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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绣，作为中国的民间传统工艺，
几千年来点缀修饰了无数的华裳羽衣。
如今，在非洲国家多哥，青年设计师迪
梅龙醉心于刺绣，专门赴中国拜师学
艺，学成归国后开班授课，将刺绣工艺
传授给多哥的下一代。

“我播撒下种子，希望这棵叫‘刺
绣’的大树能在多哥的红土地上茁壮成
长。”30岁出头的迪梅龙说。

初识迪梅龙，是在中国驻多哥大使
馆组织的“三八”妇女节时装走秀活动
上。当天他带领一支模特队，身着他设
计的带有众多中国元素的时装亮相 T
台。迪梅龙设计的服装上随处可见“中
国印记”，而运用最多、最传神的则是让
迪梅龙赞不绝口的刺绣。

“刺绣让我着迷，这是一种非常美丽
的艺术。我认为这一工艺经过设计加
工，可以高度契合多哥的民族服饰，让
古老的多哥服饰焕发新的生命力。”迪梅

龙说。
多哥的民族服饰以花纹和多彩著

称，迪梅龙通过设计，用刺绣部分代替
了原本彩染的花纹，赋予了服饰特有的
立体感和东方神韵。此外，他还别出心
裁，在袖口、领口等处缝上带有刺绣花
纹的装饰布。

“这种用刺绣元素改良后的服饰在我
们国家非常受欢迎，大家以前从来没有

见过这种工艺，都愿意用高价购买。”迪
梅龙说。

迪梅龙特别感谢中国驻多哥大使
馆。他说，正是大使馆捐赠的10台缝纫
机，让他的工作室走上正轨，也是大使
馆提供的赴华学习机会让他与刺绣结缘。

2017 年夏天，迪梅龙通过中国驻多
哥大使馆的培训项目，到湖南外贸职业
学院学习了 3 个月的服装设计。其间，
他与来自几内亚、马里等其他非洲国家
的同学一起学习，第一次接触到了中国

传统服饰的设计理念。
“我第一次看到刺绣就爱上了它，我

当时就觉得应该把这一工艺带回多哥，
因此我选择了刺绣服饰作为自己这次学
习的毕业设计。”迪梅龙说。

迪梅龙说，学成归来后，他做的第
一件事，就是在自己的服装设计培训中
心开设了刺绣课程。如今，在他的培训
中心里，有40多名多哥青年人在学习服

装设计，内容就包括中国刺绣工艺。
迪梅龙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在多哥

成立一所专门教授服装设计的职业学
院，就像他在中国学习时的那所职业学
院一样。

“刺绣就像一扇窗户，让我领略了古
代中国的风采，也让我亲眼看到了现代
中国的发展。我希望我的学生们能够和
我一样借助刺绣了解和接近中国。”迪梅
龙说。

（据新华社电）

近 日 ， 安 徽 省
黄山市黟县碧山盆
地晨雾蒸腾，风光旎
旖。乡村田野如诗
如画，美若仙境。图
为黟县碧山盆地出
现平流雾美景。

施广德摄
（人民视觉）

当多哥小伙遇上中国刺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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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下开挖”变“地上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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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员是好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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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城郊管委会略下村，曾是落后的露天煤矿采集区。近年来，城郊管委
会对工矿废弃地进行生态修复，带领农户从事花卉苗木种植，促进乡村生态旅游发展，走出了
一条从“地下开挖”变“地上开花”的致富转型之路。图为在略下村“阳光花海”基地，3万余株
各类花木与秀美的湖光山色交相辉映，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赏。 李桂东摄 （人民视觉）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

“新时代属于每一个人”“只要精诚团
结、共同奋斗，就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
挡中国人民实现梦想的步伐！”。中共十
九大报告指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让每一位党员再次明确了我们的初心和
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
民族谋复兴。这就要求我们每一位党员
回归本源、勿忘初心，永远牢记为人民
服务的宗旨，始终为人民利益和幸福而
努力工作。作为颐和园讲解员，就要坚
定文化自信，为中外游客大大方方地讲
好中国故事，传播博大精深的中华文
明，让人民群众和各方宾客满意。

要以共产党员的标准服务中外游
客。近年来，颐和园游客接待量逐年增
加，特别是普通游客的讲解接待增加显

著。与2012年相比，2016年游客讲解接
待次数增加41.9%，这说明百姓在物质生
活水平大幅提升后，对精神文化生活的
需求越来越高，从过去到景点“求乐”
上升为“求知、求解”。这突飞猛涨的游
客量显示的就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我们提出了“亮明身份、公开承诺、示范带
头、接受监督”的主题。现在，所有的党
员和团员都已经养成习惯，每天上岗时
都要在胸前佩戴党徽、团徽，主动亮明身
份，严格以共产党员的标准服务中外游
客。很多游客看到我们佩戴的党徽，眼神
中会散发出那种发自内心的亲切感和信
任感，还有游客在接受我们的帮助后，
对着我们竖起大拇指说：“共产党员是好
样的！”

中共十九大报告从十个方面总结过
去不平凡的五年，成绩喜人，催人奋
进。从 GDP 稳居世界第二到天宫、蛟
龙、天眼等创新成果问世，从中国文化
影响力大幅提升到人民获得感显著增
强，各项事业稳步发展，并为促进世界
和平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日常工作
中，中国日益强盛带来的可喜变化愈加
明显。我所在的团队导游服务中心是颐
和园一支专业接待力量，服务广大中外
游客，保障重大国事活动，承担内外事
接待任务。近年来，颐和园外事接待量
涨幅明显，过去 5 年累计接待部长级以
上外事任务 426 批次，圆满完成多项国
家重大外事活动的服务保障工作。比
如，2014 年 APEC 会议期间，我们服务
保障了彭丽媛女士与其余九位 APEC 经
济体领导人和代表配偶集体游览颐和
园；2016年我们服务保障了李克强总理
陪同德国总理默克尔颐和园“散步外
交”；2017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期间，我们承担了 20 余次相关官
员、代表的接待工作。正是由于中国日
益强大，才会越来越多地吸引国际社会
的目光；正是由于中国的国际影响力越
来越大，才会引来大量国际交往活动，
才会使我们越来越接近世界舞台中央。

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兴盛使我们更
加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一个国
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
更持久的力量。文化自信来源于历史、
来源于现实、来源于我们所取得的发展
成果，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内生气质。这
就要求我们这些世界文化遗产的守护
者、历史名园的传承者积极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自觉承担起肩上重任。这
几年，我为外宾讲解时有一个小小的转
变。过去如遇上要讲解“龙”的时候，
我常常会刻意避开不讲，因为在有些西
方国家，龙被认为是凶恶的代名词。因
此，为了避免外宾产生不适或不理解，
我们往往会绕开这个话题。但现在，我
会大大方方地介绍龙这种图腾在我们中
华文化里的象征与意义，讲我们中华民
族对它赋予的特殊情感。如今，这样的讲
解方式反而让很多外宾的接受度更高，
中华文化的渗透力和影响力越来越强。

作为新时代的见证者、开创者、建
设者，我们要义不容辞地肩负起民族复
兴的历史使命，乘着新时代的浩荡东
风，劈波斩浪、扬帆远航。

（作者韩笑，中共十九大代表。
2015年，被党中央和国务院授予“全国
劳动模范”荣誉称号；2012年，获全国住
房和城乡建设系统先进工作者、北京青年
“五四”奖章、北京市“三八”红旗奖章等荣
誉。现为北京市颐和园导游服务中心副
主任、讲解员。本报记者赵鹏飞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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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大学 120 周年校庆海外庆典暨北京大学汇丰商
学院英国校区启动仪式在英国牛津郡举行。该校区是北京大学
的首个海外校区，也是中国高等学府第一次以独资、独立经
营、独立管理的形式走出国门开办的海外校区。专家表示，随
着我国综合国力及国际影响力逐渐提升，教育国际化成为发展
新趋势。近年来，中国在高等教育国际化方面取得长足进步，
走出国门、海外办学开始进入中国高校的议事日程。

走出国门引关注

根据规划，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英国校区将主要招收来自
英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学生，修读为期两年的金融学、管理
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和MBA （工商管理硕士） 学位，其中第一
年在英国牛津校区学习，第二年在中国深圳校区学习。课程设
置包括学科通识教育、基本理论训练，并将融入大量中国元
素。比如，学生可以到中国实地学习、体验中国经济发展与工
商运作，近距离观察中国改革发展和实践。

此次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英国校区的设立，引起西方媒体
高度关注，BBC （英国广播公司）、《卫报》、《泰晤士报》、《金
融时报》等英国当地主流媒体以及《纽约时报》、法国国际广播
电台等媒体均给予关注和报道。《卫报》称，北京大学是中国顶
尖大学之一，北大这一举动显示了中国正在加强和提升顶尖大
学在全球的地位；《泰晤士报》的报道则以《北大在牛津建立了
一个竞争对手》为标题，意指同城的牛津大学商学院正迎来一
位竞争对手。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英国校区的设立，将使西方国家感到
中国不再遥远。”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汇丰商学院院长
海闻表示，该校区为西方国家提供了深入了解中国高等教育和
经济金融发展的契机。中国高校也可以在西方国家迎来更多学
子，这对加强东西方学生间的互动交流将产生积极作用和深远
影响。

“120年前，中国人向英国、美国等国家学习，创办了中国
近代第一所综合大学‘京师大学堂’，即北京大学前身。两个甲
子后，当年的‘京师大学堂’来到英国高等教育的发源地，创
办了自己的校区。”海闻表示，如今中国到英国办学，实际上反
映了两个世纪以来世界的发展变化，这背后显示了中国的崛
起、中华民族的崛起。

讲好故事新舞台

“按照中国纪年方法，120 年就是两个甲子，意味着两个
‘轮回’。站在新‘轮回’的起点上，我们不仅要庆祝北京大学
历史上的辉煌，更要展望未来的前进方向。”中国驻英国大使刘
晓明认为，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英国校区启动有以下重要意
义：首先，这是传播中国精神的有益尝试。第二，这是讲好中
国故事的崭新舞台。第三，这是深化中英教育合作的重要机遇。

近年来，一些中国高校纷纷以不同形式建立海外校区。例
如，2016年，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迎来首批新生入学；2014
年，同济大学在意大利弗洛伦萨设立初期以暑期课程、短学
期、短期培训为主的海外校区；2011年，由苏州大学投资创办
并控股的老挝苏州大学成立，举办全日制本科和研究生 （硕士
和博士） 教育。

海闻表示，近年来，很多国外大学都到中国来办分校，随
着中国经济增长、国际影响力扩大，中国大学“走出去”正当
其时。与此同时，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一直坚持国际化教育道
路，从教学师资到课程设置等均与国际化接轨，从某种程度上
看，这也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在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大背
景下，到北京大学学习、在两国多地实践是那些对中国发展感
兴趣的国际学生的较好选择。”海闻说。

专家表示，中国高校在发达国家建立属于自己的平台，将
对中外教育交流合作等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教育国际化有助
于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特别是在当前全球化的背景下，
很多发展问题与学术课题都具有全球性质，需要世界各国沟通
参与、协商解决，既“请进来”也“走出去”，以促进交流、共
同进步。

理性“出海”是关键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及国际影响力逐渐提升，中国高等教育“走出去”渐成趋势，高
校“出海”过程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海闻认为，海外办学任重而道远，主要挑战来自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学校和政府
层面。对学校来说，如果照搬现有教学和管理体制就有可能面临竞争力不足的问题，较
早开展国际化教学、积累相关办学经验，有助于在“走出去”时比较顺利；对政府而
言，境外留学生的认定、签证及学籍等一系列问题都需要研究和解决。

其次是人才方面。管理队伍和师资力量是中国高校“出海”的关键因素，因此，不
仅要提升师资的整体水平，也要适应国外的管理体制，做到让世界一流的学生愿意来读
书、让世界一流的老师愿意来工作，这样中国才能更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最后是资金方面。国外高校来华设立分校，如上海纽约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宁
波诺丁汉大学等，均在不同程度上享受到中国地方政府的优惠政策。但比较来看，中国
高校“走出去”尤其是走入西方发达国家，当地政府不一定会有如此强度的支持。因
此，如果采用独资经营、独立管理的境外办学
模式，筹集资金是关键要素之一。

专家指出，中国高等教育“走出去”仍要
保持理性态度。中国高校走出国门、设立海外
校区，不能仅停留在“海外”概念上，为了“出
海”而“出海”，而是要在深入分析研究海外办
学运作模式与管理机制的基础上，结合本学
校、本学科发展实际量力而行，真正在提升对
国际学生的吸引力、促进中国内地大学更好办
学、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上下功夫、做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