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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本請見下）

  The Lingnan Gardeners helped co-organize the Fifth South South Forum on Sustainability, which took 
place at Lingnan University on June 13-18, 2018. Over 100 participants attended the event. Please visit 
the following webpage for the Videos and Reader of the Forum. https://our-global-u.org/oguorg/en/
the-fifth-south-south-forum-on-sustainability-june-2018/

Below are the links of daily activities of Fifth South South Forum on Sustainability
13 June 201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JSOs7SGNTQ&t=128s
14 June 201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fIFkesPSIQ&t=112s
15 and 16 June 201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4tfM3e5NR8&t=62s
17 June 201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MVKzF_fGt4&t=5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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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banana trees have not failed us! Come to see the banana flowers and the bananas on the 
southern side of Wing On Pla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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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 南 彩 園
彩園通訊  第 38 期   

香蕉花

      香蕉是廣受民眾喜愛的水果。吃香蕉能解除憂鬱、放鬆心情，因此歐洲人將它稱為「快樂水果」。

不僅香蕉營養豐富，香蕉皮、香蕉花都可實用，且對人體有良好的藥用功效。

     香蕉花是香蕉樹的花蕾，一棵香蕉樹一生只有一個香蕉花花蕾。香蕉花性味甘淡涼，能清熱、退

肝火、止血，民間有用香蕉花治高血壓及防治中風。

     他們在收了香蕉之後，便把香蕉花採下，切成

條，用沸水煮熟後，用清水浸泡三個小時，加工

時再把水捏幹，放入豆豉、韭菜等配料炒熟即可

上桌，味道鮮美。

    将香蕉花洗淨，用水煮喝湯，因湯有澀味，可

加一些黑糖更好喝。

香蕉花煎蛋做法：

材料：香蕉花蕾一個、雞蛋三個

將香蕉花蕾撥開，取出香蕉花切細，然後燒開水，

水中放鹽，把切細香蕉花燙過，再把水擠掉，在

擠掉水分的香蕉花裡打上雞蛋拌勻，放入適量的

鹽攪均勻，入鍋煎就行了。

香蕉花炒肉絲做法：

材料：燙過水的香蕉花、豬肉絲、蔥絲

做法：先將肉在油鍋爆炒至八分熟，再加入燙過

水的香蕉花與適量的鹽、蔥絲，炒熟就可以了。

盛夏 ! 永安廣場的香蕉引人垂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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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嶺南彩園協辦第五屆南南論壇 , 獲得了大家的認可和讚許 ! 二十多位國際和國內的知名學者和社

會運動家 , 與八十多位年青人互相交流理論和創意 , 經過十天的相遇相知 , 留下了寶貴的意見和心得。

請大家登入全球大學網址觀看及留意論壇的公開錄影。

https://our-global-u.org/oguorg/en/the-fifth-south-south-forum-on-sustainability-june-2018/

以下是論壇每曰活動剪影 :
13 June 201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JSOs7SGNTQ&t=128s

14 June 201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fIFkesPSIQ&t=112s

15 and 16 June 201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4tfM3e5NR8&t=62s

17 June 201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MVKzF_fGt4&t=5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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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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yeung Lai Seung, KFCRD

執行編輯 : 歐陽麗嫦　群芳文化研究及發展部
Layout 排版﹕ Jin Peiyun 靳培雲

Tel: 26167671  Email: ln.gardeners@ln.edu.hk

活動留影
Photo Gallery

7 月 04 日，週三，12:00-12:45 ，LKK 202   彩園食物分享會 

活動預告

梁潔梅是一位長者義工熱心幫忙
照顧彩園植物。
Leung Kit Mui is an elderly 
volunteer to take care Lingnan 
Garden. She loves plants very much. 

為葡萄添新架
Bamboo support for gr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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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節錄第五屆南南論壇三位參加者的心聲 :

   “這是我首次赴港、首次參加南南論壇，會場內外都收穫很多。由於專業是比較文學，平日所讀

皆限於過去的文明和歷史，沒想到現實中的亞非拉都有這麼“先進”和豐富的社區營造經驗。在全

球化的時代背景下和後殖民的話語體系下，無論我們中國，還是韓國，還是非洲和拉丁美洲等都面

臨著一些共同的問題。由本屆會議的主題詞“共用共治的開放互動體”（common），很容易聯想

到政治共同體、命運共同體、人類共同體等，在我們面對共同問題的時候，就更需要坐在一起協商，

互相借鑒經驗。在這一點上，作為參會者，聆聽諸如印度、韓國、土耳其、墨西哥等國專家的演講後，

我極大地開闊了視野。

崔國輝（北京愛故鄉文化發展中心）

     " 這应该是我第一次完全以參會者的身份來參加鄉建相關的大會。真的非常感謝健芝老師和各位

會務、翻譯的同仁們創造了這樣一個機會，能讓我心無旁騖的去聽、去看、去想。

大會持續了一周的時間，信息量非常大。開始的時候覺得會程很長，但是一周又過得非常快。很多

討論還沒有展開，很多演講還沒有消化清楚，很多案例還沒有深入瞭解，大會就結束了。我先在這

裡記錄一下自己的一點點初步的感想，掛一漏萬，後面還要再反芻。......

      在金融資本主義環境下，被錢玩還是玩錢，是一個問題。Common 不是號召出來的、不是想像

出來的、不是設計出來的，只能是實踐出來的，而理論對其進行總結和提煉。現在很多美好的詞彙

都已經被資本迅速佔領，比如“共用”、“互助”、“開放”、“團結”、“社會企業”、“公益”……

大量的快錢遊戲打著這樣的旗號洗來洗去。也形成更隱蔽的剝削。

當無孔不入的資本在迅速佔領著各種想像的空間，我們有沒有可能用錢玩出新的可能性？

      這次論壇收穫的更多的是問題而不是解答，是一種緊迫感和危機感。會程較長，我到後面腦子就

有點跟不上了。本來想把所有的中文翻譯都現場筆錄下來，結果做了一天就做不動了。晚上自己的

筆記也沒能天天寫。我想，老先生們應該會更累，不遠萬里、克服重重困難飛過來，真的太不容易了，

也讓我們這些年輕人汗顏。非常感謝、也很感動於老師們不辭勞苦的認真付出！！ "

                                                                                                                               杜 潔

      " 參會夥伴把 Common 的意思解釋為共用共建共治互動體，翻譯為大同，這是個很有吸引力的

概念或者旗幟，我覺得翻譯的特別棒。因為各國所處階段或者說歷史現實不同，參會的第三世界代

表更多的強調殖民主義問題、女權問題等，而內地代表則強調蘇聯和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失敗和其

經驗教訓遺產的繼承問題，少量第一世界第二世界代表也是關注資本主義前沿的反人類、反生態的

本質的問題。大家所談問題的反面，都是指向更好的世界。當代社會，共產主義話語因為蘇聯和中

國實踐的“失敗”，使得史達林主義、毛澤東思想受到各種嚴肅或者惡意的批評，某種程度上，已

經使其社會動員力被解構殆盡，當然其實質的價值並不會受損並且某種程度上正被新的社會實踐變

換話語形式繼續繼承和發揚——因為人類依然處於資本主義歷史階段。問題是，當代國際反資本主

義的社會實踐是否需要統一的符號或者需要怎樣的統一的符號。Common 既可能是一種理想社會的

模式，也可能全球反資本主義運動的新意識形態，只是活的意識形態總是活的社會運動生長出來的，

所以究竟如何，還需要運動實踐和話語建構的繼續推進來看。"

張斌  ( 姬山書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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