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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榮美 李秀恒

命運與共 共建家園
根據報章最近的報導，

我中國偉大的國家主席習近
平同志，於十一月二十二日
在北京以視頻方式出席並主
持中國—東盟建立對話關係
三 十 週 年 紀 念 會 。 習 主 席
發表題為“命運與共 共建

家園”的重要講話，總結了雙方三十年合
作的成就。宣佈中國東盟全面戰略夥伴關
係，並建議盡早啟動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
3.0版建設。

這三十年來是屬於經濟全球化深入
之發展，國際格局深刻的演變，更是我們
中國在偉大的國家主席習近平同志領導之
下的經濟大躍進，我們曾經擺脫冷戰的陰
霾，共同維護地區的安寧。使經濟一體
化，促進共同發展雙贏的局面，促使經濟
更加繁榮，使二十億的民眾過著更美好的
生活。我們走出一條為人民所設計的康莊
大道。製造經濟命運的共同體，造福弱小
國家民族的福利，做出巨大的貢獻。

習主席就未來中國和東盟的關係提出
了五點的建議：

第一是共建和平家園。和平是我們最
大的共同期盼，我們要做地區和平的建設
者和守護者，堅持對話不對抗，結伴不結
盟。攜手應對威脅破壞和平的各種負面因
素。

習主席是主張孔子的思想“和為貴，
居則安”的道理。如果大家保持“平常
心”，不要你爭我奪，唯利是圖，或是見
利忘義。沒有誠信，則國與國之間就不會
安寧。

第二，共建安寧樂園。新冠肺炎疫
情再次證明，世界上不存在絕對安全的孤
島，普遍安全才是真正的安全。中國願啟
動“中國東盟健康之盾”合作倡議，包括
再向東盟國家提供1.5億劑新冠疫苗無償援
助。再向東盟抗疫基金追加500萬美元加大
疫苗聯合生産和技術轉讓。

語云：“凡事非錢莫舉”，無論大小
團體都是一樣，如果你要“跳”社會，只
是虛張聲勢，一毛不拔，你永遠也是人家

的跟班而已。東盟都是弱小的國家居多，
所以我中國是東盟最大的經濟來源，所以
我中國要領導東盟，必須出錢出力，才能
成事，所謂：“錢能使鬼推磨。”

第三是共建繁榮家園。習主席表示
不久前他曾提出的全球發展倡議契合東盟
各國發展需要，可以與（東盟共同體願景
2025）協同增效，中國願在未來三年再向
東盟提供15億美元（約117億港幣）發展援
助，用於東盟國家抗疫和恢復經濟。中國
願同東盟開展國際發展合作。支持建立中
國—東盟發展知識網絡，加強減貧領域交
流合作，促進均衡包容發展，盡早啟動中
國東盟自由貿易區3.0版建設。

這個建議與第二個建議差不多，只是
將發展經濟的版本擴大。但是主要還是要
有經濟的補貼來源，中國常常投出去的資
金會遭到回收的困難。所謂覆水難回。所
以明者為投資，其實很多是施捨，呆賬太
多。

第四是共建美麗的家園。中國願同東
盟開展應對氣候變化對話。加強政策溝通
和經驗分享。對接可持續發展的規劃，要
共同推動區域能源轉型，探討建立清潔能
源合作中心，加強可再生能源技術分享，
要加強綠色金融和綠色投資合作，為地區
低碳可持續發展提供支援，增加海洋科技
聯合研究中心。

這一點是非常的重要，就是廢物的翻
新重用，現在塑膠廢料已在全世界堆積泛
濫成災，促成海洋生物的中毒及死亡，非
常的嚴重，如能將廢物翻新重用，才免生
靈塗炭。

第五是共建友好家園。要倡導和平發
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
同體，積極考慮疫情後有序恢復人員往來
繼續推動文化交流。

這一點是疫情被平定後的重建計劃，
我們希望這次疫情能於明年或後年能得到
有效的控制，要不然全球人類會死傷眾
多，造成家破人亡。疫情平定後，更需要
一番的努力才能恢復常態，所謂“人不為
己，天誅地滅。”

房地產稅經慎重考量
上月底，全國人大常

委會通過授權國務院在部分
地區展開房地產稅改革試點
工作，徵稅對象包括居住
用、非居住用等各類物業，
試點期限為五年。部分地區
的住房價格因應出現下跌跡

象，讓不少人憂心忡忡。
然而，正2如不少經濟學家都一致認同

的，房地產稅有其徵收的必要性。筆者亦
認為，本次出台的房產稅改革試點工作，
是一個經過謹慎考慮之下推出的宏觀調控
政策，對整體經濟有多方面的積極作用，
具體可以從幾個方面進行分析：

地產泡沫勢必遏制
近年內地房地產價格的增速讓人咋

舌，甚至大於出口增速，已經嚴重影響社
會的經濟活力及整體價值觀。社會上空餘
的資金及境外熱錢都熱衷投資房地產以
「賺快錢」，導致房市相對於其他行業出
現泡沫化。

以2018年的數字為例，當年中國的廣
義貨幣總量（M1）為170萬億人民幣（約
24.6萬億美元），當時的外匯儲備為3萬億
美元，房地產總值則為65萬億美元；而目
前已落成商品房面積為實際需求的2倍。根
據牛津經濟研究院的估計，中國房地產的
空置率介乎13%至22%。可見，內地的房地
產相對過剩問題頗為嚴重，對房地產泡沫
的遏制勢在必行。

先試後行合時合理
擴大試點的時機，選得十分巧妙。自

上海及重慶兩個城市成為首輪試點已經10
年，相信中央已經初步累積了足夠的經驗
開展下一階段工作。

而根據國家統計局10月20日發佈的數
據，9月份中國70個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價格
指數平均環比漲幅為-0.1%，為2015年5月份

以來首次出現負值，樓市或會下行。另一
方面，根據各大金融機構或經濟學家的分
析，美國極有可能於明年加息，美元走強
或會使內地部分企業大量兌換美元以償還
美債，而外資亦會轉向美國市場。

在此時宣布開徵房地產稅，是通過宏
觀調控錯開房地產泡沫及美元走強兩個金
融震盪因素帶來的影響，讓兩者造成的後
果更為可控。

因城施策方法靈活
中央為房地產稅改革試點設定了5年

的期限，表示起碼要經過5年的緩衝期，才
會在全國範圍內普遍推行。而針對試點城
市，中央亦給予地方政府充分的自決度，
「因城施策」地針對當地情況靈活制定房
產稅徵收細則。這樣做一方面保證了房市
的平穩，另一方面亦會透過有代表性的試
點城市在不同具體政策之下的施政成果，
得出效果更佳的最終徵稅方案。

盡量縮小貧富差距
目前，對於未擁有房產的人，財富增

值的難度較大，且手頭所擁有的現金會隨
著社會整體財富增值而貶值；對於僅擁有
自住物業的人，雖然帳面財富有增長，但
是卻較難將財富套現；而對於擁有多套物
業的人，財富的增值是前兩者的數倍乃至
數百倍。在這種情況之下，窮人愈窮、富
人愈富的「K」字型經濟會進一步擴大貧富
差距。

這明顯與國家強調「共同富裕」的大
前提不相符。在房產稅實施之後，累進制
房地產稅會讓擁有自住物業以外房產的投
資者對「炒房」起到有效的抑制作用；再
配合向普通大眾傾斜的退稅條件，可以真
正達成「房子是用來住而不是用來炒」的
結果，是對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的有效手
段。

（作者是香港經貿商會會長）

陳扶助

宜居印象
                       我在廈門累計居住了四五年光景，

                       在澳洲的黃金海岸居住時間稍長。

                       它們都是二線城市，

                       旅遊業同樣興盛，

                       氣候環境有許多可比性。

                       本文想介紹它們各自的優點和缺點。

                       廈門農貿市場乾濕貨豐富，

                       果蔬新鮮多樣，魚蝦生猛。

                       而GC市（黃金海岸代稱）的海產，

                       只能在超市買到冰凍品；

                       果蔬受季節貨源影響，

                       價格落差頗大，以香蕉為例，

                       一公斤從三元漲到七元，

                       櫻桃薑蔥，有時貴到離譜。

                       GC市的衣箱廚具，日常用品，

                       大部份是中國製造，

                       這方面五眼聯盟真的管不了！

                       廈門的特色是擁擠，人多車多。

                       上醫院看病，最麻煩，

                       車站碼頭，排長龍是尋常事。

                       澳洲地大人少，生活節奏不緊張。

                       沒有爭分奪秒的急躁，

                       對老弱殘廢者特別禮讓照顧。

                       澳洲人愛靜的程度超常，

                       看電視聽音樂，都要壓低分貝。

                       漢堡包、披薩餅，乃是日常食材，

                       可樂咖啡，是大眾飲料。

                       如果餐飲和肥胖有直接關係，

                       有些人臃腫到生活無法自理，

                       一輩子活受罪，那該怪誰呢？

                       廈門和GC市除了制度不同，

                       人文環境有各自的優點。

                       最落後的當然是菲律賓，

                       但我始終依戀著它，

                       不是物質，是感情！

    2021年11月26日寫於澳洲

本論壇投稿郵箱：siongpoforum@gmail.com

馬忠

清遠故事的影像表達
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

的故事，習近平總書記提出
要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作
為基層文藝工作者，我覺得
講好中國故事，首先要講好
地方故事，講好身邊人的故
事。如何講好一個故事是需

要策略的。講故事的藝術是所有敘事藝術的
源頭。因此，故事講得好不好，是影視作品
能否得到觀眾認可的關鍵所在。

正是從這個角度，我認為清遠本土青
年導演劉青璞值得關注。他導演、創作的影
視作品有微電影、紀錄片、MV等，其中多
部作品榮獲國家級、省級、市級表彰和入
選「學習強國」平台，產生了廣泛的社會
影響。從大型系列宣傳片《30年 一座城 一
代人》、助力鄉村振興發展的故事片《頭
雁》，到展示魅力清遠的紀錄片《金山銀山
山連山》等，劉青璞的影視作品莫不具有豐
富的美學內涵和文化意蘊，體現了他的藝術
追求與創作個性。

電 影 史 學 家 安 德 烈 • 葛 東 特 曾 說 ：
「電影一直用故事吸引觀眾，讓我們以為電
影就是如此聰明。」對微電影而言，由於時
長的限制，故事要講得精彩，又不能過於複
雜；情節要層層推進，又不能過於緩慢，最
好一波三折。劉青璞深諳此道。微電影《天
亮》講述了身患重度地中海貧血的小女孩亮
亮，因為治病家中負債纍纍，她不想成為媽
媽的累贅，於是選擇了離家出走。從熟悉的
鄉村到陌生的城市，經歷了一段孤單、寂
寞、害怕和想家的流浪生活的她，感受到來
自社會的關愛和溫暖。

在志願者的幫助下回到媽媽身邊，熱
心人士為她捐款治病，讓她重新燃起了生活
的希望。一個平淡無奇的故事，由於劇情緊
湊，積極向上的價值主題和閃光的人性之
美，而使該片給予觀眾個人情感體驗，引發
心靈共鳴。

與 《 天 亮 》 表 達 的 主 題 相 反 ， 《 迷
途》則是一部崇尚科學、反對邪教的微電
影。雖然屬於主旋律題材，但它並沒有給人
弘揚過於直白，宣教色彩濃厚之感。在劇情
設計上，《迷途》從一對年輕夫妻想要孩子
開始，晨跑偶遇以前的鄰居王大姐，懷孕心
切的妻子小麗被王大姐「練功消『業』才能
懷孕」的妖言迷惑，於是背著丈夫偷偷練起
了功，劇情層層推進，最後拆穿騙人的把
戲，全片引人入勝。借助電影的藝術手法和
故事化手法，將教育意義融於人物故事和命
運，給觀眾以感受和警示，達到了潤物細無
聲的效果。

大家知道，電影是將文學（劇本）、
美學、攝影等多種學科結合起來的藝術，缺
乏拍攝技巧和剪輯藝術，作品就會缺乏藝術
性。從劉青璞的《天亮》和《迷途》，不
難看出一個特點，那即是背棄了宏觀歷史角
度，採用個體平視視角，以微觀敘事方式講
述凡人的喜怒哀樂，讓個體命運與時代發生
密切勾連。

作品就地取材，蘊涵了鄉土鄉音，表
達了小人物的樸素情感和悲歡離合的命運，

表現了老百姓喜聞樂見的主題，台詞採用大
量的本土方言，引起觀眾情感的共鳴和心
理的認同。除此之外，劉青璞的影視作品在
故事敘述和城市文化打造方面銜接也極為順
暢，其中不少以北江、江心島、飛來湖等為
拍攝地點，通過電影宣傳、展示清遠形象，
擦亮城市「文化名片」。同時把地方人物性
格，人物精神追求塑造融入故事情節中，影
像折射出清遠文化氣息和精神風貌。從技術
上說，劉青璞對影視作品畫面結構、色彩結
構、敘事結構以及剪輯節奏、敘事節奏、故
事進程節奏、音樂節奏等綜合運用是到位
的。

我們生活的這座城市或者說腳下的這
片土地，本身就是一個發生著平凡普羅大眾
的悲歡離合的故事大舞台。也恰恰是千千萬
萬平凡的人和平凡或不平凡的故事，組成
了這麼一座城的過去、現在和將來。所以，
我覺得文藝家有責任講好這城座市和這片土
地的故事。正在實施的鄉村振興戰略，為優
秀傳統文化傳承以及鄉村紀錄片發展帶來了
機遇。將一個時代變革中的鄉村定格，用鏡
頭講述鄉村裏的故事，大有可為。一部好的
微電影可以發揮以小見大的作用，但絕不是
生搬硬套、強塞硬加，求全貪多往往適得其
反。微電影創作不等同於工作彙報，也不等
同於新聞宣傳，必須遵循藝術的規律。因
此，在拍攝鄉村紀錄片時，並不是所有的日
常生活和瑣事都可以被搬上螢幕，應該是那
些最能夠反映農民的精神風貌和農村的典型
變化的內容。在這方面，我認為劉青璞拿捏
得很有分寸，是一位腳下沾滿泥土，心中充
滿真情的藝術家。

為了拍好片，他融入農村生活，走到
群眾身邊，尋求高度典型的人物形象，拍攝
出了有溫度的生活場景，通過紀錄片《金山
銀山山連山》、《清遠英德連樟村》等，將
清遠的好山好水好生活進行傳播，體現出紀
錄片「檔案」意義，製作出受眾願意接受且
有價值的影像產品。

印象中的劉青璞，不光帥氣，還多才
多藝，雖然和他的交流不多，偶爾幾次開會
或者碰面也只是簡單地寒暄，但他給我的直
覺卻是帶著「情懷」的,我也確實感到了情
懷的存在。怎麼說呢？這樣的情懷體現在他
的鏡頭語言裏，滲透在他作品中閃爍著文學
的光芒。

請看：「藍藍的天，/一朵白雲在上面
飄，/遠處的聲音敲打我心門，/點燃多久不
曾渲染的感動，/回家的路，/一顆生命栽下
的樹，/那裏綠色乘愛的翅膀，/飛向你我期
盼的明天」這首由劉青璞作詞作曲並演唱的
《愛是守候》是微電影《天亮》主題曲，在
片尾深情、溫暖地唱起，如此打動人心，不
就是一個導演詩人情懷的最好明證嗎？

電 影 好 比 人 生 ， 用 心 搭 建 每 一 個 環
節，定能創造出屬於自已的精彩。

最後，我希望劉青璞繼續立足清遠，
充分挖掘本土精神文化資源，向世界講好清
遠故事，將濃郁的人文關懷和深沉的思索融
於創作當中，進一步豐富作品的藝術性，為
觀眾捧出更好、更美、更多的影視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