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人民的
精神家园，也是国家发展、民族振
兴的重要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
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
荣为条件。

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
荡，文化软实力之争空前激烈。我们
如何在文化自觉与自信的基础上，实
现文化自强、提高文化软实力？

继承与创新发展相结合

“没想到 600 岁的故宫修炼成了
‘网红’！”近日，一段题为“穿越故
宫来看你”的交互动画在网络上引
发无数点赞。来自 《雍亲王题书堂
深居图屏》 等故宫经典藏品中的人
物形象纷纷“穿越”到现代，玩自
拍、打游戏、戴上 VR （虚拟现实）
眼镜。

“希望借助互联网和新技术的平
台，把北京故宫所拥有的优秀文化
资源分享给公众，把它们的内涵用
富有创意的方式普及开来、传递下
去，并且培养更多热爱传统文化的
青年人。”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如
是说。

中华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
厚的底蕴，这是我们实现文化自强
的显著优势和宝贵资源。今天我们
发展文化，必然立足于我们已有的
文化沃土，继承和发扬优秀的文化
基因。

如何从过去的积累中汲取力量、
铸就未来的辉煌？对此，习近平指出，
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
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所谓创造性转化，就是按照时代特
点和要求，对那些至今仍有价值的
文化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
造，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
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创新性发
展，就是不断地与时俱进、推陈出
新，不断地丰富、拓展文化的形式
与内涵，在既有基础上创造和形成
新的文化成果。

在继承与创新中，我们看到，
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
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
文字都活了起来，焕发出新的光彩；我们看到，
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
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成为文艺作品中感人至
深的故事，激励着党和人民投身于新的伟大斗争；
我们还看到，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反映时代精神、
贴近群众生活的文化产品不断创造出来，激起广大
人民的共鸣和发自内心的民族自豪感。

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自强之本

人类历史表明，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
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
核心价值观。

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的重大战略任务。中共十八大进一步提
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
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
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这“三个倡导”、24个字，是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
和集中表达。它把国家的价值目
标、社会的价值取向和公民的价值
准则整合成一个有机体，既吸收了
中华优秀传统美德的思想精华，又
反映了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
观需要。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是固本培元、凝魂聚气的
重要工程，也是我们保持文化自
信、实现文化自强的坚实基础。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
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
出，与中华民族传统的主流价值观
是一脉相承的。他指出，中华文化
在几千年的发展中，以仁孝诚信、
礼义廉耻、忠恕协和为中心，形成
了一套相当完整的价值体系。今
天，我们要把那些体现和促进了中
华民族生命力、凝聚力、创造力的
价值观发扬起来，并加以新时代的
发展，从而加速实现中华文化的伟
大复兴。

吸收借鉴各民族优秀文化

中华文化 5000 多年的演进是一
部“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发展
史。在当今时代，我们的文化要保
持活力并继续发展壮大，也必然离
不开对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的吸收
与借鉴。

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国际
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
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习近平指出，
进行文明相互学习借鉴，要坚持从本
国本民族实际出发，坚持取长补短、
择善而从，讲求兼收并蓄，但兼收并
蓄不是囫囵吞枣、莫衷一是，而是要
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换言之，文化的交流互鉴要在
保持开放、包容心态的同时，具有
足够的自信和定力。

今年是东方戏剧大师、中国明
代伟大文学家汤显祖逝世 400 周年，
也是英国伟大戏剧家莎士比亚和西
班牙伟大作家塞万提斯逝世 400 周
年。纪念这3位文化巨匠的活动在世
界各地热烈展开，掀起了东西方文
明对话交流的热潮。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璨若星
辰，不仅哺育着中华民族，也滋养着世界。”中央
党校教授辛鸣认为，当世界面对越来越严峻的生
态环境问题时，中华文化“天人合一”的整体性
思维可为人类修复自己的家园送上一剂良方；当
世界因各种利益纠纷与冲突而可能擦枪走火时，
中华文化“协和万邦”的世界观是实现各得其所
的最佳选择。

中华文化的河流不断奔涌向前，与世界各民
族文化交融、碰撞，激荡出华美灿烂的乐章。它
在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不竭动力的同时，也
必将为人类文明和世界进步作出新的伟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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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8月23日电 （记者吴月辉） 8 月 23
日，“中国火星探测工程名称和图形标识全球征集
活动”在北京启动。在活动现场，中国第一个火
星探测器和火星车外观设计构型也同时对外首次
公布。

据悉，此次火星探测工程名称和图形标识征
集活动，由国家国防科工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
主办，活动还将聘请航天专家、平面设计大师和
社会文化名人组成评审委员会，邀请社会文化艺
术名人作为本次征集活动的形象大使。

2016年1月11日，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正式立
项，计划于2020年在海南文昌发射场，由长征五号运
载火箭将火星探测器直接送入地火转移轨道。

中国火星车这个样
工程名称和图形标识全球征集

中国火星车这个样
工程名称和图形标识全球征集

8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
记出席推进“一带一路”建
设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
话。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
以 “ 一 带 一 路 ” 建 设 为 契
机，开展跨国互联互通，提

高贸易和投资合作水平，推动国际产能和装备
制造合作，本质上是通过提高有效供给来催生
新的需求，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这既为“一
带一路”建设深入推进进一步指明了方向，也
为全球经济走出国际金融危机阴霾、实现强劲
复苏和持续发展提供了崭新思路。

那么，“一带一路”建设将如何促进世界经
济再平衡？笔者认为大致有3个方面。

一是动力再平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
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名副其实的重要动力源，
经济增量占全球 30%以上。建设“一带一路”，就
是中国欢迎各方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欢
迎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参与到合作中来。“一带
一路”倡议关注基础设施建设，“支持沿线国家推
进工业化、现代化和提高基础设施水平的迫切需
要”，所带来的增长动力将是强大而持久的。中国
每帮世界修一条公路或铁路、建一个工业园、合
作一个项目，都是在种下一个经济增长动力源，

从而实现经济增长动力再平衡。
二是发展再平衡。西方国家构建了现代世

界体系，“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使未开化和半开
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
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而
这种全球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畸形的全球化、发
展不平衡的全球化。对此，“一带一路”建设以政
策、设施、贸易、资金、民心的互联互通，予以纠
偏；以三大统筹——陆海统筹、内外统筹、政经统
筹，实现内陆地区—沿海地区、国内外及政治—
经济发展的再平衡，改变广大发展中国家二元经
济结构。通过共同打造绿色丝绸之路、健康丝绸
之路、智力丝绸之路、和平丝绸之路，将有力推进
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从而实现发展
再平衡，让“一带一路”建设不仅造福中国人民，
更造福沿线各国人民。

三是互动再平衡。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
“一带一路”建设，那就是“互联互通”（mu-
tual connectivity）。互联互通包含“相互”与

“连通”两层含义。以中非合作为例，“相互”
指的是以横向联系补充纵向联系，在以往，非
洲国家与域外国家纵向互动多，非洲国家之间
横向互动少，到达邻国航班往往要绕道巴黎；

“连通”指的是让非洲市场以点带线、以线带

片，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着手，帮助非洲获得
内生发展动力，形成经济发展带，实现工业化
和农业现代化。“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互联
互通”，可以有效改善以往国际关系中国与国之
间的互动，实现互动再平衡。

现如今，TPP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TIP （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 等
暂时无果，“一带一路”倡议成为国际金融危机
后最为可行、最有影响的国际合作倡议，有力
引领世界经济走出低迷、振兴国际和区域合作
的大方向，给全球投资者带来希望。目前，已
有 10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其中，联合国
等国际组织也态度积极，以亚投行、丝路基金
为代表的金融合作不断深入……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3年来，建设进度和
成果都超出预期。而这些具体而实在的进展，
正在促进全球经济实现再平衡。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一带一路”有利于世界经济再平衡
■ 王义桅

据新华社天津8
月23日电 （记者王
慧慧） 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国务院
副总理张高丽23日在天津同土库曼斯
坦副总理卡卡耶夫举行中土合作委员
会第四次会议。

张高丽说，中土是真诚互信的战
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别尔德穆哈
梅多夫总统的亲自关心和推动下，中

土关系始终保持健康稳定的发展势
头。两国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达
到新的高度。两国元首每年举行会
晤，就发展两国关系、规划各领域合
作进行深入交流，为中土战略伙伴关
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力。

卡卡耶夫表示，
土库曼斯坦高度重视
对华关系，视中国为
土外交的优先方向之

一，愿同中方进一步扩大油气、贸
易、交通、投资、人文等领域的互利
合作，努力将两国关系提升至更高水
平。

会后，张高丽和卡卡耶夫共同签署
了中土合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纪要。

张高丽出席中土合委会会议

③③

大图：火星车与着陆巡视器外观设计构型图。
小图：火星探测器外观图。

国防科工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供图
（新华社发）

中国人数字化阅读率达64％
据新华社北京8月23日电（记者罗争光） 记者从23日

在北京召开的2016北京国际出版论坛上获悉，2015年中国
国民数字化阅读率达到64％，超过纸质图书阅读率5.6个百
分点，其中60％的成年国民曾进行过手机阅读。

数据同时显示，2015年，中国数字出版产业收入规模达到
4403.9亿元人民币，比上一年增长30％。据了解，近年来，传统
出版单位加大了数字出版的业务布局，积极寻求产品和模式
上的创新突破；网络文学、有声读物、自媒体等新兴形态蓬勃
兴起，消费热点层出不穷，巨大的发展潜力吸引了互联网企
业、电信运营商、电子商务企业广泛参与，同时还涌现出大批
新媒体、动漫、游戏等新兴出版企业，数字出版阵营不断壮大。

去年中国出版业营收2万亿
据新华社北京8月23日电（记者罗争光） 国家新闻出

版广电总局副局长吴尚之23日在北京举行的2016北京国际
出版论坛上介绍，2015年，中国出版、印刷和发行服务实
现营业收入 21655.9亿元人民币，较 2014年增长 8.5％；增
加值5932.4亿元人民币，增长7.6％。

与此同时，2015年中国图书总印数为86.6亿册（张），比
2014 年增长 5.8％；图书出版实现营业收入 822.6 亿元人民
币，增长4.0％；利润总额125.3亿元人民币，增长7.0％。

吴尚之表示，伴随着传统出版业不断发展，中国实体
书店也在经历了数年的“寒冬”后迎来回暖，特色书店数
量增加，2015年全国图书发行人员增长6.3％。

浙江省杭州市直饮马井巷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南宋时期，现存的建筑有
的源自清末、民国初期，木质结构的房屋早已破败不堪。在 G20杭州峰会召
开前，杭州市对直饮马井巷进行了大规模修缮。如今，改造完成的直饮马井
巷已经旧貌换新颜，白墙黛瓦，成了杭州的一道新风景。

图为8月23日，行人走过直饮马井巷巷口的民国风格建筑。
龙 巍摄 （人民视觉）

杭州：直饮马井巷再成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