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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多年前，我们的先辈筚路蓝缕，穿越草原沙
漠，开辟出联通亚欧非的陆上丝绸之路；我们的先辈扬
帆远航，穿越惊涛骇浪，闯荡出连接东西方的海上丝绸
之路。古丝绸之路打开了各国友好交往的新窗口，书写
了人类发展进步的新篇章。中国陕西历史博物馆珍藏的
千年“鎏金铜蚕”，在印度尼西亚发现的千年沉船“黑
石号”等，见证了这段历史。

古丝绸之路绵亘万里，延续千年，积淀了以和平合
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
神。这是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

——和平合作。公元前 140 多年的中国汉代，一支
从长安出发的和平使团，开始打通东方通往西方的道
路，完成了“凿空之旅”，这就是著名的张骞出使西
域。中国唐宋元时期，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同步发展，
中国、意大利、摩洛哥的旅行家杜环、马可·波罗、伊
本·白图泰都在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留下了历史印记。
15世纪初的明代，中国著名航海家郑和七次远洋航海，
留下千古佳话。这些开拓事业之所以名垂青史，是因为
使用的不是战马和长矛，而是驼队和善意；依靠的不是
坚船和利炮，而是宝船和友谊。一代又一代“丝路人”
架起了东西方合作的纽带、和平的桥梁。

——开放包容。古丝绸之路跨越尼罗河流域、底格
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印度河和恒河流域、黄河和
长江流域，跨越埃及文明、巴比伦文明、印度文明、中
华文明的发祥地，跨越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信众的
汇集地，跨越不同国度和肤色人民的聚居地。不同文
明、宗教、种族求同存异、开放包容，并肩书写相互尊
重的壮丽诗篇，携手绘就共同发展的美好画卷。酒泉、
敦煌、吐鲁番、喀什、撒马尔罕、巴格达、君士坦丁堡
等古城，宁波、泉州、广州、北海、科伦坡、吉达、亚
历山大等地的古港，就是记载这段历史的“活化石”。
历史告诉我们：文明在开放中发展，民族在融合中共
存。

——互学互鉴。古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通商易货之
道，更是一条知识交流之路。沿着古丝绸之路，中国将
丝绸、瓷器、漆器、铁器传到西方，也为中国带来了胡

椒、亚麻、香料、葡萄、石榴。沿着古丝绸之路，佛
教、伊斯兰教及阿拉伯的天文、历法、医药传入中国，
中国的四大发明、养蚕技术也由此传向世界。更为重要
的是，商品和知识交流带来了观念创新。比如，佛教源
自印度，在中国发扬光大，在东南亚得到传承。儒家文
化起源中国，受到欧洲莱布尼茨、伏尔泰等思想家的推
崇。这是交流的魅力、互鉴的成果。

——互利共赢。古丝绸之路见证了陆上“使者相望
于道，商旅不绝于途”的盛况，也见证了海上“舶交海
中，不知其数”的繁华。在这条大动脉上，资金、技
术、人员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商品、资源、成果等实
现共享。阿拉木图、撒马尔罕、长安等重镇和苏尔港、
广州等良港兴旺发达，罗马、安息、贵霜等古国欣欣向
荣，中国汉唐迎来盛世。古丝绸之路创造了地区大发展
大繁荣。

——摘自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开幕式上的演讲（2017年5月14日）

背景资料：

鎏金铜蚕：汉代铜器，国家一级文物，于1984年在
陕西省石泉县前池河出土，高 5.6 厘米，腹围 1.9 厘米。
质地为铜，鎏金多脱落，蚕体饱满，形象逼真，说明当
时人们通过蚕桑生产已熟悉蚕的生理结构。“鎏金铜
蚕”可谓丝绸之路在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中纽带作用的标
志，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养蚕缫丝技术和丝织品贸易在
汉代中西贸易交流中的重要地位。

黑石号：是指1998年德国打捞公司在印尼勿里洞岛
海域一块黑色大礁岩附近，历时近一年打捞的一艘唐代
时期的沉船。该船只结构为阿拉
伯商船，装载着经由东南亚运往
西亚、北非的中国货物，仅中国
瓷器就达到 6.7 万多件。出水的
文物包括长沙窑、越窑、邢窑、
巩县窑瓷器，还包括金银器和铜
镜；其中 3 件完好无损的唐代青
花瓷盘尤为引人注目。

丝路精神是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

本栏目主持人：刘少华

在尼泊尔的一处工地上，一位裹着碎花头巾的中年妇
女，吃力地搬着砖。

汗流满面、疲惫不堪，但为了生存，两脚再沉也要迈出
去。

她叫萨丽塔·拉莫 （Sarita Lama）。此时的她完全想不到，
两年后，周围的人会称她为企业家。

另一位妇女生活在泰国曼谷，名叫帕米莉·瑞纳 （Prem-
pree Trairat）。

她所生活的地方是位于曼谷的邦卡兆。这里到处是垃圾
和蚊子。她很想改变这一切。多年后，她的愿望实现了。

萨丽塔·拉莫的变化与帕米莉·瑞纳的愿望都要从一个国
际组织说起。

2008年，中国发起成立了亚太森林恢复与可持续管理组
织 （简称亚太森林组织）。如今，亚太森林组织已走过了10年
历程，成员包括亚太地区的26个经济体和5个国际组织。

“10年间，亚太森林组织通过政策对话、能力建设、示范
项目和信息共享，提升了整个亚太区域森林可持续管理水
平。”亚太森林组织董事会主席赵树丛说。

向泰国公主报告的项目

黑色头发、棕色皮肤，萨丽塔·拉莫是一副典型的尼泊尔
女人形象。而她窘迫的经济状况在尼泊尔也非个例——尼泊
尔是联合国认定的全球最不发达国家之一。

在工地上干活，萨丽塔·拉莫使出浑身力气，但每天还是
要为填饱肚子而发愁。更重要的是，她有 2 个儿子和 1 个女
儿，她必须挣钱供孩子上学。

萨丽塔·拉莫问自己：“我该怎么办？”
中国人说：“事在人为。”尼泊尔有句谚语是：“自己的手

就是大自然的统治者。”
2015年的一天，萨丽塔·拉莫走进了尼泊尔马克万布一家

社区林业用户联合会。从此，她的命运发生了巨大改变。
在这里，她与 50 名尼泊尔妇女一起，接受了为期 6 个月

的制作木制工艺品的培训。第一期培训结束后，有30位妇女
继续参加了第二期培训，萨丽塔·拉莫就在其中。令他们感到
骄傲的是，他们的手工艺品被选中在 2015年的世界木材日活
动上展出。

全部培训结束后，这 30 位妇女决定注册一家小型企业。
之后，萨丽塔·拉莫的生活就变得完全不一样了。

“现在我又对生活充满了希望，邻居都叫我企业家。”萨
丽塔·拉莫说，“感谢亚太森林组织对我们的资助。”

萨丽塔·拉莫的企业是亚太森林组织在尼泊尔资助的3家
企业之一。

赵树丛介绍说，从 2014年开始，亚太森林组织联合当地
社会组织，启动尼泊尔中部社区森林可持续管理及妇女经济
赋权项目，目的是提升当地社区森林可持续经营水平和农户
生计。

在尼泊尔曼卡普尔建成的木制手工艺品加工企业和经销
合作社，至今已经培训了150名社区居民。企业的产品已在尼
泊尔最大的城市加德满都销售。

距离萨丽塔·拉莫 2000公里之外，帕米莉·瑞纳也在想办
法改变处境。

帕米莉·瑞纳生活在位于泰国曼谷的邦卡兆岛屿保护区。
多年来，由于缺乏生态保护，这里森林中到处堆着垃圾，蚊
虫滋生。

帕米莉·瑞纳是邦卡兆城市社区森林组织的主席。她很想
改变这一切，可现实是，她找不到资金，也没有技术支持。

转机出现在 2012年。那一年，亚太森林组织在泰国发起

城市林业示范项目， 邦卡兆被选中。帕米莉·瑞纳也成为了
项目协调员。

项目落地后，生物多样性宣教示范中心建了起来，培训
100多名社区居民及志愿者成为生态向导，面向游客宣教森林
保护知识。同时，项目通过推动生态旅游增加了社区收入。

自从项目实施以来， 邦卡兆的游客人数增加了10倍。如
今，去邦卡兆骑行，成为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的选择。租一辆
自行车，穿过幽静的红树林，在窄窄的林间小路上，感受惬
意恬静的泰国乡村风情。

“最难忘的是，我有幸当面向诗琳通公主殿下报告我们的
项目。作为一位普通妇女，能参与保护这片‘城市绿肺’，为
成千上万人提供新鲜空气，我感到很荣幸。”帕米莉·瑞纳说。

从萨丽塔·拉莫邂逅的尼泊尔妇女赋权项目，到帕米莉·
瑞纳参与的泰国城市林业项目，再到柬埔寨退化林地恢复项
目、越南森林经营示范项目……亚太森林组织至今共资助 37
个项目，项目总资助金额约 2200万美元，覆盖大湄公河次区
域、东南亚、南亚、大中亚、太平洋岛国、北美和东亚等七
大区域。

“亚太森林组织的目标与‘一带一路’倡议高度契合。我
们以示范项目为载体，促进‘一带一路’参与国家区域林业
协同发展。”赵树丛说。

斐济官员的“中国林缘”

斐济是南太平洋上的一个岛国，被称为“最幸福的国
度”。但是，即使是最幸福的人，也有忧愁的时刻。

马纳萨·鲁尤纳克 （Manasa Luvunakoro） 为这个国度森林
管理不善而发愁。作为斐济林业部的负责人，他发现，因森
林管理不善而造成的损害，已经影响到了当地居民的生计。

马纳萨·鲁尤纳克说，“斐济大部分人生活在农村，完全
依赖土地和海洋。不可持续地对待森林，使森林物产减少，
威胁到了当地人的食物来源。”

马纳萨·鲁尤纳克一直在思考解决办法。在一次会议上，
他认识了一位中国学者，并获得了很多启发。

学者名叫沈立新，是西南林业大学的教授，他的另一个
身份是亚太森林组织昆明培训中心主任。

“沈教授30年研究森林资源管理、退化森林恢复。我很喜
欢跟他聊天，他总能为我解疑答惑。”马纳萨·鲁尤纳克说。

2017年11月，马纳萨·鲁尤纳克决定参加亚太森林组织的
短期主题培训。这样的培训，亚太森林组织10年间举办了24
期，360多名像马纳萨·鲁尤纳克一样的林业官员参加了培训。

培训时间不长，只有14天，却让马纳萨·鲁尤纳克对中国
林业制度和实践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喜欢研究中国林权制度
改革，喜欢参观竹子农场——因为斐济也盛产竹子。

不止是参观、学习，马纳萨·鲁尤纳克还很想把中国的经
验带回斐济。

或许不久的将来，去斐济旅游的中国人会吃惊地听到，
当地农民居然说着很有“中国特色”的词汇。

“退耕还林、三北防护林、沿海防护林等等，这些工程都
可以被斐济正在进行的造林计划所借鉴。”马纳萨·鲁尤纳克
说。

在缅甸曼德勒地区，当地人也会说出很有“中国特色”
的词汇，比如“公司+基地+农户”。把这一词汇带到曼德勒的
是桑朝朝 （Chaw Chaw Sien）。

桑朝朝在曼德勒林业部门工作。2014年，她参加了亚太
森林组织举办的短期主题培训。

培训既有室内授课也有户外调查。在一次户外调查中，
桑朝朝发现有地方通过种植石斛脱了贫。农民在天然林下种

植石斛这种高价值的药材，采用的模式是“公司+基地+农
户”，当地有30个种植基地和3000户农民加入这一模式。

“从培训中学到的东西，对我的工作是很有帮助的。”桑
朝朝说。

巴帕·库玛·穆希 （Prabhat Kumar Mukhia） 也从培训中学
到了很有用的东西。他是不丹农林部的一位研究员，2017年7
月，他正在做一个生态修复的研究。恰好此时，他参加了培
训。“培训提高了我的能力，我刚好可以把学到的知识用到我
的研究上。”巴帕·库玛·穆希说。

林业合作共同的“家”

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拉加帝路上，有一栋大厦是自然资源
和环境部的办公地点。西蒂·宾蒂 （Siti Fatimah BintiRamli）
就在这里工作。

2015年，西蒂·宾蒂听说，有一位同事留学回来后，转到
了林业经济部门，还将在中国云南学到的育种技术用在了最
新项目上。

于是，西蒂·宾蒂也递交了申请。她申请的也是一所中国
大学——南京林业大学。可遗憾的是，当年部门的深造指标
已经用完了。

第二年，西蒂·宾蒂又递交了申请，申请的还是一所中国
大学——北京林业大学。这一次，她终于如愿了。

在北京，记者见到了西蒂·宾蒂。记者问她，为什么两次
都选择来中国深造？西蒂·宾蒂说：“那是因为中国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西方国家代表已经过去的时代，中国代表当下和
未来的时代。”

西蒂·宾蒂在中国学习两年时间。在这期间，每个月能领
到3000块钱的奖学金。这笔钱由亚太森林组织承担。

从2010年起，亚太森林组织启动了奖学金项目，学制为2
年，为区域内有潜质的青年林业官员、研究人员和学者提供
深造机会。至今已有来自 18 个经济体的 103 人获得奖学金项
目的资助。

让西蒂·宾蒂感激的是这笔奖学金，而让她感动的则是另
外一样东西。

2017年12月29日，位于北京的亚太森林组织秘书处举行
新年联欢会。西蒂·宾蒂和其他 13 位留学生受邀参加了联欢
会。

到了现场，西蒂·宾蒂发现，说是联欢会，其实更像好朋
友聚会。联欢会上的饭菜都是秘书处的工作人员从家里带来
的。秘书长跟大家一起吃饭、聊天。

“我可以随时找秘书长聊天，这要是换了其他国际组织，
是很难做到的。”西蒂·宾蒂很有感慨地说，“我在中国没有
家，在这里，我感觉我们就是一家人。”

来参加这次联欢会的还有普拉迪普·巴拉尔 （Pradeep
Baral）。他来自尼泊尔，也是在北京林业大学学习。

当记者问普拉迪普·巴拉尔同样的问题，为什么选择来中
国深造时，他的回答显得“随意”但也耐人寻味。

“因为我在Google上一下就搜到了亚太森林组织的留学项
目，最重要的是，申请流程清晰、明了。”普拉迪普·巴拉尔
说。

事实上，为了让更多的人有机会深造学习，亚太森林组
织精心优化了申请流程和手续。

而为了最大范围推广林业教育，亚太森林组织联合5所院
校制作了5门林业在线课程，全部免费向公众开放。目前活跃
用户有来自全球90多个经济体的3300多人。

“下一步，亚太森林组织将继续搭平台、建机制、树理
念、推模式，实现共同的全球森林目标。”赵树丛说。

习近平总书记

多次指出，森林是

自然生态系统的顶

层，拯救地球首先

要从拯救森林开始。

有这样一个国

际组织，它花费了

整整10年时间，拯

救了一片片面临毁

坏与退化的森林，

让很多人的命运随

之改变。它就是亚

太森林恢复与可持

续管理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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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森林组织奖学金毕业生。

桑朝朝在培训班上发言。

萨丽塔·拉莫展示她的木制手工艺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