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民日报评论员

一个大国发展兴盛， 必然要求文化
影响力大幅提升， 实现软实力和硬实力
相得益彰。

“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
故事、 传播好中国声音， 向世界展现真
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在全国宣传思想
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展形
象”的重要使命任务，明确了提升中华文
化影响力的工作要求， 为我们在新形势
下做好外宣工作、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指明了方法路径，提供了根本遵循。

当前，外宣工作处于历史最好时期，
同时也面临最大压力。一方面，我国日益
走近世界舞台中央， 我们提出的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共建“一带一路 ”等得到
国际社会广泛认同，我国的国际影响力、

感召力、塑造力日益提升。另一方面 ，世
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 增强
国际话语权、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任务
之艰巨前所未有。对此，我们要保持战略
定力，积极主动做工作，努力开创外宣工
作新局面。

“一个故事胜过一打道理。”讲好中国
故事是外宣工作的基本方法，也是提升中
华文化影响力的基本途径。从毛泽东同志
向美国记者斯诺、史沫特莱等人讲述“延
安故事”， 到习近平总书记通过讲故事介
绍中国道路和共建美好世界的理念主张，
善于通过故事传播理念、以理服人、以情
动人，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今天，
中国故事最精彩的主题，是讲清楚中国共
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
什么管用。我们要围绕国际社会关注的问
题，主动宣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主动讲好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
的故事、中国人民奋斗圆梦的故事、中国
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故事，让世界更
好了解中国。同时，要采用外国人听得懂、
易接受的话语体系和表述方式生动鲜活
讲，贴近中国实际、贴近国际关切、贴近国
外受众入情入理讲。

文化是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的灵魂。
做好外宣工作， 不断提升中华文化影响
力，既要宣介优秀传统文化，也要传播优
秀当代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
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
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
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
价值。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不
能停留在舞个狮子、包个饺子、耍套功夫
上，不能满足于向国外提供一些表层的文
化符号上，关键是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

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
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
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同时，提升中华文
化影响力不能厚古薄今，更要注重展示当
代中国的发展进步、当代中国人的精彩生
活，推动反映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价值理
念、文艺精品、文化成果走向海外，既要入
乡随俗又要入情入理， 努力进入主流市
场、影响主流人群。

传播力决定影响力， 话语权决定主
动权。完善国际传播工作格局，创新宣传
理念、 创新运行机制， 汇聚更多资源力
量，我们就能让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
让世界更好了解中国，为实现“两个一百
年” 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营造良好国际舆论环境。

（据新华社北京9月1日电 载9月2日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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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据新华社北京9月1日电 （记者 孙
奕）国家主席习近平1日在人民大会堂同
埃及总统塞西举行会谈。

习近平指出，埃及是阿拉伯、非洲、
伊斯兰、发展中大国和新兴经济体代表，
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影响不断上升。中
方高度重视发展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 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埃及政府为维
护稳定、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所作努力，
支持埃及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支持埃及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
作用，愿同埃方加强战略沟通协调，维护
共同利益。 双方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
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 就双边关系及共

同关心的重大问题及时交换意见， 分享
治国理政经验， 密切各层级、 各领域往
来。中方视埃方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
要和长期合作伙伴， 愿同埃及“2030愿
景”“苏伊士运河走廊开发” 等发展战略
紧密对接，推进两国务实合作，加强反恐
安全协作。中埃都是文明古国，要共同推
动文明对话交流。

塞西表示， 埃方将埃中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置于优先地位。 埃及是最早支持
“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之一，坚信这一
倡议将为埃中双边和国际区域合作带来
巨大机遇。 埃及将继续支持和参与共建
“一带一路”。作为非盟下任轮值主席国，

埃及将继续推动非洲同中国的合作。非
洲国家最需要的就是发展。 埃方全力支
持中方成功举办峰会。

据新华社北京9月1日电 （记者 刘
华）国家主席习近平1日在人民大会堂同
加纳总统阿库福-阿多举行会谈。

习近平指出，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
理、 恩克鲁玛总统等两国老一辈领导人
共同缔造和培育了中加传统友好关系。
建交以来，两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务实
合作成果丰硕。 中国始终视加纳为可以
信赖的好朋友和共同发展的好伙伴。

习近平强调， 中加关系在中非关系
发展史上发挥过重要引领作用。 双方要

发扬中加传统友好， 不断赋予中加关系
新的活力和内涵。要密切高层交往，继续
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中方欢迎加方积极
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并加入亚洲基础设
施投资银行，愿同加方对接发展战略，拓
展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双方要密
切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沟通协调， 更好
维护两国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阿库福-阿多表示，加纳当年就投票
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
法席位，并一直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新形
势下，加纳愿不断深化两国关系，积极参
与共建“一带一路”，为两国合作注入新
的动力。

习近平分别同埃及总统、
加纳总统举行会谈

� � � � 据新华社北京9月1日电 （记者 刘
华）国家主席习近平1日在人民大会堂会
见塞舌尔总统富尔。

习近平强调， 中方支持塞方自主选
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愿同塞方
保持密切往来， 增强政治互信， 开展民
生、基础设施、旅游、海洋经济等方面合
作。 中国理解塞舌尔作为小岛屿国家面
临的多重挑战， 愿同塞方加强应对气候
变化南南合作。 我们欢迎塞方发挥区位
优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富尔表示， 塞舌尔愿同中国加强治
国理政交流，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契机，
开展更多双边合作， 在国际事务中相互
支持，推动两国关系达到新的高度。

据新华社北京9月1日电 （记者 刘
华）国家主席习近平1日在人民大会堂会
见贝宁总统塔隆。

习近平强调， 我们愿同贝宁交流借
鉴治国理政经验， 增进人文交往， 共建
“一带一路”， 使其成为联结我们两个文
明古国的新纽带。

塔隆表示， 贝宁愿意同中国加强交
往。相信有了中国的合作，贝宁和非洲将
实现加快发展。

据新华社北京9月1日电 （记者 刘
华）国家主席习近平1日在人民大会堂会
见几内亚总统孔戴。

习近平强调， 中方珍视两国传统友
谊，愿同几方在新时期共同建设好“一带

一路”， 将两国友好转化为更多合作成
果，让中几、中非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双
方要就维护多边贸易体系、 非洲和平安
全等问题密切沟通协调， 更好维护两国
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孔戴表示，几内亚重视参与“一带一
路”建设，期待促进能源、电信互联互通，
助力非洲工业化进程。

据新华社北京9月1日电 （记者 刘
华）国家主席习近平1日在人民大会堂会
见马拉维总统穆塔里卡。

习近平指出， 中方愿加快推进同马
方的互利合作和人文交流， 支持马方加
强和平安全能力建设， 密切多边事务中
的协调，共同维护非洲团结和整体利益。

穆塔里卡表示， 非洲国家和中国曾
有过相似的遭遇和命运， 中国的成功经
验对非洲尤为重要。

据新华社北京9月1日电 （记者 刘
华）国家主席习近平1日在人民大会堂会
见利比里亚总统维阿。

习近平强调， 中方愿同利方密切各
层级交往，加大减贫、农业、基础设施建
设、卫生等领域合作，在涉及彼此核心利
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
持。 中国为推进利比里亚和平进程作出
了自己的贡献， 并将继续在多边机构中
为利方仗义执言。

维阿表示， 利比里亚支持并愿参加
“一带一路”合作，支持中方成功举办中

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我愿为增进两国
人民友好多作贡献。

据新华社北京9月1日电 （记者 孙
奕）国家主席习近平1日在人民大会堂会
见赞比亚总统伦古。

习近平强调，坦赞铁路是中赞、中非
友谊的永久丰碑。我们要进一步合作，使
它在新的历史时期焕发更大活力。 我们
要以园区建设为依托， 深化两国互利合
作，扩大人文交流，策划和筹备好明年中
赞建交55周年相关活动。 双方要就重大
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协调配合， 维护发
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伦古表示，赞比亚对中国的发展充满
信心，愿同中方共建“一带一路”，拓展中
非合作论坛框架下各领域合作，带动非洲
大陆及有关非洲次区域的发展，共同推进
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据新华社北京9月1日电 （记者 孙
奕）国家主席习近平1日在人民大会堂会
见莫桑比克总统纽西。

习近平指出， 中方支持莫方经济社
会发展和民生改善， 欢迎莫方积极参与
“一带一路”合作，愿帮助莫方加快工业
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增强内生动力，实
现自主可持续发展。 双方要扎实推进两
国合作重点项目，不断创新合作模式，加
强教育、文化、媒体等领域交流合作。

纽西表示， 莫桑比克愿扩大同中国
在贸易、农业等领域合作，加强在国际和

地区事务中的相互支持。
据新华社北京9月1日电 （记者 孙

奕）国家主席习近平1日在人民大会堂会
见加蓬总统邦戈。

习近平指出，2016年总统先生成功访
华， 我们共同宣布把中加关系提升为全面
合作伙伴关系，两国关系发展步入快车道。
中方坚定支持加方走自主选择的发展道
路，反对外来干涉。中方欢迎加方积极参与
共建“一带一路”，愿深化两国在基础设施
建设、能矿、农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助力加
方早日实现“新兴加蓬”的目标。

邦戈表示，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为非洲实现互联互通提
供了新的重要机遇，加蓬愿积极参与，扩
大同中国在基础设施、卫生、人力资源等
领域合作。

据新华社北京9月1日电 （记者 孙
奕）国家主席习近平1日在人民大会堂会
见科摩罗总统阿扎利。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科方一道，在中
非合作论坛和中阿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两
国各领域友好合作， 把双边关系提升到更
高水平。双方要继续相互理解、相互支持。
中方愿将“一带一路”倡议同科方“2030新
兴国家”战略对接，继续为科摩罗实现自主
可持续发展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阿扎利表示，科方赞赏并支持习近平
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相信这将为
非洲和中国实现合作共赢提供助力。

习近平分别会见非洲9国总统

不断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
———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重要讲话精神

商务部：

中方欢迎欧盟
终止对华光伏双反措施

新华社北京9月1日电 针对欧委会日前宣布即将终止
对华光伏双反措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日发表谈话对此表
示欢迎，并指出这是通过磋商成功解决贸易摩擦的典范，将
真正实现双方产业的互利共赢。

8月31日，欧委会宣布，欧盟对华光伏产品反倾销和反
补贴措施将于9月3日到期后终止。

发言人表示，中方欢迎欧盟终止对华光伏双反措施。中
欧光伏贸易争端逐步得到解决，是在双方高层关注下，政府
和业界共同努力的结果， 是通过磋商成功解决贸易摩擦的
典范。欧盟终止对华光伏双反措施，将使中欧光伏贸易恢复
到正常市场状态， 为双方业界合作提供更加稳定和可预期
的商业环境，真正实现双方产业的互利共赢。

发言人说，光伏产品是重要的清洁能源产品，其被日益广
泛的应用有利于各国有效应对气候变化， 对各国温室气体减
排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气候行动和清洁能源转型
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日益显现， 中方愿意继续秉持既有合作精
神，与欧盟一道推动全球温室气体低排放、气候适应型和可持
续发展；推动全球自由贸易和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
为全面发展温室气体低排放经济及其福利作出贡献。

昆山交通纠纷引发砍人致死案

当事人于海明被认定为
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
据新华社南京9月1日电 (记者 刘巍巍 朱国亮) 江苏

省昆山市公安局、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检察院1日就昆山交
通纠纷引发砍人致死案发布通报,认定当事人于海明的行
为出于防卫目的,符合正当防卫意图， 不负刑事责任。

2018年8月27日21时30分许,刘海龙驾驶宝马轿车在
昆山市震川路西行至顺帆路路口,与同向骑自行车的于海
明发生争执。 刘海龙从车中取出一把砍刀连续击打于海
明,后被于海明反抢砍刀并捅刺、 砍击数刀,刘海龙身受重
伤,经抢救无效死亡。

警方通报显示,案发当晚,刘海龙醉酒驾驶宝马轿车(经检
测,血液酒精含量87mg/100ml),载刘某某、 刘某、 唐某某沿
昆山市震川路西行至顺帆路路口时,向右强行闯入非机动车
道,与正常骑自行车的于海明险些碰擦,双方因而发生争执。

刘某某先下车与于海明发生争执,经同行人员劝解返
回车辆时,刘海龙突然下车,上前推搡、 踢打于海明。 虽经
劝架,刘海龙仍持续追打,后返回宝马轿车取出一把砍刀(经
鉴定,该刀为尖角双面开刃,全长59厘米 ,其中刀身长43厘
米、 宽5厘米,系管制刀具),连续用刀击打于海明颈部、 腰
部、 腿部。 击打中砍刀甩脱,于海明抢到砍刀,并在争夺中
捅刺刘海龙腹部、 臀部,砍击右胸、 左肩、 左肘,刺砍过程
持续7秒。 刘海龙受伤后跑向宝马轿车,于海明继续追砍2
刀均未砍中,其中1刀砍中汽车。

刘海龙逃离后, 倒在距宝马轿车东北侧30余米处的绿
化带内,后经送医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经法医鉴定并结合
视频监控认定,死因为失血性休克。

警方根据侦查查明事实, 并听取检察机关意见和建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对正在进行
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
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
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之规定,于海明的行为属于正当防
卫,不负刑事责任,公安机关依法撤销于海明案件。

经侦查确认,刘海龙在昆山期间,因殴打他人、故意损毁
财物、故意伤害等违法犯罪行为,被处1次行政拘留和3次九
个月至三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公安机关目前未发现刘海龙
有涉黑犯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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