圖可以發現，沿著

亞太經濟圈開始，貫穿歐亞大陸，西進

歐洲經濟圈，形成一個大的環帶，這就

是「一帶一路」所涵蓋的範圍。「一帶

一路」沿線國家，或要素不同，或文化

背景不同，或發展水平參差不齊，但是

後勁卻非常強。

有關「一帶一路」的內涵。喬衛

說，專家分析指出，秉持中國文化傳統

對外交往理念，旨在推動更大範圍、更

高水平、更深層次的大開放、大交流、

大融合，這種拋棄零和思維的合作模

式，將會開啟另一個新的世紀。「一帶

一路」是惠及百姓的大工程，其中受益

的，不僅僅是相關的國家和政府而已，

而是住在國的海外僑胞、各國人民都

會受惠。這對中國有利、對各住在國有

利，同時也是有利海外僑胞的大機遇，

海外僑胞應充份發揮連結中國夢與世界

夢的使者與橋樑的作用，積極作為，使

當地國搭上中國發展的快班車，共同分

享中國發展的紅利。同時也要在這一

個過程中，主動去開發適合自己發展的

空間，為自己的發展提供一個廣闊的

空間，將個人的夢想融入國家夢、民族

夢、世界夢中，追求中國、住在國與華

僑自身的共贏。

有關澳門在「一帶一路」的定位。

喬衛說，澳門自古以來就是海上絲綢之

路的重要節點，在參與過程中，具有獨

特優勢。澳門見證了中西文化交融的過

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有著深厚

的歷史淵源，特別是葡語國家保持傳統

而廣泛的聯繫。澳門特區政府提出建設

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和中國與葡語國家商

貿合作平台的目標，這個戰略理念與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是一脈相承的。

對兩岸四地共同建設「一帶一路」

的機遇，喬衛說，2015年3月，發佈的

「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

上絲綢之路願景與行動」明確指出，要

深化與港、澳、台合作，打造粵、港、

▲中國僑聯副主席喬衛（左）與澳門歸僑總會會長劉藝良分別以主辦單位身分致詞。

▲「一帶一路  創新未來」主題活動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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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戰結束後，逐步改變與外國關係，

中止了中國的下行線。換句話說，就是

中華民族的復興，但是這段路走得非常

艱難，因為中國沒有統一，同時又陷入

冷戰的對抗，為了國家安全，曾經與外

面打了好幾次仗，有些仗的後果非常嚴

重，也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與此同時，我們自己探索民族復

興也付出了很大的代價，犯了嚴重的錯

誤，譬如大躍進，提出「三年超英，五

年趕美」口號，也搞過文化大革命。所

以，在這樣的情形下，復興道路是極其

不易的。但是，改革開放讓我們中國走

向快速復興之路，經過幾十年時間，我

們的經濟總量已經重新躍居世界強列，

現在排在第二位，但所有預測都有共

識，那就是到2030年，中國將成為世界

最大的經濟體。

與周邊國家劃定疆界
中國處理和外國關係，到了90年代

才和所有周邊國家關係正常化，劃定邊

界。在中國歷史上，實際上是沒有邊界

的問題，近代國家邊界的概念是從歐洲

來的。歐洲國家打了千年仗，總認為不

能老是打來打去，於是劃定邊界，成立

民族國家。這對中國來說是個挑戰，這

也就是為什麼在中國歷史版圖上忽大忽

小，因為中國版圖沒有歷史邊界，個人

稱之為「治理邊界」，強的時候，治理

範圍很大，弱的時候，就退出治理。最

好的例子就是韓國，也就是高句麗，在

中國歷史上，曾經治理過高句麗，也就

成為中國的一部份，但他們認為是被唐

朝打敗，在朝鮮半島建國，類似這種問

題遺留下來很多。

對於版圖疆界的劃定，中國秉持兩

項原則：一是凡是按正規條約劃定的邊

界，依條約辦，不能再拿回來。二是通

過雙邊的耐心談判來逐步劃定，所以到

現在為止就只賸下和印度邊界未解決。

▲本會與會人員合影，左起：廖俊傑、甄炳興、黃東祥、陳三井、鄭安國、趙麗屏、沈大川。

導很多，研究成果也不少，大家基本上

都有瞭解。因此，他要講一些有新意能

對味的東西，題目定為〈一帶一路：找

回失去的記憶與創新未來〉。

回顧歷史 中國復興之路艱難
張蘊嶺說，在歷史上，「一帶一

路」曾經有過，從漢朝、唐朝到清朝晚

期，「一帶一路」曾經是我們中國和外

國世界重要的連接渠道。當時的背景就

是中國是世界上最強大的經濟體，吸引

世界各地商人前來中國，所以有學者研

究發現，「一帶一路」實際上是外邊人

進到中國多於我們走出去。為什麼呢？

因為當時我們中國的吸引力特別大，不

論是經濟、商業、文化、工藝或其他方

面。

但是，隨著近代中國的衰落，變成

了失去的記憶。為什麼呢？因為中國本

身衰落，中國不再像過去歷史上有對外

的吸引力，另一個原因是中國與外部傳

統的鏈接被割斷了、被改變了。因為中

國周邊國家都變成了列強的殖民地，有

的國家像日本，從密切交往的鄰居變成

侵略我們的惡鄰。所以，中國與外面產

生根本性的變化，大多數國家，我們與

他們本國沒有直接連繫，變成了中國和

他國的連繫，這就是殖民地的宗主國遺

留下來很多問題。

再來說割斷，因為我們本身衰落，

把外部看成是敵對國家，威脅中國，列

強太強大了，不願和他們交往，所以

有禁海政策，海上成了我們的威脅。因

此，淡忘了過去曾經有過的輝煌。但是

近代志士仁人呼喚要振興中華，及至中

▲主講人張蘊嶺教授（左）、與談人澳門歸僑總會副理事長刑榮發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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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網絡，這是有遠見的建設。若把中國

交通網絡搬到外邊，連接中國，才能說

中國是個大國，是個強國。過去，條條

大路通羅馬，但現在很難說，條條大道

通北京，通不了。

交通網絡連結各方倡議
這些年，中國做了很多努力，提

出許多倡議，比如從連雲通歐洲，但是

交通不只是一條而需網絡。前說的昆曼

公路，它是一級路非高速公路，經過老

撾，卻沒有連接到老撾其他城市，無法

帶動老撾經濟，老撾就抗議了，認為提

供了土地卻沒受益。究因在於昆曼公路

只是一條而非網路，利用率很低。

中國對外走不出去，地緣就連接不

起來。歷史上的絲綢之路是靠駱駝走出

來的，今天靠鐵公路，我們有很大的需

求及壓力，也做了很多努力，但成效不

好。比如孟中緬經濟走廊和昆曼公路很

分散，連接不起來效果就差。因此，需

要有一個辦法把分散的倡議連接起來，

同時能有統一的交通網絡的規劃，更重

要是要有長遠發展，帶動這些區域的發

展，光自己發展是不行的，因為現在是

全球化的時代。以前的殖民主義是殺雞

取卵，我們則是要養雞下蛋，這些區域

發展起來，我們才有商業機會。

習近平在哈薩克斯坦動情的演說
在這樣背景下，習近平這一代執

政領導人就把那些分散的倡議，努力規

劃，設想能用一個大的框架、大的戰略

思維統一起來，這就是2013年習主席很

動情對哈薩克斯坦大學生演講時說：

「我的家鄉陝西，就位於古絲綢之路的

起點。站在這裏，回首歷史，我仿佛聽

到了山間迴盪的聲聲駝鈴，看到了大漠

飄飛的裊裊孤煙。這一切讓我感到十分

親切。」這是要找回失去的歷史，曾經

我們有過這樣美好的交往。在東亞，習

近平說：「東南亞地區自古以來，就是

海上絲綢之路重要的樞紐。」所以，這

樣的際遇不僅讓崛起的中國找回失去的

歷史，更是激勵了創見，面向未來。他

在英國國是訪問演講時，引用莎士比亞

的詩句「過去是序章，回顧過去，只是

為了未來。」

因此，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三十

年來，首先中國發展起來了，目前是世

界第二大經濟體，未來要成世界第一大

經濟體，那就要做點大事。其次，從中

國與外國關係構造，要做點實事。第

三，要有大思路、大設想，能夠把我們

渡海地緣優勢統合起來，開發出來，為

中國和世界未來發展做出新的貢獻。

各國對「一帶一路」看法
凡是過去皆為序章，找回失去的失

憶，是為了創新未來。

新加坡人說，「一帶一路」不是權

宜之計，而是長遠考量，是中國的戰略

重新定位。新加坡對「一帶一路」的理

解是非常清晰的。

英國媒體說，「一帶一路」是中

國在世界重新定位，把中國地緣連接大

海，銜接大陸，這不就是重新定位嗎？

韓國人說，「一帶一路」讓東方

思想回歸，二、三百年來，西方思想主

導世界，我們不能說它壞，但是它有很

多的缺點。西方主導的思想是以衝突主

義為思考的基線，東方以和諧共處為思

想，未來世界多元多樣發展，就是要尋

雙方邊界的問題是英國人留下來的，談

起來特別艱難。以前雙方曾為邊界打過

仗，希望談定之後不要再打仗。

東盟十加一自貿區
隨著中國的發展，實力增強，我

們作為大國要在這個地區發揮重大的影

響力，構建和這些國家新的關係。有些

關係是市場所構建的，比如經濟，以前

這些國家睜眼閉眼都只看到日本、美國

是很大市場，但現在中國是第二大經濟

體，已經成為他們最大的貿易市場，這

是一個重大的轉變。

中國作為周邊國家最大的經貿市

場，他們開始回歸了。雖然現在經濟市

場和以前不一樣，因為大家處在全球化

時代，處在相互倚賴的世界，你泥中有

我，我泥中有你，因此要構建以開放合

作為基礎的關係。

張蘊嶺說，他參與了推動中國與外

國建立自由貿易關係，中國在2000年加

入WTO後，提出建立中國和東盟自貿

區，十個國家一起談，這是過去從未有

過的。日本自60年代，提出福田主義，

進入東南亞，但從未談整體自貿區，到

現在為止也未和東盟簽訂集體自貿區。

分裂的東南亞不利於中國，與聯合的東

南亞開始構建自貿區。由此，中國整體

對外關係起了很大變化。

中國和東盟建立自貿區，引發了韓

國、日本、澳洲、印度、紐西蘭等國，

啟動一個個東盟十加一自貿區。

另外構建上海合作組織，啟動六方

會談，這些林林總總都是重新安排推動

構建中國與周邊國家新的關係，中國元

素開始作用，關係發生轉變。

先海路 後陸路
翻開中國地圖，向東接海，往西是

地緣鏈鍵，連接歐亞陸地。中國擁有海

上及陸地這麼一大塊地緣關係，是其他

國家所沒有的，但回到現實，這種地緣

優勢只利用到很少一部份。改革開放以

後，利用海上優勢，在沿海地區發展出

口加工業，海上優勢因為不需要修路，

靠船隻打通外國關係，我們稱之為「養

託在外」。

通過這樣的戰略，對外關係取得很

大成功，沿海地區取得很大的發展，成

為整個中國經濟的重心。

「殺雞取卵」vs「養雞下蛋」
但是這種海路連接還是比較單一

的，因為主要關係是發達國家，非發達

國家就沒連接得上。陸路的問題更大，

往北，俄羅斯僅有一條老的鐵路通莫斯

科，從北京到莫斯科要十幾天，很耗

時，而公路則一條都沒有，黑龍江、阿

布爾河沒有一座橋供車輛通往俄羅斯，

因為俄羅斯擔心中國人進入擴張，不讓

建橋。往蒙古也很簡單，只有一條路。

往中亞只有一條剛完成道路，往南亞更

不通，我們希望建立的孟中緬經濟走

廊，就是希望從中國西南部進入印度

洋，解決西南部出口入海問題。

現在四川、雲南貨物都是通過上

海、廣州出口，昆明到曼谷有昆曼公路

通東南亞，到越南也是一條老鐵路。所

以，看整個陸地連接這麼大，卻沒有公

路可以抵達，還能說中國是個強國嗎？

中國發展之所以那麼快，最主要的

就是交通建設，中國和印度一比完全是

個天差地別的國家，因為中國有完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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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大了。

發展到極致的反思
全面小康不僅僅是富裕，最重要

的是轉變，第一是新的發展方式，習近

平提出「新的發展理念指導發展方式轉

變」，新的發展理念就是創新、協調、

綠色、開放、共享。這些都是我們過去

教訓的總結，也是未來我們的方向。實

際上，大家都在反思，過去三十年我們

的發展成功是成功了，但是代價也很

大，像是霧霾、河川污染等。

我們是個敢抄襲的國家，走了西

方曾經走過的道路，我們一開始曾經問

「走這道路能行嗎？」我們當時還不太

瞭解，因為我們太窮了。鄧小平曾說

「一天掙一美元總比不掙強」，但是一

旦達到一定的目標時，就得重新思考這

路能走下去嗎？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經

歷過，那就是十幾億人口在最短時間內

實現現代化。歐洲、美國二百多年的工

業化現代化，才運作幾億人口而已。而

印度呢？也是十幾億人口。所以，以西

方追求物質為基本方向的模式肯定是不

行的，必須轉變。

最近在巴黎召開的世界氣候峰會，

吵歸吵，最後還是達成協議。因為再不

搞，人類肯定完蛋，世界都完了。涉及

到每個國家，必須下定決心，應該說中

國在這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第二個轉變是新的社會結構的轉

變，新的社會結構有兩個涵意，一是從

農業社會到城市化的轉變，大多數人口

都變成城市居民。過去三十年並沒有真

正的城市化，因為大多數到城市打工的

農村人口沒有落籍，現在提出以人為本

的城市，落籍解決農民工的上學問題，

另一個是社會保障問題，取代過去以增

長為本的政策，這可以說是中國社會結

找多樣和解共處的道路。這只能從東方

思想找到，而這樣的思想，只有以中國

復興為背景才可發揮作用。

伊朗人說，我們看重的不只是中國

的經濟，我們更看重的是，中國能為世

界提供另一種選擇。這是伊朗神學院教

授提出來的，他們認為中國經濟發展的

成功，證明了另一種道路是可行的，因

為現在媒體導向說西方都是好的，不搞

西方民主就不好。若中國成功了，他們

就取得多重選擇的合法性，而不是只有

西方那一套。現在，我們看到西方強制

改變中東造成的惡果，到處一片混亂，

無法收拾。

2020年全面小康 消滅貧窮
中國的發展崛起都一再的重新思考

未來的發展，要創新未來。中國有自己

的中國夢，中國夢是民族復興的夢。中

國本來是一個好端端的強國，但近代衰

落成被別人欺負，海外華人感受最深。

所以，中國夢不僅是中國自己的夢，也

是海外全炎黃子孫的夢。

中國夢另一個重新定義是發揮大

國作用的夢，要怎樣發揮大國作用呢？

首先，第一步是在2020年建成全面小康

社會，第二步是2050年建成發達國家，

若第一步在習近平任內不能達成，第二

步也就甭說了。這就是為什麼習近平要

提出中國夢的原因，而這時候，在中國

歷史上更能接近這個目標，要實現這個

夢，大家有信心，但也不容易，因為要

消滅貧困人口，在十幾億人口的大國要

全面小康，沒有窮人，沒人敢說這個

話，但習主席說了，這是非常了不起的

承諾與使命，這個承諾並不只是說說而

已，而是已經開始做了。世界貧窮人口

的減少主要歸功於中國，因為2020年中

國把貧窮人口消滅了，這對世界的貢獻

▲2013年9月7日，中國大陸主席習近平在哈薩克斯坦納紮爾巴耶夫大學發表演講，首提建立絲
綢之路經濟帶的倡議。（取自網路）

▲哈薩克斯坦納紮爾巴耶夫大學演講現場。（取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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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期一個崛起的大國和現成的大國，守

成的大國要消滅即將崛起大國，而崛起

的大國則想要取代守成大國。專家們都

說，中國與美國這兩個大國就是落入這

樣的陷阱和衝突。所以，習近平在訪問

美國時就說中美之間沒有「修昔底德陷

阱」，為什麼呢？我們做為一個後起的

大國，不見得要頂替美國位置，實際上

也不想替代，看看現在世界這樣子，我

們承擔得起嗎？中國思想文化傳統裡頭

沒有稱霸爭霸的想法，要想做，早就做

了。（編按：「修昔底德陷阱」源自古

希臘著名歷史學家修昔底德，當時的雅

典實力成長茁壯，威脅到斯巴達的霸

權，引起雅典和斯巴達的流血戰爭，他

以之為例，指出當一個新崛起的霸權

與既有的統治霸主競爭時，雙方面臨的

衝突，多數會以流血戰爭告終，故稱

之。）

中國想要和美國構建新型的大國

關係是真誠的，我們真的很努力往這個

方向做，美國可能不相信，但是我們持

續做，看看你美國能怎樣。就像兩人打

架，我就不跟你打，但我不是站在這裡

挨打，我還有別的辦法，那就是要跟美

國打太極拳，不要搞拳擊，以柔性來周

旋，周旋就是尋找空間，不是你打垮

我，而是你不能打我，最後雙方找到了

共處的辦法。

中國做為一個新型大國，有責任推

動建立合理公平的地區和國際秩序，構

建周邊地區和世界的命運共同體。

西方是制度化構造，歐盟是個例

子，但在亞洲行嗎？不行，在世界行

嗎？不行。不行，不一定不能做，這就

是為什麼習近平提出命運共同體、責任

共同體、文化共同體，這是有基礎的，

因為我們處在開放相互倚賴的世界，跟

過去不一樣。在過去，你離開我可以

活，現在你離開我不能活，我也活不

好，大家的命運通過一種開放發展的思

維來共處。

中國建廟、修廟而不拆廟
中國起來之後，不是要推翻西方

建立的制度，而是要做自己的事情。實

際上，中國做的是建廟、修廟而不拆廟

的工作，就如同汪洋副總理訪問美國時

說，我們尊重西方制度，積極參與，而

且從中獲取了好處，也會繼續參與，但

我們並不滿足，我們要推動改革那些不

合理之處，這也就是中國也有自己的想

法和做法。

「一帶一路」提出的背景就是以上

所講的，「一帶一路」就是中國踐履走

和平發展道路的承諾，一個戰略性的舉

措，同時也是創新性的大戰略設計，通

過推動自己的開放發展，來創建亞歐地

緣的發展區，亞歐連接在一起。

美國布里辛斯基曾說「誰掌握了亞

歐連接帶，誰就成為世界霸權」歐洲列

強千年為了往東擴張，欲掌握地緣，費

了很大的工夫，打了很多仗，還是鎩羽

而歸。現在則有提出亞歐運輸走廊、歐

亞聯盟、歐亞倡議、美國提新絲綢之路

等等，最後都不了了之，無疾而終，大

家都在動這個心思，但是只有中國不僅

有此地緣優勢，更有能力去做。

2015年初，在歐洲會議上有西方

人士提出，中國推動「一帶一路」不就

是中國由東往西走，那是基於中國發展

構最根本性的變革。

建立法治社會
另一個轉變是民主與法治的社會，

民主可能有各種形式，但有一點是共通

的，那就是公民參與，公民要有聲音表

達他們的關注。西方選舉是他們自己訂

的，並不是一個最好的制度，但是沒有

別的辦法比它更好。法治社會是立法、

執法到守法一體的建設，現在基本法律

體制已經建成，大法已備，但小法細法

還沒有立法，還須要很長的時間。

現在還是透過行政命令來解決問

題，有人治在裡頭，以立法取代行政命

令，就是建立制度。像韓國就立法只能

使用澱粉製成的牙籤，不能用竹子做的

牙籤，因為韓國餿水要餵豬，豬吃了竹

子做的牙籤把腸胃刺穿，而澱粉牙籤成

本高，因此立法要大家遵守。這雖是小

事，但是立法之後大家都須遵守。

法治社會的建設相當難，除了執

法，守法更重要，人人守法，走向一個

法治的社會。前面提到三點，一是發展

方式轉變，二是社會結構的轉變，三是

社會治理的轉變，這個過程也是非常的

艱難。這是另一種選擇，要在這方面都

要適應比較好才行，這是「中國夢」。

中國要走向新型的大國
「中國夢」有兩個涵意，一是自

己發展好，一是在世界發展新的大國作

用。如何發展新的大國作用呢？現成的

美國就是擴張，就是稱霸，不是爭霸，

就是打仗，但中國不想走這條路，所以

中國明確宣示要走新型的大國，不走傳

統大國崛起的道路。要走新型大國和平

發展的道路，不走傳統大國崛起的道

路，不稱霸，不爭霸。

做新型大國應該是符合中國人的

思想理念傳統，因為中華民族沒有對外

侵略的基因，當年我們那麼強大，也沒

有去霸佔別人。我們傳統思想都是講求

和諧和合主義，若要像美國那樣就不行

了。美國沒有我們中國這樣的傳統，它

崛起的背景就是接替了英國的霸權，要

美國走和平大國那很難，但中國有這個

基礎，所以韓國人說的東方思想文化的

復興就要看中國。

在傳統思想指導下，首要處理和美

國關係。美國是個超級大國霸權，我們

怎麼辦？光說不稱霸、不爭霸還不夠，

還得努力做個新型大國，我們要構建新

型大國關係，首要與美國和其他國家不

衝突、不對抗，這是最基本的。

冷戰結束後，美國著名歷史學者

提出「歷史的終結」，什麼是歷史的終

結？這位學者認為中國共產黨還在中國

執政，那肯定要與美國衝突，要嘛中國

打敗美國，要嘛中國被美國打敗。實際

上沒有發生，我們跟美國定位在不衝

突、不對抗，建立伙伴關係。當年柯林

頓時期，中國與美國建立伙伴關係，我

曾寫了《伙伴關係是中國對外關係的創

造》一書，書中提到我們有各種各樣的

伙伴關係，但也有人批評說這麼多伙伴

關係真有事他能跟著你做嗎？可能不

會，但至少他不會站在對立面來反對。

跟美國人打太極拳不打拳擊
最根本的伙伴關係，我們尋求的

意圖是合作而不是對抗，所以首先要處

理和美國的關係，這可不容易。有一個

現成理論叫「修昔底德陷阱」，古羅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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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傾斜，然中國是以大陸為基接海的國

家，光東部沿海的發展就像是大船一

樣，所有貨物都放一邊，一定會翻船。

所以，中西部的發展一直是領導人深度

思考的問題，我們在1984年設立了14個
延邊貿易區，主要的是小型貿易，有些

地方發展成為大城市，但是後續發展都

遇到了瓶頸。為什麼呢？因為邊境貿易

過了高潮以後，缺乏外力和基礎設施的

支撐，自然就萎縮無以為繼了。

後來，中央提出新的大開發戰略，

把北部、西部、中部都列入西部大開

發，目的就是希望在中央支持下，促進

東部資源轉移，帶動西部的發展，幾年

下來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有很大

的限制，比如說，在新疆紡紗加工業，

除了供應當地需求外，還要將大量紡紗

往外送，現只能運到上海，再海運到歐

洲，成本增加了，削弱競爭力。如果有

了「一帶一路」就不一樣了，打開往西

的大通道，貨物直接運到中亞、歐洲，如

此一來，新疆就不是邊疆了，而是成為

中國和歐亞一帶鏈接的中心，它的地緣

變了，從地理邊緣一躍成為地理的中心。

此外，廣西的發展也是地緣改變的

實例。從中國大陸的角度來看，廣西它

是個邊緣省分，長期發展不了，但是借

助中國與東盟自貿區的建立，從2003年
開始搞了個「南寧中國東盟博覽會」，

廣西地位變了，變成中國和東盟一個鏈

接中心，廣西的地緣變了。所以，南寧

不一樣了，變成一個現代化的大城市。

隨著「一帶一路」的建設，改變

西部的地緣，將劣勢變成優勢，足以吸

引東部資源向西部投資。四川、重慶、

成都為什麼那麼積極先試運列車通到漢

堡，如果打通了，當地生產的貨物就可

直接運到歐洲，不用再繞道上海。所

以，促進西部真正的發展，通過開放建

立起大的地緣經濟發展區的方式，來帶

動中國經濟發展的平衡，使得中國的發

展長治久安。

中國在開放中的競爭優勢
「一帶一路」是尋求中國在開放中

的競爭優勢，什麼是中國的競爭優勢？

當前潮流就是建自貿區，只有在開放中

競爭，才能加速發展。但是我們作為發

展中國家，我們開放的優勢比不過歐

美。歐巴馬說規則必須由美國來自訂，

不能讓中國去訂，因為中國制訂的標準

高不了。我們很清楚這一點，因此搞自

貿區、搞開放。

中國第一代的競爭優勢是加工出

口，因為勞動力便宜，政府支持，現在

我們的競爭優勢是什麼？這些年，我們

建了橋，蓋高速公路，發展高速鐵路，

又有水泥，又有鋼鐵，又有電廠，基礎

設施又建成，誰都沒有我們的條件。通

過「一帶一路」建設，改進這些國家的

發展環境。若讓日本來建，兩年也搞不

成，交由中國來建，半年就搞定了，因

為中國有經驗、有勞動力、有工程師、

有基礎產業支持，還有強大金融後盾的

支持，這就是我們的競爭優勢。

改善這些國家的發展條件，幫助他

們發展，不僅對方高興而且我們真正找

到自己到那裡的優勢。所以，走出去在

新的條件下，中國取得了二項優勢：一

是開放競爭的優勢，另一是合作發展的

優勢。

的需要，我們西方能得到什麼好處？我

說，你們西方長期的歷史夢想不就是進

入歐亞大陸帶嗎？通過參與「一帶一

路」你往東走，我向西行，大家找到了

利益的會合點。

所以，「一帶一路」是構建一個平

台，推動新型的伙伴關係，為世界發展

新的動力。大家都在動腦筋，但只有中

國具有新意。

為了創新未來，第一要做的就是把

失去的找回來，那就是歷史的聯繫，就

是習主席講的聲聲駝鈴，但是這種歷史

聯繫，近代已經割斷失去了，我們重新

把它找回來，並不是要複製，因為今天

的時代不一樣了，我們要讓新的理念和

規則以及新發展思維來牽動全世界，通

過「一帶一路」來體現。

陸地成為地緣發展的優勢
2015年3月，中央公佈的「一帶一

路願景和計畫文件」，在絲綢之路經濟

帶，陸地有三個方向，我一再強調這是

方向而不是線。一個是北向，通過俄羅

斯進入歐洲；一是中向，通過中亞，進

入歐洲；一是南向，從南亞進入歐洲、

非洲。海上絲綢之路，一是走傳統路

線，從南亞走，經印度洋到歐洲、非

洲；現在再加南太一線，因為過去在南

太很弱，但現在和澳洲、紐西蘭關係密

切，所以南太也是一個重要的方向。

這樣就實現我剛才說的，中國處

在陸海地緣的大區，通過海上和陸上的

建設，構建成一個新的發展帶。所以，

「一帶一路」是個大的戰略設想，這個

設想是中國人提出來的，當然首先是基

於中國發展的需要，要以周邊為重點，

實現地海地緣的互通，構建大地緣的經

貿網絡和鏈接的合作發展區，以基礎設

施互連互通，把地區發展起來，做成之

後，意義非凡。

工業革命以來，西方建立了海上

優勢，誰鄰海，誰就發展起來。為什

麼？因為海上不用修路。工業革命帶動

造船技術，這也就是像葡萄牙、荷蘭這

些小國一度成為世界大國，後來美國學

者馬漢提出了《海權論》，誰更好利用

海洋，誰就成為世界大國；誰霸佔了海

洋，誰就成為世界霸權。

「一帶一路」新條件下，中國若發

展得好，就會改變海洋單一優勢。為什

麼呢？現在一艘貨櫃船從上海到阿姆斯

特丹，約需一個多月，但想想，如果有

一天走高鐵，上海到阿姆斯特丹最多兩

天即可抵達。我們想想，若用2030年或

2040年的技術，肯定時間會再縮餖。其

中，最大的變化是，將地緣劣勢變成地

緣優勢。

「一帶一路」打通海陸任督二脈
「一帶一路」不是貿然之舉，有著

以往發展的基礎，新的涵意就是拓展、

深化、統籌與開放合作，「一帶一路」

的願景就是深化改革。過去我們的發展

經驗是貿易、是加工，現在必然的是，

產業轉移，向外投資發展。中國企業要

走出去，但走不出去，因為那些地方落

後，沒有條件讓企業去那裡發展，沒電

沒路，貨物沒法運出去。但走不出去又

不行，所以透過「一帶一路」基礎建

設，讓中國企業和外部深深連接起來。

過去，支撐中國快速發展主要是

沿海地區，所以資源、人力、設施都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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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大戰略設計都是我

們自己設計的，但別人要不接受也做不

了。因此，這個倡議是中國出錢出力，

大家一起來做。中國對外戰略不同於傳

統的大國擴張戰略，以前大國擴張就是

搞殖民佔領獨霸，我們不是強制佔領，

而是共謀、共商、共建。

「一帶一路」內涵
「一帶一路」是方向，不是規劃的

路線，很多人以為是沿著這條線，不是

的，它是推動的方向。

「一帶一路」有幾個內涵：

第一、是在這方向上，這些國家本

身去發展和規劃，我們再提出來和他們

接軌，比如說，雅加達到萬隆建高速鐵

路，這關「一帶一路」什麼事，而是我

們在這個方向上和他們參與競爭合作，

所以凡是這個方向上有利於他們本身規

劃發展的，我們要和他們接軌，鼓勵大

家共同來做。

第二、是統籌規劃，因為跨國的

路如歐亞大陸橋，它還是路的概念，現

▲拜訪澳門歸僑總會。

在整個網絡要連起來，這就是「一帶一

路」，不僅是建路，還要建產業鏈，建

各式合作設施。

第三，它不是中國一家做，我們

倡議在「一帶一路」框架上，來構建合

作機制的平台，像亞投行、新發展銀

行、絲綢之路基金等等，都會陸續建立

起來，亞投行提出來之後歐洲國家響應

熱烈，非常積極，因為歐洲企業找到了

更多參與的機會，有新的機制就可以建

設。

「一帶一路」戰略意義
「一帶一路」戰略上長遠的意義，

不僅僅是西部大開發、為企業找出路，

還有更遠更大的設想，就是做一個新型

大國，發揮作用。

第一是新大國觀，和平發展，合作

發展，共享發展，不是搞獨霸。

第二是新的發展觀，推動開放市場

發展，實行開放發展戰略，企業實行跨

國經營，全球化的大趨勢僅開放不行，

要改善發展環境，開發中的國家如中

國、印度、印尼，肯定是未來全球發展

的熱區。開發中國家發展的瓶頸一是沒

技術二是沒資金，開放只能引進外資，

但基礎建設像開路，肯定外資是不會投

入的，不確定性太高了。這就要合作的

支持，二戰後歐洲道路交通恢復很快，

因為成立歐洲復興銀行，也就是世界銀

行的前身。

另外像東盟自貿區，要互聯互通，

就需要跨國合作與資金，亞投行就可進

行在這方面的投資，用種子資金帶動企

業資金投入PPP方式，這就是機會，公共

建設企業參與企業帶著錢帶著思想來，

在有政府保障下，長期投入。所以，

改善發展條件是「一帶一路」的核心

思考，這是中國推動新的發展觀。（編

按：Public-Private-Partnership  PPP是指政

府與私人組織之間，為了提供某種公共物

品和服務，以特許權協議為基礎，彼此之

間形成一種夥伴式的合作關係，並通過簽

署合同來明確雙方的權利和義務，以確保

合作的順利完成，最終使合作各方達到比

預期單獨行動更為有利的結果。）

第三是新的秩序觀，稱21世紀海上

絲綢之路就是不同於19世紀20世紀，不

是要稱霸海洋，做個海洋強權。海洋是

公共財，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導海上

航行自由與合作機制，建立沿海的經濟

發展帶，建沿岸港口的經濟發展區。

第四是新的開放合作觀，實行共

謀、共商、共建、共享，以改善發展環

境為出發點，推動基礎設施的建設。

對未來的創想
第一個創想是中國未來地緣優勢重

建，設想2050年中國成為發達國家，那

時高鐵技術超越現在不知凡幾，將使得

歐亞大陸互連互通，中國就重新建立陸

海的地緣優勢。

第二個創想是開放包容、和合思

想，「一帶一路」的各項建設都是開放

的，每個國家都可以參與。而且在這個

框架下，每個企業都可加入。同時也為

世界各地華僑華人提供更廣闊的平台，

有政府的支持，把你帶進來，讓你發揮

想像力和創造力，起了網絡建設作用。

第三是個長期建制工程，不管領導

人更迭，名稱或有變，但這是中華民族

長期必須做的大事。任何一個領導人站

在中國地圖前，都會思考中國的發展。

聆聽張蘊嶺歷時兩個小時的演講，

的確收穫良多。腦海中，也似乎迴盪著

漢唐盛世絲綢之路的榮景。

橫琴與珠海
在澳門，主辦單位當然安排娛樂行

程，觀賞魔術表演及乘坐甫於2015年11
月營運的「８」字型摩天輪。此外，參

訪橫琴自貿區，特著重青年創業，年輕

人有創業構想，一經核准，即可免費使

用創業谷大樓，長達一年，鼓勵創業。

同時填海造陸，撥澳門政府使用。

另到珠海長隆海洋王國走一遭，

園區之大、海洋生物多樣、遊樂設施完

備，確實是適合全家休閒旅遊之處。

12月17日，趁回台北上午的空檔，

專程拜訪澳門歸僑總會，受到劉藝良會

長及多位副會長熱烈接待。

澳門之行，確實令人一新耳目，

不僅看到了世界級的賭場，帶來極視聽

之娛的享受，「一帶一路」專題講演，

更令我們茅塞頓開，台灣一定抓住這個

契機，分享「一帶一路」帶來的無窮商

機。（作者為本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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