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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國民身份認同
打造文藝交流中心

香港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高峰論壇舉行

「融通中外．文明互鑒」 ──香港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
中心高峰論壇昨日在香港舉行，與會人士就香港發展中外文化
藝術交流中心建言獻策。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國家文化和
旅遊部副部長張旭、中聯辦副主任盧新寧，以及香港文聯會長
馬逢國等分別在會上致辭。

林鄭月娥致辭時表示，要打造香港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
中心，有必要先建立港人、特別是青年人的國民身份認同和對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嚮往。 「有效的教育引導、輿論宣傳和社
會文化薰陶至為重要；這不單是藝術機構和藝術工作者的使
命，也應該是教育界、傳媒和社會團體的共同責任。」

大公報記者 李亞清、徐小惠（文） 梁堅（圖）

▶ 「融通中外．文明互鑒」
─香港發展中外文化藝術
交流中心高峰論壇昨午在會
展舉行。

國家 「十四五」 規劃綱要首次把香港的文化地位
寫入規劃，並提到支持香港發展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
流中心。林鄭月娥致辭時指出，香港具備中外文化薈
萃的特色和優勢，加上廣泛的國際脈絡，有能力匯聚
海內外和本地人才，成為促進中華文化在國際間影響
力的平台。

推動四方面策略性工作
她表示，要進一步發展香港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

流中心，特區政府會推動四方面策略性工作，包括建
立世界級的文化設施和多元文化空間、致力與海外著
名文化機構建立緊密關係、持續推動香港與中國內地
的文化交流、善用科技和培養人才。

具體而言，在建立世界級的文化設施和多元文化
空間方面，她指出， 「西九文化區是香港有史以來最
大型的文化建設項目，將成為香港的文化新地標。即
將開幕的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和M+博物館，與擴建
後已重新開放的香港藝術館，將形成一個難得的博物
館群。」

在致力與海外著名文化機構建立緊密關係方面，
香港至今已與20個國家簽署文化合作諒解備忘錄，
特區亦致力推動表演藝術及藝術展覽方面的交
流，並籌辦和支持不同類型的表演和藝術節等。

在持續推動香港與內地的文化交流方面，特首表
示， 「特區政府和文化界可以利用香港方便通達的平
台，以及與內地的頻繁聯繫，吸引更多不同類型的文
化藝術交流活動在香港舉行，向世界展現中華文
化。」 她談到，最近國家藝術基金開放予合資格的香
港藝術機構和藝術工作者申請，更是一項支持香港文

化藝術發展的具體舉措。
在善用科技和培養人才方面，林鄭月娥說，特區

政府已成立跨部門藝術科技專責小組，制定發展和推
進藝術科技的策略和措施。各個相關的政策局轄下不
同的基金或計劃合共預留了一億元，供有意推動藝術
科技的人士申請。香港演藝學院和多所大學都提供相
關課程，國家教育部也提供大力支持，包括把多所內
地著名的藝術學院納入 「內地高校招收香港中學文憑
考試學生計劃」 。

籲各界共同引導宣傳
「要打造香港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有必

要先建立港人、特別是青年人的國民身份認同和對中
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嚮往。」 林鄭月娥強調， 「有效的
教育引導、輿論宣傳和社會文化薰陶至為重要，這不
僅是藝術機構和藝術工作者的使命，也應該是教育
界、傳媒和社會團體的共同責任。」

「 『融通中外．文明互鑒』 ──香港發展中外文
化藝術交流中心高峰論壇」 由特區政府民政事務局、
中聯辦宣文部、中國文聯香港會員總會（香港文聯）
共同主辦。參加論壇的與會人士通過發表主題演講、
舉行圓桌對話等方式，共商在國家 「十四五」 規劃賦
予香港 「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新定位下的未
來新路向。

香港商經局副局長陳百里、康文署署長劉明光、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主席唐英年、香港貿發局主席林建
岳、中聯辦宣文部部長鄭琳、香港文聯顧問施子清及
汪明荃、香港文聯常務副會長李秀恆等共逾700名香
港文化藝術界代表參加此次論壇。

國家文化和旅遊部副部長張旭昨日出
席 「 『融通中外．文明互鑒』 ──香港發展
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高峰論壇」 。他在致
辭時指出， 「十四五」 規劃特別提出 「支持
香港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是中央
政府對香港在國際藝術文化交流領域所作貢
獻的充分肯定，也是對當前香港迫切發展需
求的積極回應，為香港未來發展明確新定
位、培育新優勢。

發揮文化交流紐帶作用
就香港如何發展中外文化交流中心，

張旭提出幾點思考。一是促進文明互鑒，發
展中外人文思想交流中心。他表示，香港要
堅定文化自信，堅守中華文化立場，深耕厚
植，傳承好弘揚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增強
香港同胞愛國愛港意識，提升香港同胞國家
和民族認同感；要把握國家和粵港澳大灣區
發展機遇，以中華文化為引領，深化與內地
文化交流合作，主動肩負起建設文化強國的
歷史使命；要發揮中西文化交流的紐帶作
用，積極主動開展國際人文思想交流。

二是加強創新引領，建設中外文化創
意產業交流樞紐。張旭說，香港文化創意產
業有良好的發展基礎。進入創新驅動經濟增
長階段，具有知識型、創意型及服務型特點
的文化創意產業可以成為香港經濟增長的新
亮點。發展文化創意產業，將為香港發展中
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形成有力支撐。

三是加快人才聚集，打造中外文化人
才高地。他表示，要加快中外文化人才優勢
聚集，結合香港實際，制定文化人才認定標
準，大力引進海內外高端緊缺文化產業領軍
人才，引領香港文化產業發展；要加大文化
人才培養力度，積極對接國家 「十四五」 規
劃，依託國內外文化藝術學院優質教育資
源，培養一大批具有文化藝術素養、全球視
野、行業知識的複合型人才；要優化文化人
才發展環境，把握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機遇，
深入推進內地與香港文化藝術領域規則銜
接、機制對接，進一步便利香港藝術人才到
大灣區內地城市就學、就業、創業，讓青年
人才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文化強國建設
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發揮自己的價值，尋
找到獲得感。

推動兩地藝術培訓考級
張旭提到國家支持香港文化藝術發展

的幾個好消息。自2021年起，國家藝術基
金對港澳全面開放，港澳地區的藝術機構和
藝術工作者可直接申報資助專案。同時，文
化和旅遊部也在積極推動內地優秀藝術考級
機構與香港機構合作，開展藝術培訓和考
級；會同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認真研究向
港澳文藝工作者開展職稱評審的相關政策，
將港澳納入國家藝術系列職稱評審體系。這
是中央政府對香港藝術發展迫切需求的積極
回應。

「香港長期以來就是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的
一條 『運河』 。」 中聯辦副主任盧新寧昨日在
「融通中外．文明互鑒」 香港發展中外文化藝術
交流中心高峰論壇上致辭指出，國家 「十四五」
規劃綱要提出 「支持香港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
中心」 ，是對香港過往成就的充分肯定，也是對
未來發展的更高期待，更是不容錯失的重大機
遇。讓 「文化」 成為香港未來的發展關鍵詞，需
要政府通過頂層設計協調社會、引導市場，三方
攜手激發這座城市的創造活力。

要尋找自己的「文化主場」
盧新寧在論壇上發表題為《讓 「文化」 成為

香港未來發展關鍵詞》的主旨演講。她表示，香
港的文化多姿多彩，身在香港，時刻都能感受到
中外文化藝術的脈動。她說，今天的世界正經歷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是中華文化向世界自信展示
的新時代，也是一個中西文化互鑒互通、交流碰
撞的大時代。 「十四五」 規劃綱要提出 「支持香
港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 ，香港應如何增
強 「對話實力」 、提升 「文化魅力」 、激發 「文
化活力」 ，值得探討。

「打造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香港應如何
增強 『對話實力』？」 盧新寧認為，「文化交流」
需要的不僅僅是資金、規範、契約，更需要同聲
相求、同氣相應、知音相惜，形成文化交流的
「氣場」 和 「土壤」。她說，香港要有深厚的文化
藝術感染力、豐沛的文化藝術創造力、廣泛的文
化藝術輻射力。 「需要苦練 『內功』，用更多更
好的作品和專案 『話事』 ，才能『請得進來』『走
得出去』 ，擁有與國際文化藝術對話的實力。」

在提升 「文化魅力」 方面，盧新寧認為，香
港要做好文化交流，提升文化魅力，首先要尋找
自己的 「文化主場」 ，築牢自己的文化根基。她
以饒宗頤、金庸、王家衛為例，認為香港曾擁有
一批有着世界影響力的文化大家，也曾湧現過一
批有着廣泛傳播力的經典作品， 「它們有着共同
的根和魂，最動人處都飽含着對中華文化的深沉
之愛。」

「有着五千年歷史的中華優秀文化是我們取
之不竭的寶庫。」 盧新寧說： 「香港是世界的、
更是中國的。從文化上來說，固然要八面來風兼
收並蓄，同樣要一脈相承培根鑄魂。」 她認為如
此才能在世界文化激盪中站穩腳跟， 「讓充滿時
代特點的 『中國氣派』 『中國故事』 喚起更多
『溫情與敬意』 。」

「文化是事業，也是產業」
談到香港應如何激發 「文化活力」 ，盧新寧

指出， 「十四五」 規劃支持香港發展中外文化藝
術交流中心，蘊含着國家的期望和苦心，也是推
動香港經濟轉型升級的重要一步。 「文化是事
業，也是產業，展望香港未來，不僅應更好發揮
貿易、航運、金融等傳統優勢，更應積極培育科
創、文化等新優勢，打造新的增長點、形成新的
增長極。」

她表示： 「文化產業的發展，需要政府、社
會、市場各盡其責、協同發力。中外文化藝術交
流中心，將會是文化盛會的舉辦地，也是重大活
動的組織者；是優秀作品的孕育地，也是藝術潮
流的引領者；是創意人才的集聚地，也是創新創
造的大本營。」

香港文聯會長馬逢國昨日在 「融通
中外．文明互鑒」 ──香港發展中外文
化藝術交流中心高峰論壇上致辭表示，
加強對優秀中華傳統文化的培育和普
及，可以倡導社會融合，加強凝聚力和
向心力，促進人心回歸，成為助力落實
「一國兩制」 ，確保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的強大動力。

身份認同感要加強
馬逢國致辭中提到香港在文化藝術

領域方面的資源和人才優勢，是 「全球
第三大藝術品交易中心」 ，擁有 「數以
千計的民間文化藝術團體和非常蓬勃的
文藝活動」 ， 「都可作為文化交流中心
的重要資源。」

不過，他表示，從弘揚中華優秀文
化、全面促進文化發展、進一步發揮好
文化交流中心的作用，香港仍有很大的
進步空間， 「特別是國民身份認同、國
家歸屬感等方面。個人認為，這些問題
只能通過文化工作，最終達至文化認
同，才能徹底解決。」

在文化政策的建議方面，馬逢國認
為，首先需要政府相關部門職能的調
整， 「例如成立文化局或文體旅遊局，
聚焦整合散落在不同部門的文化政
策。」 另外他提到，隨着西九龍文化藝

術區的陸續建成，香港的硬件設施比較
完備，而軟件方面則需要全面提升。
「我們要制定出一個以香港為主會場的
全年文化活動的規劃，與灣區城市互動
互補，經常性舉辦各種不同形式和層次
的中外文化藝術交流項目。發揮 『請進
來』 的功能，廣邀內地及世界各地藝術
文化界參與和進行交流；多舉辦國際評
選活動，打造更多文化名片品牌，提升
香港成為世界文化交流中心的作用，提
升城市魅力和活力，進一步強化香港作
為活力之城、盛事之都的地位。」 此
外，他還從文創政策、加強輻射文化能
力及支援交流活動、加強人才培訓等方
面進行了建議。

以學校教育為核心培育人才
馬逢國提到，在人才配備方面，必

須以學校教育為核心，社會全面配合，
從青少年到少年到社會各階層，將一體
多元的文化政策落到實處，全面弘揚中
華優秀文化，為青年人打好歷史文化的
根底。

他相信， 「在國家大力支持，特區
政府的積極領導，加上文化藝術界共同
的不懈努力，香港的文化藝術發展前景
亮麗，大有可為，而成為中外文化藝術
交流中心的願景一定能夠實現。」

相關新聞刊
A2·A12·A13·A23·A24

A1 責任編輯：陳 杰 美術編輯：陳汗誠要聞 A242021年7月22日 星期四
香港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高峰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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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打造香港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有必要先
建立港人、特別是青年人的國民身份認同和對中華優秀
傳統文化的嚮往。有效的教育引導、輿論宣傳和社會文
化薰陶至為重要，這不僅是藝術機構和藝術工作者的使
命，也應該是教育界、傳媒和社會團體的共同責任。

香港要堅定文化自信，堅守中
華文化立場，深耕厚植，傳承好弘揚
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增強香港同胞
愛國愛港意識，提升香港同胞國家和
民族認同感。

張旭：
國家文化和旅遊部副部長

「文化交流」 需要的不僅僅是資
金、規範、契約，更需要同聲相求、
同氣相應、知音相惜，形成文化交流

的 「氣場」 和 「土壤」 。因此，
香港打造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

心，自身先要有深厚的文
化藝術感染力、豐沛的

文化藝術創造力、廣
泛的文化藝術輻

射力。

▲高峰論壇開幕前，
現場舉行升國旗及奏
國歌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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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新寧：
中聯辦副主任

馬逢國：
香港文聯會長

林鄭月娥：
行政長官

嘉賓講話重點

◀「融通中外
．文明互鑒」
─香港發展
中外文化藝術
交流中心高峰
論 壇 昨 日 舉
行，有逾700
名文藝界代表
參加。

香港回歸之後，存在的一些
問題，不時引發動盪，特別是
國民身份認同、國家歸屬感
等方面。個人認為，這
些問題只能通過文化
工作，最終達至文
化認同，才能
徹底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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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本港天氣預測

27℃-32℃
間中有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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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年創刊於天津 獲特許在內地發行

辛丑年六月十三日 第42355號
今日出紙二叠八張 零售每份十元

香港特區政府指定刊登法律性質廣告之有效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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