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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力，是因為一
個民族的覺醒，

強盛離不開文化
的支撐。
■張曉卿

2008年2月20日（星期三）

張曉卿：經濟文化並進

調文化，重視軟

醒，一個國家的

彩色／黑白／雙色

“海峽西岸鬧元宵，全球華人盼團圓”活動聚會

我 所 以 強

首先是文化的覺

廣告分線：

世界中文報業協會會長丹斯里張曉卿說，除
了‘和而不同´之外，我還想到‘道法自
經
然´。老子在《道德經》中說：‘人法地，地法天，天

大國須提升軟實力

(福州19日訊)世界中文報
業協會會長丹斯里張曉卿今日
說，只有軟實力的提升，才可
以支撐起大國的崛起，也才可
以帶來深刻的歷史反思。只有
依靠經濟與文化的齊頭並進，
一個民族才可以脫穎而出，攀
上世界的舞臺。
他補充說，中國目前在經濟市
場化的軌跡上，已逐漸與全球化靠
攏；在文化發展上，中國也需要加
速與普世價值的接軌，還要有一種
雄心壯志，不僅要與先進國家平起
平坐，而且還要後來居上，超越發
達國家。

法道，道法自然´。他把自然看得比天比地比道更高級
的形態與境界。老子這一思想，是舉世公認的大智慧。
解決兩岸的問題，我們也不能忘記這一大智慧。因為自
然的對立面，是人的主觀意志、是人的情緒和偏見。
“順其自然，就是尊重和遵循人類生存發展的自
然方式去考慮問題與解決問題。在當今的人類世界上，
最自然的力量，就是經濟的力量，這就是我們人每天
對衣食住行的渴求。任何一個政治家，如果忽略了這一
點，那就不是清醒的政治家。兩岸經濟的交流，交融和
交匯，最終將會化解兩岸的差別、矛盾和衝突。
“這不僅會帶給兩岸同胞現實的福祉，而且還會
促進雙方相互理解業已形成的理念、習慣、思維方式和
生活方式，使雙方自然地消解疑慮與隔閡。人就是怕不
溝通，溝通多了，信任就會產生。經濟的方式是自然的
方式，文化的方式也是自然的方式，兩岸同胞，能夠在
藝術的舞台上同歌共舞，那為什麼就不能夠在歷史的舞
台上也同歌共舞、一泯恩仇呢?!
我對此擁有一百個的信心。因為我相信，這不是
一邊同胞單方面的希望，而是兩邊同胞，海外全球同胞
的共同願望和第一選擇，也是符合兩岸同胞，全球華人
最大利益的。”
他指出，從全球華人社會發展來看，中國當前經
濟的崛起，正是社會力與文化力崛起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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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成為社會文化巨人

離不開文化支撐
“我所以強調文化，重視軟實
力，是因為一個民族的覺醒，首先
是文化的覺醒，一個國家的強盛離
不開文化的支撐。”
張曉卿受邀在中國國務院僑
辦、福建省人民政府和海峽兩岸關
係協會聯合主辦的“海峽西岸鬧元
宵，全球華人盼團圓”的活動聚會
上講話。來自世界40多個國家和地
區的500多位海外僑胞參加了今次在
福建福州舉行的聚會。
他說，傳統文化的延續和發
揚，正呼喚全球華人共同的文化感
應和認同。
他對中華民族充滿信心：“中
華民族不必假手於人，完全有能
力、有條件進行民族的自我調節和
自我溝通，用最符合民族利益的方
式，來解決兩岸的問題。因為大陸
和台灣，有一個根深柢固的，任何
人為力量都無法打破的心靈紐帶，
那就是中國傳統文化了。如果用更
現代的術語說，就是軟力量了。
“歷史證明，中華文化是人類
歷史上最具有凝聚力和同化力的文
化了。人類歷史上曾經璀燦一時的
文明，如瑪雅文化、巴比倫文化、
法老文化等都相繼滅亡了，但中國
文化仍然流傳屹立，而且越來越廣
泛地影響着世界，這就是因為中國
文化本身，就是巨大的心靈紐帶。

“中國做了經濟的巨人，更要努力成為社會與文
化的巨人，而傳統及民間的智慧就成為社會
張曉卿受邀在中國國務院僑辦、福建省人民政府和海峽兩岸關係協會聯合主辦的“海峽西岸鬧元宵，全球
華人盼團圓”開幕式暨專家演講上講話。 （中新社照片）

台“去中國化”只剩空殼
“台灣中 有國 些化 人´ 提的 出口 ‘號 去，
這完全是偏離了歷史和客觀的現
實。試問，台灣‘去中國化‘之
後，還剩下什麼東西，很明顯，那
只剩下靈魂的一個空殼，只剩下一
片精神的廢墟，可以說什麼也沒有
了。兩岸實際上是割不斷的臍帶、
跳動同一顆心，這顆心不是抽象
的，而是在血緣、地緣、人緣、情
緣、商緣相揉合的基礎上。 這就
是幾千年歷史積澱而成的中華文化
心理結構，它堅固如磐石。所以，
只要有中華文化血脈，貫通連結兩
岸，兩岸就有溝通的可能、調節的
可能、和平統一的可能。
“中華文化，淵源流長。我
們偉大的先賢，早就提示我們，
在民族內部發生矛盾的時候，我
們應該如何自處和解決？在這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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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話里，我就想到了先賢們‘和而
不同´和‘道法自然´的教誨和叮
嚀。著名的史學家錢穆一輩子研究
中華民族為什麼不凋零、不會滅亡
的原因，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是：
中國文化路向與歐洲不同：歐洲
有一個起始於馬其頓、經過羅馬帝
國，後又產生了拿破崙，依靠武力
擴張、向外征服土地的路向，而中
國走的就是起始於秦漢，以文治
國、崇尚文化、重在征服人心的路
向。
“著名學者劉再復教授在他
的《中國‘尚文´的歷史傳統》
文章中，曾經從這一論點出發，
進一步說明了中國兩千年來有一個
強大的尚文尚和傳統，並說明了這
個傳統，有一种寶貴的核心思想，
那就是‘和而不同´。說的精確一
些，就是尚文而不尚武，尚和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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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戰，以文化的柔性克制天下的強
權，這使中華文化贏得了天理和人
心。而所謂的‘和´，應是包容的
‘和´，多元整合的‘和´。
“多樣化統一的‘和而不
同´，最早出現在《國語》中。鄭
桓公問史伯，周幽王為什麼滅亡，
史伯回答說：‘去和而取同´，也
就是說，只想到同而不知道和的真
正意思。後來，孔子發展了這個思
想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
不和´。堂堂正正的中華民族，當
然是要走堂堂正正的‘和而不同´
的大道。‘不同´是歷史形成的，
‘不同´也沒有什麼可怕。有不同
才需要溝通，有不同才需要互相容
忍。 我們的使命是在尊重不同的前
提下，找出‘和´的最好方式，一
旦找到了，成功了，那將是中華民
族的歷史性的勝利。不需要戰爭、
不需要流血的勝利才是最大的勝
利，才是中華民族的共同大喜慶。

及文化發展的重要靈感。
胡錦濤主席近年所倡導的構建和諧社會理念與主張，已
經使中國的社會發展，擺脫了過去意識形態的羈絆，不再搞
階級鬥爭，不再陷進與天鬥及與人鬥的怪圈，而是要培養道
德上的自我期許，要落實“八榮八恥”，讓社會在一種和諧
的氛圍中全力發展，既增加整個國家的綜合國力，也提升個
人的競爭力與道德操守的力量，邁向中國進步的新紀元。 這
個新紀元，也是要讓國家走向和平統一的新紀元。 ”
他期盼在新的思想浪潮中，中國在改革事業上達到新
的高度，爭取更堅強的軟實力，讓中國不僅在經濟上傲視世
界，更可以在文化？社會與思想上受到全球的敬重。

化解危難需共同承諾
他指出：“每一件和中華民族前途攸關的大事，也總
是牽引着海外華裔的心緒。我們渴望和平，不希望
看到戰爭。 我們渴望統一，不希望看到分裂。 一個民族的
分化和對立，只能徒得別人的快慰和竊喜。 一個國家的分
裂與對抗，也只能說明了自己的衰弱和不濟。 為了擺脫被欺
淩的歷史印記，誰不希望自己的民族自強壯大？民族面對危
難，是一種考驗。如何化解危難，需要共同的承諾和智慧。
在中國統一及中華民族核心利益問題上，中華民族應該和衷
共濟，共赴時艱，以建立共同的方向、共同的信念、共同的
要求和共同的行動，承擔起重大的歷史使命。”
張曉卿的發言，受到主持活動的中國人大副委員長徐家
璐的高度評價。他表示，看了幾位嘉賓的發言稿，覺得其中
兩位，即張曉卿和台北大學江岷清教授的內容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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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運改變北京引爭論
原本的平房改
成高樓，小路變成
大道。數以萬計的
居民也因為奧運會
被迫遷。

李愛如
報道

配合2008奧運會，急於和國際接軌的北京，現代與傳統的斷裂，特別
明顯。（法新社照片）

拜北京奧運會所賜，今天的北京已經快變成一
個鋼骨森林城市，並因此引起各界討論，翻
天覆地的變化對這個古都到底是好是壞。
距離奧運會不到6個月的時間，約萬個建設工地如
麻子般林立在北京城內各個角落。原本的平房改成高
樓，小路變成大道。數以萬計的居民也因為奧運會被
迫遷。
但北京市委書記、北京奧組委會主席劉淇認為，
即便沒有奧運會，北京也會發展，“奧運只不過是加
速整個過程而已”。

有史以來最進取工程

支持者：新北京讓人振奮
也有牲 人傳 質統 疑魅 中力 國， 應讓 否位 犧於
現代耀目的風格。
國家文物局前副局長馬自
樹說︰“可惜的是，只有很少
舊北京的面貌給保存下來……現
在政府突然要將北京打造成國際
城市，所有矛盾和衝突都加劇起
來。”
《新聞周刊》就表示︰“奧
運設施附近的整條村被夷平……
成群的高樓大廈看似從東京或紐
約空運而來，隨意安插。”
但對參與設計中國中央電視

台新大樓的舍倫來說，即便北京
改變了，但仍然保持其面貌。

經過奧運洗禮，北
京會轉變成歐洲城市融合
“歷史與時尚”的自信，
還是迷失在“拆掉古城
牆改建高速公路”的功利
中？（法新社照片）

美國《新聞週刊》曾在北京奧運會倒數365天之
際，發表題為《北京重生》的專題報道中開宗明義地
說，“北京為迎接2008年奧運的轉變，可能是除戰後
重建外，有史以來最進取的首都改造工程”。
不過，《新聞週刊》同時批評大規模的建築工程
欠缺合理規劃，破壞北京舊城區的傳統特色，同時亦

與政府兩大施政目標――遏止經濟過熱及縮小貧富差
距――相衝突。
委內瑞拉籍建築師及北京市民奧喬亞皮卡多說，
奧運與北京發展掛鉤的推動力，主要是源自金錢，而
不是合理的城市規劃。
從1993年起便在北京工作的他表示：“官員藉
奧運向發展商推銷北京，以便他們能加速他們的計
劃。”
他補充：“正如巴塞羅那，北京也沒有合理的
城市規劃。領導層以及中國建築師沒有城市規劃的文
化。他們的想法不能穿透宏偉的高樓大廈、玻璃以及
鋼鐵的藩籬。”

惋惜古老城區漸消失
他對古老的城區逐漸消失，以及充滿特色的胡同
和四合院愈來愈少感到惋惜。
他說：“這個城市失去了自己的特性，她已經沒
有特色了。有些東西失去了就再找不回來。”

北京徹底轉變
他表示：“毫無疑問，北
京出現了驚人及徹底的轉變。我
想，人們也許會感到遺憾，但也
應該對新北京感到振奮。”
他強調：“這是一座擁有突
出特徵及個性的城市，她不甘於
持久不變或千篇一律。”
他補充：“我的感覺是，這
座城市以十分強有力的方式維持
其特徵。”

重工業區逐漸消失
北京其中一個重大的轉變是，重工業區
逐漸消失了，首鋼鋼鐵廠的搬遷，更
是一項重大工程。
當局早在1980年代就決定將重型工業遷出
北京，但由於國有化的大型企業對北京的經濟
有一定的影響，搬遷計劃一直未能落實，直至
奧運的到來才帶來契機。

此外，奧運也使到北京的基本設施獲得改
善。在這個擁有1千700萬人口的城市，汽車已
經成為主要的代步工具。
政府耗資約400億美元作為美化市容的用
途，其中大部分是用在修建新的公路、鐵路以
及機場終站。
劉淇說：“如果沒有奧運，我們如何可能

會開闢10條新的地鐵路線。”
倫敦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中方負責人
人張弘星告訴法新社，北京正上演着“文藝復
興或浴火重生。”
他說：“大規模的城市化可以追溯至1980
年代及90年代，但奧運卻是個推動力，加速了
城市化的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