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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动人
曼妙的杭州一直以来都是历代文人
墨客笔下的宠儿。如今，它又以其
新的风采，吸引全球华媒的镁光灯。

5月30日，杭州，微风拂柳，细
雨霏霏。刚刚参加完一天前举行的
第三届海外华文新媒体高峰论坛，
来自全球 53 个国家和地区的 135 位
海外华文媒体人踏上探访杭州的采
风 行 程 ， 参 观 G20 杭 州 峰 会 主 会
场，感受中国的大国风范；走访阿
里巴巴和梦想小镇，探寻中国的创
新基因；踱步富阳东梓关、桐庐荻
浦村、淳安千岛湖，感知中国的美
丽乡村。

感受大国气概
点赞盛世风采

大多数海外华文媒体人，数十
年旅居海外，对中国改革开放以
来，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之后发生的
巨大变化充满好奇。杭州，作为中
国发展成就的真实写照之一，引起了
华媒人浓厚的兴趣。

30 日上午，华媒人造访的第一
站是位于钱塘江南岸的杭州国际博览
中心。2016 年 9 月 4 至 5 日，杭州国
际博览中心作为G20杭州峰会的主会
场向全世界亮相。在这场 2016 年中
国最重要的主场外交活动中，中国国
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接待了前来参会
的多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

走过二楼长长的红地毯，穿过入

口走廊，华媒人来到了迎宾大厅。
“G20 杭州峰会召开时，贵宾们到这
里之后并没有直接进入迎宾大厅，他
们先到右侧的休息室。由于两辆车中
间有十几秒的停顿，因此贵宾们不是
同时到达。所以先到的人就在这里休
息，等到大家都到齐之后，由礼宾官
唱国名顺序，他们才一一回到大厅和
习近平主席握手。”听着讲解员娓娓
道来，身处雄伟的大厅之中，两年前
那场大国外交盛会的场面跃然眼前。

令华媒人赞叹不已的，是位于博
览中心第四层的主会场。主会场的总
面积约 2000 平方米，是一个方正空
间，体现中国传统“天圆地方”的古
老 哲 学 观 。 室 内 装 饰 的 “ 四 梁 八
柱”，4 个巨大的“廿”字呼应“廿
国共宇”的主题。

主会场室内装饰围绕“合”的主题
向四周展开。吊顶中心为两灯相映、三
渲九染、层层递进。吊顶外圈则为 108
个“流线型紫铜连心斗拱”，与午宴厅
的宇宙苍穹遥相呼应，成三阶跌落，
每阶 36 拱，首尾相扣。外圈四角起
翘如展翼，仿佛江南园林轩阁之翼角

冲天，寓意中国经济腾飞。
“这里太有中国文化特色了！”香

港流动媒体有限公司负责人王运丰感
叹道：“整个建筑美轮美奂，恍如梦
境，很震撼。这是只有我们中国才能
创造出的恢宏场面。”

意大利《世界中国》杂志社负责
人胡兰波对此表示赞同，她对本报记
者说：“我在意大利生活30年了。谈
起中国的发展变化，我印象最深的就
是西方人对中国看法的改变。我刚出
国留学时，很多外国人都认为中国是

个落后的国家。现在他们的态度发生
了180度的转变。”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当今的
中国，我觉得就是‘震撼’！”阿根廷

《华人在线》副总编辑万学栋在参观之
后激动地对本报记者说，“从我 1992
年出国到现在，中国的发展日新月异。
特别是十八大之后，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带领下，中国进入
新时代，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科技实
力，都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作为海
外华侨，我为祖国的发展感到骄傲，
为身为中国人感到骄傲。对于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我不仅期待，更是满
怀信心！”

感受创新氛围
点赞中国活力

“天猫精灵？”“我在，你说。”
“请帮我放一首歌。”“好的，送你一
首好听的歌。”

30 日下午，采风团队第一路走

进位于杭州余杭区的阿里巴巴集团总
部，介绍人与阿里巴巴智能机器人

“天猫精灵”之间的一段对话和现场
响起的音乐逗笑了在场所有人。

通过语音控制，天猫精灵这款阿
里巴巴推出的人工智能产品，可以实
现智能家居控制、语音购物、手机充
值、叫外卖、音频音乐播放等功能，
这让很多首次体验的华媒人惊讶不
已。缅甸中文网总监徐佳佳立马掏出
手机，录制了一段与天猫精灵互动的
短视频。

“缅甸的华侨华人，包括很多的
缅甸人，对于阿里巴巴集团特别感兴
趣，支付宝在缅甸也受到大家欢迎。
我们之前发过一篇中国支付宝要来缅
甸 的 消 息 ， 点 击 量 迅 速 达 到 ‘10
万+’，后台数据显示阅读量达到160
多万。”徐佳佳一边参观，一边拍
照、录影，忙个不停。

“我负责阳光雨露，你负责茁壮成
长。”来到梦想小镇，采风团队都被这
个标语吸引。这个由互联网小镇和天
使小镇组成的未来科技城，是一个帮
助有梦想、有激情、有知识、有创意，但
无资本、无经验、无市场、无支撑的
大学生“无中生有”的造梦空间。

小镇上一家名为良仓的孵化器令
人印象深刻，它由粮仓改造而成，可
以说，以前存放的是粮食，而现在安
放的是创新创业的种子。目前，梦想
小镇已汇聚 57 家孵化平台，育成企
业 892 家，形成了以阿里系、浙大
系、海归系和浙商系为代表的创业

“新四军”。在小镇入口处，成功创业
的创业者们留下的金手印熠熠生辉。

参观众创空间、了解创业故事令

瑞士《欧亚时报》社长朱爱莲激动不
已。“我很受鼓舞，我们众多的中小
企业创业者应该延续中国智慧、弘扬
中国精神，发扬到全世界。”朱爱莲
说，“正如1999年初马云和创业伙伴
在长城上下的决心那样，我也要创办
一家中国人创办的让世界感到骄傲的
公司！”

杭州的创新氛围感染了华媒人，
中国的发展成就更是令他们感到自
豪。

“杭州本来就是一个充满创新活
力和朝气的城市，昨天的海外华文新
媒体高峰论坛干货满满，令我收获很
大，今天的采风活动更让我亲身感受
到了杭州鼓励创新、帮助年轻人实现
梦想的氛围这种创新精神对全国和世
界都具有引领作用，也是中国的活力
所在。”日本《大富报》副社长邓澍宏
告诉记者。

采风团队还来到了良渚古城这个
被称为“实证中华 5000 多年文明史
的圣地”。一个古老文化的所在地与
采风团初相遇时，以各种创新推介形
式给人们带来了颇多惊喜。一段科技
感满满的视频还原了古城的区位环
境、建造过程等，使 5000 多年的历
史演变一目了然。带有古城名字和网
址的麻布手提袋以及内容翔实的宣传
画册等文创产品更是让大家爱不释
手，纷纷被收藏。

俄罗斯金砖电视台总编辑王睿一
路认真学习记录，受到了杭州创新精
神诸多启发。“我感受最深的一点就
是，在这里想象力成为第一生产力。
我们不仅有梦想，还创造条件推动理
念变为现实。不仅在中国、在俄罗

斯 ， 这 一 观 点 在 全 球 都 应 该 被 积
极推广。”王睿说。

感受美丽乡村
点赞人民情怀

“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
异水，天下独绝。”南朝文人吴均曾
在名篇《与朱元思书》中这样盛赞富
春江两岸清朗秀丽的景色。

30 日下午，采风团队第二路出
杭州城，沿富春江而上，循着吴均当
年的足迹，一路走访富阳区、桐庐县
和淳安县的几座古村，实地观赏一幅
现实版的《富春山居图》。

走进第一站富阳区东梓关村，浩
渺的富春江畔，白墙青瓦红窗，古色
古香的建筑，一尘不染的道路，静谧
祥和的环境，让华媒人不由自主地放
缓脚步，放轻语调。

“这里的环境太美了！村子临江而
建，又有文化底蕴，韵味十足。”走过郁
达夫曾经居住过的许家大院，品尝着
当地村民递上的一杯清茶，奥地利欧
华传媒名誉会长谢飞如直道惬意。

“真是大变样！”西班牙 《侨声
报》 社长戴华东一路走着，一路感
叹。20 多年前，他正是从浙江的一
个小村庄出发，漂洋过海，远赴他
乡。如今的中国乡村，在他眼中，和
当年简直是天壤之别。“可以看得
出，农民们是真的富起来了，大家不
仅追求自身生活质量的提升，也更加
关注整体村貌的提升。”

吸引华媒人的，不仅有乡村的美

景，还有乡村的活力。
离开富阳，来到桐庐县荻浦村，

一家挂着“江南慈母糖”招牌的店铺
格外引人注目。招牌上还印着一行字：

“返乡青年创客，让乡土更年轻”。
“80后”老板卢俊拿出店里的招

牌姜母糖，热情地招呼着远道而来的
客人。“这是我们村里的特产，都是
当地的老师傅手工制作的。”

“我是河南人，3 年前来荻浦村
旅游，爱上了这里，选择留下来创
业。”卢俊告诉大家，近些年，像他
一样选择来村里创业的年轻人可不
少。不远处，由废旧猪栏、牛栏改造
一新的咖啡厅、酒吧，都是源自年轻
创客的创意。

“新时代要有新思维，要做新创
业，我们在这里就已感受到这种新氛
围。”马来西亚 《亚洲时报》 社长张
丹华称赞道，在原汁原味保留乡村风
貌的同时，吸引年轻人走回来、留下
来，共同保护建设自己的家园，这样
的乡村生机勃勃，充满希望。“这些
年，中国非常重视扶贫事业，脱贫
攻坚取得了决定性进展，乡村的基础
设施、卫生环境等各个方面都得到全
面改造。我相信，让年轻人愿意留下
来，这也是扶贫的一个重要意义。”

有意思的是，浙江一些乡村发展
的新思路、新理念，背后还包含着海
外华媒人热情的出谋划策。“最近三
四年，我每年都会来桐庐。”日本

《中日新报》 社长刘成告诉记者，他
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桐庐民宿发
展的顾问。

“几年前，这里刚刚开始搞民
宿，我专门带着日本的专家，前来交
流日本民宿发展的理念和经验。我们
当时就建议，搞民宿不仅是形似，更
应让游客和当地老百姓真正接触，共
同生活。”回顾这些年，刘成连连感
慨，变化天翻地覆。

一路走来，美丽乡村让众多华媒
人直道：“做中国的农民太好了，真
令人羡慕。”

“我们向往的生活，就是有田、有
地、有漂亮的房子、有美丽的风景。这
里都有了，我感觉就像来到了人间天
堂。”美国《拉斯维加斯时报》总编辑王
菁野说，她不是第一次赴中国的乡村
采风，而这一次却让她印象尤为深
刻。“我们走过的每一座古村落，都是
活着的，而不只是一块化石，这里的古
老历史和人文风情融为一体，人与景
相得益彰，更让我感觉到生活的美感
和诗意。我也从中看到中国在发展经
济的同时，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
念。习近平主席说过，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这里百姓的生活有着满满
的幸福感。”王菁野说，她已迫不及待
想把这里的故事讲给海外的读者听。

海外华文媒体代表赴杭采风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
本报记者 严 瑜 杨俊峰 叶 子

采风团成员参观富阳区东梓关村许家大院。 海外网 付勇超摄

采风团成员在阿里巴巴集团合影。 海外网 谢 明摄采风团成员在阿里巴巴集团合影。 海外网 谢 明摄

采风团成员在G20杭州峰会主会场自拍留影。 本报记者 杨俊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