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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nnel is a perennial plant. The stem and young leaves can be used in cooking. The ripened 
seeds can be used as seasonings. Fennel is rich in vitamins and fiber. Anise oil which is made 
from fennel has a strong aroma that can stimulate the digestive system to good effect. 
  The yellow fennel flowers bloom in summer, a beautiful flower that is popular in floral 
arrangements. Its flower language, giving regard to its beauty and utility, is therefore “endowed 
with beauty and ability”.

Fennel

Happy Chinese New Year – it’s the Year of the Dog. The 
blooming peach blossoms on northern side of Wing On Plaza 

signifies a year of good fort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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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20 January Professor Gunter Pauli presented 
a talk on Blue Economy, advocating zero wastage. 
Below are two links to his speech and his life 
story interview.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DxZJbYVC9F0&t=1349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f7LvED
ISeE&feature=youtu.be

  On 3 February, Lingnan Gardeners invited Mr. Lau 

Chi Keung to demonstrate the preparation of hot 

pancakes and blueberry jam. It was surprisingly 

simple and easy to learn! Before the start of the 

demonstration, participants also joined in to 

harvest various fresh vegetables and helped turn 

the soil, not intimidated by the very cold weather.

  On 23 January, Lingnan Gardener’s viewing 
gathering presented the 1955 classical film “Rebel 
without a Cause”. Although dated several decades 
ago yet the issues around youth and family are as 
contemporary as ever. 

  On 30 January, the Japanese scholar Ando 

Takemasa presented a public speech on the 

struggles of Japanese agricultural movement and 

the history of Japan’s food movement.

  On 5 February, Lingnan University held a Lunar 
New Year function, Spring Festival 2018. Lingnan 
Gardeners contributed snacks and desserts, to the 
delight of everyone. 

23 March, Friday 15:30-17:00  
Film Viewing “Home”

06 April, Friday 12:30-14:00  
Lingnan Gardenesr Lunch Gathering  

Up-coming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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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3 月 10 日

嶺 南 彩 園
彩園通訊  第 36 期   

茴   香
 

     茴香又名小懷香，是多年生的草本植物，原產地為地中海地區，主要種植區是中國的西北和東北

地區，其莖部和嫩葉可做菜，做為調味料的小茴香是其乾燥成熟的果實。

茴香含有豐富的維生素和纖維素，其含有香辛氣味的茴香油可以刺激腸胃，達到健胃理氣的功效。

      茴香花的散狀花冠在夏天盛開時為黃色，十分可愛，可作為插花的主要材料。同時它還有食用性

和藥用性，這就決定了茴香花的話語“才色兼備”。

桃花盛開如意吉祥 ! 農曆狗年，新年快樂 !

永安廣場北邊的桃樹開得燦爛，寓意狗年好兆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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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20 日，Professor Gunter Pauli 的藍色

經濟公開講座，學習地球生態平衡的零廢棄環境，

了解其中的零浪費祕訣，請點擊以下鏈接：

https://www.youtube.com/
watch?v=DxZJbYVC9F0&t=1349s 
他的生命故事視頻：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f7Lv
EDISeE&feature=youtu.be

     在採摘環節，大家不懼寒冷在彩園採摘了芥

菜、番薯葉等新鮮蔬菜，將給空木箱整理出來並

翻土。寒冷的氣溫反而讓大家勞動的熱情更高。

      1 月 23 日，彩園觀影會放映了 1955 年的

經 典 電 影《 阿 飛 正 傳》（《Rebel Without a 

Cause》）。雖然是老電影，但因時代的變遷，

叛逆的青春遭遇與家庭教育及社會影響相碰撞，

是每個時代都在面對的問題。有時候我們說不清

原因，但我們選擇不妥協。忙碌之餘，欣賞幾部

經典老片會有一些新的感悟呢。

      1 月 30 日，日本學者 Ando Takemasa 公開

講座向大家講述日本農業的抗爭與食物運動的歷

史過程。

      著名左翼思想家，神父革命家弗朗索瓦·浩達

自傳《The Decline of Certainties. Founding 

Struggles Anew》英文版已由全球大學出，如您

希望閱讀，請點擊以下鏈接下載：http://our-

global-u.org/oguorg/en/francois-houtart/

     2 月 3 日，彩園邀請劉志強老師教授大家熱香

餅和藍莓果醬的製作。當天儘管天氣寒冷，熱情

的朋友和農耕同學們一起參與活動。

     接下來，劉志強老師帶領我們一起製作藍莓

果醬和熱香餅。在親自嘗試製作之前，大家都認

為這些食物的製作過程一定很繁複和費時，令人

意想不到的是，果味濃鬱的藍莓醬只要多留意熬

煮的火候和幾樣配料的放置，製作起來是這麼簡

單易學。還有美味的熱香餅，做好麵糊，只需兩

分鐘就可以吃到啦！

      2 月 5 日，嶺南大學的“迎春之約”春節活動，

彩園準備了香草咖喱魚蛋和有機薑糖水黑芝麻湯

丸，廣受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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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 are always welcome to join us!*
歡迎報名成為嶺南彩園農夫 !

Executive Editor：Jin Peiyun, KFCRD

執行編輯 : 靳培雲　群芳文化研究及發展部
Translator 翻譯 : Alice Chan 陳燕文

Layout 排版﹕ Jin Peiyun 靳培雲
Tel: 26167671  Email: ln.gardeners@ln.edu.hk

活動留影
Photo Gallery

3 月 23 日，週五，15:30-17:00 ，LBY G01   彩園觀影會《家》（《HOME》）

4 月 06 日，12:30-2:00pm，彩園， 彩園午餐會

活動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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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离不开“人”“财”“地”
严晓辉 转载自《晋江经济报》

严晓辉，国仁乡建董事长，香港岭南大学博士生，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联合创始人“，国仁农智大学”

发起人。自 2004 年起加入由温铁军发起的河北定州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长期从事生态农业、乡村

生态建筑、乡村治理研究和产业规划等领域的工作。

日前，晋江市建设美丽乡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与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签订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就打造“乡村振兴晋江示范区”开展合作，并将于今年在金井围头、灵源灵水社区、紫帽

园坂等三个村（社区）开展首批试点项目。

   作为一支全国著名、有着丰富乡村建设经验团队的负责人，关于乡村振兴战略，严晓辉有自己的

思考和观点。日前，记者采访了严晓辉，看看他就如何打造“乡村振兴晋江示范区”这个问题上，

有什么好的观点和建议呢？

记者：您认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义是什么？

严晓辉：乡村振兴战略重在整体性和系统性，它不像一般的围绕农业增产或经济增收的农村政策，

而是全方位的振兴战略，是从国家层面系统调配资源和调整发展方向的重大创新。因此，乡村振兴

不仅仅关注农村，而是城乡统筹、三产协调的整体方案，最终的目标是改善城乡关系，实现国民的

美好生活目标。

记者：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离不开“人”“财”“地”这三个要素的保障。对此，您怎么看？

严晓辉：“人”“财”“地”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农业三要素，对应的是古典经济学中的生产要素，即劳动、

土地、资本。乡村振兴战略，从经济学的角度，是三要素向农村的回流，即乡村如何吸引人才、如

何吸纳资本和如何利用土地资源等等。

我个人认为，除了经济视角，乡村振兴也是一个对乡村重新认知的文化重建过程，以及动员社会广

泛参与的乡村再社会化过程。因此，一方面，要立足于乡村可持续生存的角度，重新发掘乡村的生

活价值，吸引人才返乡参与乡村建设，同时，要有一系列制度创新和社会创新的尝试，尤其是在农

村金融领域和集体土地经营制度方面，要以农村集体组织为依托，通过试点的方式大胆尝试，勇于

创新，才有可能有新的成效，最终实现经济要素向乡村社会的有效回归。

记者：您认为在晋江这样一个制造业发达、农业占比较低的城市，要探索有晋江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

需要在哪些方面多下功夫呢？

严晓辉：中国的农业资源分布不均，沿海地区制造业发达，农业产值比重较低，这是普遍现象。在

农业占比低的地区，不以追求农业产量产值为目标，而是反过来探索一二三产融合的产业模式，推

动城乡融合，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这个过程中，制造业发达地区更有条件保护和利用乡村越来越稀

有的生态资源，形成乡村生态为主打的文化、旅游、体验等更符合市民需求的多种业态。

记者：晋江与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开展战略合作，能给晋江乡村建设带来什么？

严晓辉：国仁乡建团队在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教授的指导下，已经从事乡村建设工作超过

十五年，是有长期农村工作经验的实践型团队。我们希望利用团队在乡村工作的积累，让团队在晋

江扎根，与当地政府、村（社区）干部和农民一起摸索出符合晋江地方特色的乡村建设模式，最终

将晋江打造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的乡村振兴示范区。

我们重视社会多元力量的参与，在每个试点，以村（社区）集体为主体，围绕这个主体开展社会化动员，

包括本地人才培养、产业和经营制度创新及吸引社会投资等不同方式，让每个村庄都能依托自身条件，

如产业、自然、人文、历史等特点，最终形成村庄主打的综合性特色经营模式。

记者：您的团队接下来将如何具体开展工作？

严晓辉：春节前，国仁团队和晋江相关单位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初步在晋江选了金井围头、灵源

灵水社区、紫帽园坂村等三个村（社区）开展首批试点项目。正月初十开始，团队已经正式入驻晋江，

开展为期三个月的前期调研和讨论工作，之后将针对三个社区的建设开展可行性研究，再结合政府

整体规划和社区实际需求情况，做出落地实施方案并逐个立项，然后针对不同建设经营项目，引入

人才、资本等各种社会力量，最后在我们参与下，进入长期经营和评估调整，并整理实际可行经验，

推广到更多社区。



Search :Global University for Sustainability&

Commemorating Francois Houtart: for the Common Good of Humanity 
Date: 14/03/2018 
Time: 14:00 – 17:00 
Venue: PAF III - Sala 110

China’s Experiences: Perspectives from the Grassroots 
Date: 15/03/2018 
Time: 10:00 - 13:00 
Venue: Faculdade de Farmácia - Sala 4 

Community Experiences for Socio-economic and Ecological Justice 
Date: 15/03/2018 
Time: 15:30 - 18:30 
Venue: PAF I - Sala 217 

GU WSF 2018   
Website Page  
QR Code:

Global University for Sustainability constitutes itself as an experimental forum for 
alternative practices in the production, dissemination and use of knowledge. We hope to help 
cross-fertilize initiatives practiced by organizations and networks to foster further inter-
connections, experiment with creative and equitable forms of interacting, networking, and 
managing the commons.We envision a new sustainable humanity on earth.

Website:  http://our-global-u.org/ 
Email: our.global.u@gmail.com

Contact Us: 
Lau Kin Chi: Laukc@Ln.edu.hk 

Sit Tsui: sittsui@gmail.com 
Au Yeung Lai Seung: aylaiseung@gmail.com 

Tel in Salvador: +55 71 997033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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