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古代丝绸之路，始于中国，连接亚
非欧， 古道上印满了层层叠叠往来商
贾的足迹。而今，“一带一路”肩负起全
新的使命。沿着历史的轨迹，一群来自
中国的建设者用精巧的匠心和纯熟的
匠艺留下了一个个为世界交口称赞的
中国故事。

精深匠艺让天堑变通途
在非洲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阿尔

及利亚， 一条尚未竣工的高速公路从
南向北深入， 即将连接起地中海和撒
哈拉沙漠之间的绵绵千里。 而在非洲
大陆北部，阿特拉斯山脉横贯东西，成
为南北高速公路要穿越的一道天堑。

公路横跨山脉的这一段叫希法
段， 目前由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阿
尔及利亚分公司负责修建。“90后”杨
洋是公司的一名测量员， 虽然年龄不
大，却足以称得上是该项目的“元老”。

2013年， 杨洋就进入南北高速公
路施工地。 希法段地势险要、 地貌复
杂， 是当地人公认的阿尔及利亚目前
在建基础设施中难度最大的项目。工

程刚开始时，施工队没有营地，没有完
善的仪器， 杨洋带着小分队每天穿行
在峡谷深处，进行精确测量工作。

匠艺精深，方能破险除难。2016年
12月， 希法段的重点工程T2隧道成功
贯通，成为该国最长的公路隧道。一头
是浩瀚的大海，一头是广袤的沙漠，杨
洋和一批像他一样精益求精、 攻坚克
难的中国建设者， 为阿尔及利亚连接
南北交通的大动脉烙上了“中国印”。

“黑暗中的蜡烛”照亮千家万户
挖掘机的声音从非洲大陆的北部

传到西部。 在几内亚西南边的孔库雷
河上， 另一个有着“中国血统” 的工
程———凯乐塔水电站， 在中国水利电
力对外公司员工们3年的辛勤建设下，
已于2015年正式投入运营。

对凯乐塔水利枢纽工程项目综合
事务部的王晓溢来说，3年来的每一天都
是与高温较量的一场硬仗。 全年酷暑的
几内亚，一年有“4个夏天”，施工队的日
常工作繁杂而精细：浇制、组塔立杆、架
线……所有人都顶着高温完成这些高

强度工作。“穿着工作服，戴着安全帽，一
天下来全身没有一块地方是干的。”

一整天的劳顿之后， 夜晚的休憩
也不能让王晓溢和同事们轻松半分。
临时驻地的条件简陋， 小型发电机无
法满足空调或电扇的用电量， 大家只
能耐着高温、伴着蚊虫和一天的疲倦，
等待第二天的烈日。

王晓溢说，一直告诉自己要坚持，
咬咬牙真的就坚持过来了。“当你想到
那些遥远的人们， 想想你自己， 然后
说：我希望自己是黑暗中的蜡烛。”

3年艰辛， 他们为这个供电紧张的
西非国家带去了千家万户的灯火通明。

中国“光明”点亮电力孤岛
沿着海上丝路往东走， 渡过印度

洋，穿过马六甲海峡，在离非洲大陆万
里之外的柬埔寨，来自中国的“光明”
也将这个古老国家点亮。

额勒赛———柬语里的意思是“穿
过丛生竹林的河流”，然而这个诗意的
名字背后却曾是一片无人的河谷。过
去， 这里是一片隔离在国家电网之外
的电力孤岛。

2010年， 中国华电集团来到额勒
赛，从零开始，在这片无人区建造柬埔
寨最大的水电站。面对棘手难题，中柬
两国工作人员通力合作，一一克服。

2013年， 额勒赛下游水电工程最
后一个机组正式投产发电， 比预计工
期提前9个月完工。这个建立在无人区
的水电站承担了柬埔寨全国用电高峰
期近一半的负荷。

匠艺需传承，发展方能长久。水电
站建设完毕后， 中国华电集团并未就
此“罢手”，他们为柬方提供技术，希望
来自中国的“光明” 能在这里世代延
续。

从荒芜到繁荣，“一带一路” 经过
之处，古老的商道重新焕发生机。功崇
惟志，业广惟勤。来自中国的建设者们
正在用他们的匠心和匠艺， 筑就一个
个发展繁荣之梦。

（据新华社北京5月11日电）

一带一路·合作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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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

29位外国元首、政府首脑
确认出席“一带一路”高峰
论坛

据新华社北京5月11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11日在
例行记者会上介绍，截至目前，29位外国元首、政府首脑及
联合国秘书长等3位重要国际组织负责人将出席“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领导人圆桌峰会等活动。

耿爽说， 来自130多个国家的约1500名各界贵宾将作
为正式代表出席论坛，来自全球的4000余名记者已注册报
道此次论坛，可谓盛况空前。

耿爽说，此次论坛内容丰富，主要包括开幕式、圆桌峰
会和高级别会议三个部分。其中，5月14日上午，习近平主席
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开幕式后将举行高级别全
体会议，5月14日下午将举行以“五通”、智库交流为主题的6
场平行主题会议；15日，习主席将主持圆桌峰会，包括两个
阶段的会议和工作午餐。 习主席还将在其后的记者会上介
绍高峰论坛主要成果。

他介绍， 中方将同出席圆桌峰会的有关国家共同发表
一份联合公报，这份公报将反映各方在“一带一路”建设上
的共识。论坛期间，与会各方还将对接发展战略，合力打造
一批务实合作成果，届时将签署一系列合作文件。

耿爽表示，中方愿以此次论坛为契机，与志同道合的伙
伴们一道共商合作大计，共建开放平台，共享发展红利。

� � � �“一带一路，有你有我。互联互通，梦
想相连”———“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开幕前夕， 一首由老挝时下最火歌
手演唱的《一带一路》歌曲红遍了当地。
歌曲MV中，老挝当地姑娘、儿童、商贩、
渔民、僧侣笑得灿烂。

而远在英国牛津， 在写下《丝绸之
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一书的历史学家
彼得·弗兰科潘眼里，“一带一路”是将各
个大洲相连的“血管”和“动脉”。“丝绸之
路曾经塑造了过去的世界， 甚至塑造了
当今的世界，也将塑造未来的世界。”

摊开世界地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宛如舞动的两条
弧线，一条连接大陆，一条沟通大洋，像老
挝歌曲唱的“我们从此海陆相连”。

爱的弧线
“我的生活有了很大变化。在这里，

不仅有了事业， 还收获了爱情和家庭。”
在白俄罗斯安家的“80后”南京小伙邢亮
正在“巨石”中白工业园工作。

由中白两国国家元首倡建的中白工
业园， 是两国合作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
的标志性工程， 位于丝路经济带向欧洲
延伸的重要节点。

3年前，这里还只是一片旷野。今天，
红色尖顶的俄式建筑拔地而起， 双向六
车道的主干道伸向远方， 工业园一期起
步区将于6月投入使用。目前有多家企业
进驻，今年年底签约企业将达到20家。

得益于中白工业园的建设， 邢亮在
白俄罗斯开始了人生新起点———不仅创
业顺利红火，娶了白俄罗斯姑娘，还迎来
了他们的“小公主”。

中白青年的创业和爱情故事， 恰是
沿线国家和人民收获福祉的一个缩影。
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在哈萨克斯坦， 中国大学和科研机
构共同建立现代农业创新园， 推广马铃
薯、玉米、大豆等种植、灌溉、病虫害防治
经验；在斯里兰卡，中国公司给当地村镇
送去了净水和储水设备， 帮助解决饮水
安全和污水处理等难题， 预防当地多发
的慢性肾病；在巴基斯坦，中国企业建设

变电站，解决了夏季电力短缺问题，为酷
暑中的当地人送去清凉……

历史回望，2000多年前， 从长安出
发，西出阳关，连通欧亚，古丝绸之路在
东方与西方之间连起了一条弧线。

21世纪的今天， 丝绸之路早已超越
“凿空西域”的范畴，在更大的空间与跨
度上拓展、延伸。在这条路上，有爱、有友
谊、有共同的发展。

“新全球化”
日前，沿“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航行

的“中远荷兰”号缓缓驶过埃及苏伊士运河
北端港口塞得港。 从天津港出发的这艘巨
轮预计5月底抵达比利时安特卫普港。

“中远荷兰”号走过的海路，中国人并
不陌生。 这条发端于秦汉时期的海上丝绸
之路， 是千百年来一条重要的世界贸易通
道。当年，明代的郑和从泉州出发，抵达红
海，再返航回国，用了两年零两个月。

今天，“中远荷兰” 号海上航程大约
只需一个月，穿行太平洋、印度洋、大西
洋，途经亚、非、欧三个大陆，见证着“一
带一路”带给世界的新希望。

陆路上， 一趟趟中欧班列横跨亚欧
大陆，越过万水千山，牵连起亚太、欧洲
多个经济圈。单在2016年，中欧班列共往
返开行1700多列，总行驶里程超过1700
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424圈。

无论是陆路还是海上， 互联互通早
已超越了物流本身的意义。 在“逆全球
化”升温、国际贸易格局深刻演变的背景
下，“一带一路” 倡议正在打通世界经济
脉络，为全球化注入新的动能，引领全球
化迈向新时代。

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下，“五通”
推动了沿线国家在经贸、交通、发展上的全
面对接；中巴、中蒙俄等六大经济走廊的实
施，推进了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和自由贸易。
近4年来，“一带一路”建设由点成线，由线
及面，改变了全球经济合作的方式，开拓了
国际合作新空间。

美国有专家测算， 传统意义的全球
化以减让关税、 打通世界市场为主要目
的，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一般在5%左
右，而开放、包容、共享的“新全球化”将
使全球经济增长10%到15%。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
永年认为，“一带一路” 有望成为引领新
型经济全球化的样板， 以及区域合作乃
至全球合作的重要平台。

为世界开一扇窗
这几日， 纽约联合国总部秘书处大

楼一层的弧形大厅里，“一带一路” 图片
展吸引了众多联合国官员、 各国驻联合
国外交官的目光。

今天， 在国际形势动荡多变的背景

下，世界充满不确定性，西方主导的发展
模式和秩序出现失灵。

世界向何处去？“一带一路” 倡议向
世界提供了全球治理的新思维、新模式。
“一带一路”推动跨意识形态、跨区域、跨
领域的全面合作，能够实现全球“善治”。

弗兰科潘在《丝绸之路》书中写道，
“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中国为此做出的巨
大投入，都充分表明中国在为未来着想。
中国和远邦近邻的关系， 以及在世界舞
台上所扮演的角色， 必将对21世纪产生
深远的影响。

“一带一路”这一创想，是为了造福
天下这一共同事业而提出， 是中国为世
界提供的重要公共产品， 给世界各国发
展打开了一扇窗。它是中国首倡，但为各
国共享。“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近4年来，
获得的国际认同和参与超出预期。

去年第71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首
次写入“一带一路”倡议，得到193个会员国
一致赞同。如今，包括安理会在内联合国机
构的有关决议已不止一次纳入或体现了
“一带一路”的内容。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
斯在峰会前夕说，“一带一路” 倡议展示出
中国为推动全球发展带来的新远见。

“丝绸之路，你我肩并肩，携手创辉
煌。”老挝歌曲道出了老挝民众对“一带
一路”的企盼。而这，不正是我们所有人
的期盼么？ （据新华社北京5月11日电）

教育部：

5年来我国共有35万多人
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

据新华社北京5月11日电 教育部副部长田学军11日下
午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我国持续加大
中国学生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的支持力度，2012年
以来，我国共有35万多人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其中
国家公派人员1.19万人。

据统计，截至2017年4月，我国已与“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签署了45份教育双边多边合作协议， 与24个沿线国家签
署了学历学位互认协议。

此外，为加快推进语言互通，我国积极实施与沿线国家
的政府间语言项目，加大互学语言力度。2012年以来，我国
共派出非通用语种人才3454人出国学习与进修培训； 截至
2017年3月，“一带一路” 沿线53个国家开办137所孔子学
院、131个孔子课堂， 推动汉语教学为沿线国家社会经济发
展服务。

西出阳关有故人
———诗词里的“一带一路”

自古以来，“一带一路”上沿途的章节被
写进历史文本里，随时光之河漂流。而在河
岸，不同民族的人们建立家园、相亲相爱，他
们舞蹈歌唱、谱写诗歌，为丝路诉说。

“壮志西行追古踪，孤烟大漠夕阳中。驼
铃古道丝绸路，胡马犹闻唐汉风。”始于汉魏
的边塞诗，在包容、融合的唐代达到了极盛。
诗句回荡在漫漫丝路之上，犹如一把古老的
琴，弹奏着东西方文明交汇的旋律。

诗歌里，有大城美景。长安，古丝绸之路
最重要的起点，这里孕育了不少叙人写景记
事的佳句。长安有多美？杜牧在《长安秋望》
中说：“楼倚霜树外，镜天无一毫。南天与秋
色，气势两相高。”美的，还有催人泪下的送
别诗。“渭城朝雨浥轻尘， 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王维的
《送元二使安西》化作琴曲《阳光三叠》广为
传诵。送别声中，丝绸之路缓缓向西延伸。

雄奇的自然、迥异的文化，透过极富张
力的文字，展现了诗人们或豪放或敏感的内
心。岑参写道：“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
即飞雪。 忽如一夜春风来， 千树万树梨花
开。”诗仙李白也不禁感叹：“明月出天山，苍
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

诗人笔下，有离人怀远。元代耶律楚材
在《庚辰西域清明》写道：“葡萄酒熟愁肠乱，
玛瑙杯寒醉眼明。遥想故园今好在，梨花深
院鹧鸪声。”观照耶律楚材传奇开阖的一生，
整首诗意里，乡愁就不仅是悲，更是壮了。

诗词里，有对勇敢者的赞颂。明代汤显祖
在《看番禺人入真腊》里写道：“槟榔船上问郎
行，笑指贞蒲十日程。不用他乡起离思，总无莺
燕杜鹃声。”从广东往真腊（今柬埔寨境内）定
是一路艰险，乐天派的番禺人却乐观“笑指”。

诗词里，有对尘世的实景刻画和对现实的
深切观照。李白就以“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
风”描写胡姬酒肆的欢快，白居易在《阴山道》
中写道“五十匹缣易一匹，缣去马来无了日”，
杜甫的“驼马由来拥国门”，王建的“养蚕缫茧
成匹帛，那堪绕帐作旌旗”，元稹笔下的“胡音
胡骑与胡妆”，及在古诗中屡见不鲜的胡饼、胡
床、葡萄美酒、天马、大象、玉器、丝绢、瓷器等，
都侧面或直接印证了丝路贸易给古老中华物
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带来的丰盈和充实。

《诗刊》副主编、诗人李少君说，“一带一
路”不仅是一条物质之路，也是一条文化之
路、诗歌之路，诗歌之路或许是隐形的，却让
人心相通。 （据新华社北京5月10日电）

“一带一路”，
改变世界的两条弧线

从荒芜到繁荣
———“一带一路”上的中国建设者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影视作品合作越来越多

新华社北京5月11日电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
长童刚11日下午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
示，影视作品在促进民心相通、深化文化交流方面具有独特
的优势，未来，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影视作品上的
合作会越来越多。

据介绍，截至目前，我国已与15个国家签署了电影合拍
协议，与新西兰、英国签署了电视合拍协议。近年来，中外媒
体机构合作创作了一批丝路题材的影视精品力作， 如中印
合拍电影《功夫瑜伽》、中捷合拍动画片《熊猫与小鼹鼠》、中
俄合拍电视剧《晴朗的天空》和中英合拍纪录片《孔子》等，
受到了观众欢迎。

“我们要加强影视剧的译制播出工作，用对象国观众熟
悉的语言， 以及用对象国喜爱的演员来完成中国影视作品
的配音。 ”童刚说。 他表示，将来也会用适当的方式引进“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作品译成汉语播出，这样对促进民心相
通有很直接的效果。

据他介绍，《媳妇的美好时代》 用斯瓦西里语译制后在
坦桑尼亚播出，受到了空前的欢迎。

此外，童刚还表示，越来越多的外国影视界人士对于推
进文化交流、缩小文化差异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比如说哈
萨克斯坦的歌手、 马来西亚的歌手也参与了中国的综艺节
目，在这些节目中逐渐为中国观众所了解，将来中国一些节
目也会走出去，在沿线国家发挥更多的作用。 ”

� � � � 5月11日，山东青岛港前湾港区四期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正式投入商业运营，设计年通过能力达520万个标准集装箱，可停靠
24000标准集装箱船舶。 新华社发

� � � � 2016年5月17日，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东方国药公司董事长陈震和总经
理王帆夫妇（左二、左三）与包装车间的工人交流。 东方国药公司是华人独资企
业，由陈震夫妇1993年在布达佩斯创立。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