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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匈牙利布达佩斯蓝宝石般的多瑙河畔，来自欧
洲多国的研究员们正聚在中国-中东欧研究院，对民
意报告《中东欧国家民众看中国发展》进行最后审核。

在黑海沿岸的东欧国家乌克兰，第三届“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社会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正在敖德萨海
事大学火热举行。

在连通亚欧大陆的埃及苏伊士运河边，一位埃及
姑娘正驻足苏伊士运河大学中华文化名人郭沫若展
厅，凝神欣赏着墙上的诗歌、照片……

这一幕幕发生的地方，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落地
海外的各个研究中心的所在地。随着“一带一路”倡
议的实施，作为中国最大智库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不
仅为国内发展献计献策，还走出国门，逐渐成长为
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新型智库。一个月以来，笔者陆
续走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多个研究所，了解他们的海外
落地成果。

✉ 走出国门 文明穿越时空

3月23日上午，初春的北京乍暖还寒，中国社会
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新伟即将前往中美洲国家
洪都拉斯。办公室里，行李箱和大大小小的考古工具
箱已经打好包，放在了一角。作为玛雅科潘遗址项目
负责人，他黝黑的皮肤透着热带地区常年炙烤的阳光
气息，因为一年中有近半年，他都是在洪都拉斯的考
古工地上度过的。

2016年7月以来，考古研究所在洪都拉斯玛雅文
明的都邑——科潘遗址开展了大规模考古工作。这是
中国考古机构首次在世界其他主要文明核心区主持考
古项目。

这一巨大进步背后，是我国考古科研水平与综合
国力的双重提升。“在新时代，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
应该有更高的学术视野与立足全球的文明观。”李新
伟引用费孝通先生的名言解释道，“过去我们是‘各
美其美’，现在则是‘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但前
提是先了解别人到底美在哪儿。”因此，中国考古学
家不仅要了解中华文明，也需积极探索世界各文明核
心区的历史脉络。

而在印度，拉齐噶里遗址的考古工作计划于年底
正式展开。“拉齐噶里遗址是印度境内最大的哈拉帕
文化遗址。古印度文明是四大文明之一，我们去那里
实地考古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
所副研究员仝涛介绍说。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国社会科学院
借助这一平台积极与各国考古学界合作，开展在沿线
国家的考古工作。2018年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
研究所与埃及古物部达成合作协议，预计 10 月份在
卡尔纳克孟图神庙遗址开展挖掘工作；在乌兹别克斯

坦明铁佩古城遗址的考古发掘正稳步推进，为古丝绸
之路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眼下，中国考古“走
出去”的步子越迈越大，路子越走越广。“这是跨越
时空的文明对话。”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
研究所前所长王巍感慨道。

✉ 立足海外 搭建沟通桥梁

4 月 3 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的会议
室里，笔者见到了中国-中东欧研究院院长黄平。“这
是中国第一家在欧洲独立注册的智库，是中国智库建
设的大胆创新。”提及去年 4月 24日在匈牙利首都布
达佩斯成立的研究院，黄平的语气中充满了自豪。

目前，尚不满“一岁”的研究院已经取得了不少
成果。黄平告诉笔者，研究院邀请欧洲多国智库合作
进行实地调研、合作研究、联合出版、人员培训、系
列讲座等，同时聘请研究员撰写中东欧各国国情周
报，与知名民调机构合作开展“中东欧国家民众看中
国发展”大型民调，获得了当地不少高校、研究机构
的认可。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相知才能更相亲。”中国-
中东欧研究院执行副院长陈新这样解读中国海外智库
的意义。今年，中国-中东欧研究院将举办“‘16+1’合
作与中欧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中东欧国家看当代
中国发展——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
会，邀请全球学者立足中国当下，展望世界未来。

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其他国家合作成立的研
究中心也遍布世界各地。在日本，中国社会科学院北
海道中国研究交流中心致力于两国在政治经济等领域
的学术交流；在加拿大，中国社会科学院-加拿大蒙
特利尔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积极开展中西方法学比较研
究；在乌克兰，中国社会科学院-敖德萨国立海事大
学中国中心在社会学研究、“一带一路”研究等方面
成果显著。

✉ 走向世界 文化跨越重洋

1957 年 12 月，时任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
会主席的郭沫若先生带领中国代表团来到埃及，参加
亚非团结大会，给仍处在水深火热中的第三世界国家
带来极大鼓舞和支持。

2017 年 5 月 22 日，时隔一甲子，埃及再次“迎
来”了郭沫若先生。随着揭牌仪式举行，中华文化名
人郭沫若展厅正式入驻埃及苏伊士运河大学孔子学
院。

这是继 2016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与
苏伊士运河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合作成立“郭沫若中

国研究中心”后，举办的首个常设展览。展览第一
天，这里就吸引了不少苏伊士运河大学的学生。“我
会去买他的作品，特别是 《女神》，这名字起得好。”
苏伊士运河大学中文系大一学生阿姆勒边看展览边感
慨，她虽然还没有读过郭沫若的作品，但已从展览中
看出他对国家的热爱。

“过去埃及人民对中国的印象可能只有孔子。”在
谈及海外郭沫若中国研究中心设立的意义时，中心中
方办公室主任王静表示，“以当代‘中埃友谊使者’郭沫
若为原点，能让海外人民了解一个更全面的中国。”

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下属单位，纪念馆在承担公
共教育职能的同时，也是郭沫若与中国近代文化的研
究重镇。2018年4月23日，郭沫若中国研究中心在埃
及举办第一届“郭沫若与世界文化”高端学术论坛，
邀请中埃两国学者对郭沫若文学、学术和文化思想中
的世界性因素进行探讨。

在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名人走向海外的
同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也积极响应“文化走出
去”号召，向海外介绍中国文化与学术成果。其
中，历时 5 年多策划出版的“理解中国”丛书已经
成为中国学术“走出去”的一张“名片”。据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社长赵剑英介绍，这套书涵盖了中国政
治、经济体制、社会治理、农村问题、生态建设等方
方面面，是中国具象化、科学化的呈现。目前，这套
丛书已出版 15 种，并翻译成英文、西班牙文、阿拉
伯文、日文、俄文、法文等多语种在海外发行，深受
海外学者喜爱。

“村小”矗立在高速路口右边，背后是座矮矮的
山。谷雨那天，正值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绿树覆盖
了山体，庄稼长满了田间。山上两棵梨树繁花盛开，
校园里杨树上的喜鹊闹得正欢。

这里是河北省滦平县巴克什营镇古城川小学，此
时此刻，掌阅科技“全民阅读 文化筑梦”公益活动
从这里正式启动。值得一提的是，这所小学是人民日
报社与滦平县联合开展的“名誉校长教育扶贫活动”

的参加者，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部主任
严冰正是该小学的名誉校长。

政府来了，公司来了，媒体来了，
出版社来了，作家们来了。一摞摞书摆
在孩子们面前，他们系着红领巾，大声
朗诵诗歌，表达感恩之情。

送来的书经过了精挑细选，《三字
经》《繁星·春水》《大头儿子和小头爸
爸》《梦 想 家 彼 得》《飞 花 令 里 读 诗
词》 ……据出版社工作人员介绍，他们
专门选择了适合这个年龄段的经典、高
质量书籍。首批捐赠惠及了滦平11所小
学，价值 10 万元的实体物资、价值 20
万的数字内容，通过纸质书和电子阅读
器，将精神食粮传递到了孩子们手中。

滦平县委常委、副县长刘泉说，过
去这些年滦平县教育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教育教学
水平一直稳居承德市全市前列，但是作为国家级贫困
县，受历史欠账和财力所困，还有大量农村小学的教
育教学条件急需改善。“捐书，为贫困山区的孩子们
了解世界、探索知识打开了一扇窗户。”

现状不容乐观。尽管今天的贫困跟二三十年前完全
是两个概念，孩子们早就能吃饱穿暖了，但巴克什营中
心校校长王春志坦言，这里适合小学生阅读的图书非常

匮乏，有的孩子甚至没有一本课外书。“农村孩子做不到
行万里路，但期待从阅读中能日行千里、跨越千年。”

掌阅科技创始人张凌云对此感同身受，作为同样
出生在贫困县的人，他感慨，阅读在自己命运的改变
中，起到了关键作用。“阅读是一件重要的小事。”

在举国上下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共同奋斗之际，
如何消除精神贫困，成为活动当天人们共同探讨的重
要话题。同样重要的是，如何让这样的活动持续下
去，不仅让这群孩子受益，也让以后的孩子们不再

“精神返贫”。
作为主办方的掌阅科技，计划将这一公益项目持

续下去，为贫困地区、少数民族聚居区、革命老区等地
区捐赠爱心阅读室，仅未来 3 年内（2018-2020 年），他
们就计划捐赠 100 间图书阅览室，累计捐赠电子书阅
读器500台，数字图书40余万册，纸质图书3万余册。

“今天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起点，一个里程
碑。这个公益活动掌阅一定会坚持不断地做下去。10
年、20 年甚至 50 年，我们一定会看到阅读在中国的
地位不断提升，这样的改变才会是根本性的，才会是
持久的。”张凌云说。

组织策划此项活动的古城川小学名誉校长严冰
说：“支教扶贫事业应如滚雪球，越滚越大。只要一
拨人连着一拨人，一茬人接着一茬人，加油干，就一
定能早日见到成效。”

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
——中国智库“走出去”海外落地成果丰硕

严 冰 柴雅欣 吕安琪 蔡珍梦

“扶贫事业应如滚雪球”
——掌阅“全民阅读 文化筑梦”公益活动从滦平启动

本报记者 刘少华

“扶贫事业应如滚雪球”
——掌阅“全民阅读 文化筑梦”公益活动从滦平启动

本报记者 刘少华

图为工人们清理刚刚从位于洪都拉斯的科潘遗址出土的玉米神头像。 图为李新伟 （左） 与美国考古学家分析位于洪都拉斯的科潘遗址出土的石器。

为纪念郭沫若诞辰125周年，中华文化名人郭
沫若展厅举行揭幕仪式和郭沫若诗歌朗诵比赛，
来自埃及多所高校的中文专业学生和中文学习爱
好者参加了活动。图为埃及学生朗诵郭沫若诗歌。

中国人民是具有伟大团结
精神的人民。在几千年历史长
河 中 ， 中 国 人 民 始 终 团 结 一
心、同舟共济，建立了统一的
多民族国家，发展了 56 个民族
多元一体、交织交融的融洽民
族关系，形成了守望相助的中
华民族大家庭。特别是近代以
后，在外来侵略寇急祸重的严
峻形势下，我国各族人民手挽
着手、肩并着肩，英勇奋斗，
浴血奋战，打败了一切穷凶极
恶的侵略者，捍卫了民族独立
和自由，共同书写了中华民族
保卫祖国、抵御外侮的壮丽史
诗。今天，中国取得的令世人
瞩目的发展成就，更是全国各
族人民同心同德、同心同向努
力的结果。中国人民从亲身经
历中深刻认识到，团结就是力
量，团结才能前进，一个四分
五裂的国家不可能发展进步。
我相信，只要 13 亿多中国人民
始终发扬这种伟大团结精神，
我 们 就 一 定 能 够 形 成 勇 往 直
前、无坚不摧的强大力量！

——习近平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2018年3月20日）

本栏目主持人：刘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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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活动现场合影。图为活动现场合影图为活动现场合影。。

4月的意大利米兰阳光灿烂，在杜兰朵大街上，驰过一辆色彩
别致的公交车，车身正是清华大学的代表色——紫色。这辆公交
车上的颜色和清华大学与米兰理工大学校徽，是为庆祝两校历史
性合作而专门喷绘的。

街道的39号，是清华与米兰理工携手共建的中意设计创新基
地所在地。4月 17日，基地举行了挂牌仪式，在此落脚的清华大
学米兰艺术设计学院也正式宣告开始运行。

这次合作的前奏非同一般。2017 年 2 月，在国家主席习近平
和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的共同见证下，两校校长在人民大会堂签
署合作协议。双方的此次牵手，不仅是校际合作，更是推进“一
带一路”框架下人文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意设计创新基地占地2.5万平方米，距当地著名的博维萨火
车站步行仅5分钟的距离。

“这是清华大学在米兰的一张名片。”刚刚参加完挂牌仪式回
国的清华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处长郦金梁对本报表示。场馆玻
璃上、宣传袋上、飘扬在场馆四周的旗帜上，都能找到清华的校
花——紫荆花的图样，基地里里外外都充满了来自中国的元素。

在揭牌仪式现场，有一位来自清华美院的志愿者名叫潘志
鹏。据介绍，去年9月，他通过联合培养项目来到米兰理工大学。

“清华和米兰理工的双学位项目目前已经合作了六届，根据我们的
培养方案，需在一年内修完学分，7 月底前参加毕业答辩后拿学
位，因此学习生活都比较充实，能够吸收的内容也比较多。”

“这个项目最棒的一点，就是让我深入感受米兰浓郁的文化气
息。”潘志鹏说道。米兰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证的文化创新之
都。据统计，意大利 78%的设计师毕业于米兰理工大学。在这个
艺术设计的标志性都市，清华的师生、学者有机会直接面向世
界，开展合作、交流与竞争。

共建基地的一个重要基础，是双方卓越的学术水平。清华大
学美术学院院长兼米兰艺术设计学院院长鲁晓波表示：“清华大学
的设计类专业在中国排名第一，此次合作是强强联手。”

事实上，两所学校的合作早有渊源。
2011年，清华美术学院与米兰理工大学联合签署了硕士研究

生双学位培养项目。在2016年，米兰理工大学邀请清华大学赴米
兰深入合作办学。而此时，清华大学正值启动实施其新百年的全
球战略，有意加强设计学科的国际化发展。双方合作的意愿契合
而适时。

两年之后，清华在杜兰朵大街上开办米兰艺术设计学院。清
华大学党委书记陈旭表示，依托两校的学科优势，中意设计创新
基地将切实服务“一带一路”倡议，有效连接两国的设计创新资
源，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设计创新中心。

近年来，随着中国整体发展水平与国内高校学术水平的提
升，越来越多的国外院校有意愿、有信心与中国的大学开展合
作，中国的高校也更频繁、更自主地走出国门。

从出国交流，到联合培养，再到把教学科研基地建到海外学
术高地，清华大学的“全球战略”正在走向纵深。面向世界、勇
于进取，中国高校正在努力创建世界顶尖大学的“中国范式”。

清华大学校长邱勇指出，“全球战略”是清华大学基于学校国
际化传统的创新之举，是学校整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化
办学是极具挑战性的事业，清华要凝练出一流大学建设中的国际
化发展思路，突出中国特色，传承弘扬清华百余年积淀的文化传
统和办学理念。

在清华大学米兰艺术设计学院门口，摆放着一座石质日晷，
背面刻着四个字——“行胜于言”。它的原型，就伫立在数万公里
外清华大礼堂前的草坪南端，是清华园内历史性的校友赠物。

“在充满清华气息的米兰园区中，日晷是点睛之笔。它是清华
精神的一个载体。”郦金梁说。

清华大学米兰艺术设计学院挂牌

“中国范式”的
意大利故事
刘少华 张滋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