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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望，犹如一只海鸥舒展两翼；近看，
气势恢弘、美轮美奂。上合组织青岛峰会
拉开帷幕，青岛奥帆中心湾畔，峰会主场馆
青岛国际会议中心，向世人揭开面纱。

从空中鸟瞰，山、城、海、馆融为一
体，交相辉映，主场馆“腾飞逐梦，扬帆起
航”的寓意，呼之欲出。

更让人眼前一亮的，是浓浓的中国气
派、齐鲁元素。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中建八局
四公司上合主场馆项目副经理王连正说，主
场馆室内空间设计以儒家思想“仁、义、
理、智、信”为主旨，体现了“礼悦天下”
和国家外交悦人达己、以礼待人的儒雅风
范，展示了齐鲁大地迎接国际盛会的友好和

热情。
“我们就是要用最高标准、最高要求铸

就建筑珍品。”王连正说，这座建筑从始建
到竣工，只用了6个月时间。

一 层 迎 宾 大 厅 顶 部 暖 色 藻 井 发 光 天
花，运用 9 为基数分隔，81 块藻井，饰以
图案，寓意九九归一，体现了人类认识事
物的辨证唯物论的哲学思想。每块藻井重
达 560 斤，全部由直径仅有 8 毫米的 4 根钢
丝绳垂直吊起。

迎宾大厅中，主会议厅内，一些精美的
饕餮纹錾铜板，全部用全手工技艺锻打几千
次而成。据介绍，锻打工艺要花费10年时间
才能出徒，要想做好做细，没有20年以上的
锻打经验，绝无可能。

三层大范围会议厅设计思路以“义”为
本，24根边柱间或分布，恢弘开阔。浮雕墙
板取材自 《论语》，充满浓浓的文化气息。
顶部灯具造型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玉为主
体，名为“久合叠玉”，象征集合智慧、合
力共赢、环环相扣、生生不息。“这些灯的
描金装饰，均由经验丰富的工匠一笔描成，
容不得半点返工，要求极高。”王连正说。

如果说主场馆充满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
气息，那么能同时容纳几千人的新闻中心，
则完全是一派现代、时尚的风格。

这座坐落在东海路上的海尔全球创新研
究中心，又称“冰山之角”，被临时改造为
峰会新闻中心。“新闻中心场馆体现了技术
与创意、城市与自然的有机融合，本身就是

一件艺术品。”峰会新闻中心主任于敦海说。
“冰山之角，可以无穷。”海尔集团董事

局主席、首席执行官张瑞敏以此隐喻海尔。
冰山之大，无法以一角窥之。这家独创“人
单合一”等商业模式、年销售收入达2400多
亿元的企业，未来同样让人充满期待。

“中国方案”为世界添彩，“东方智慧”
让上合增色。

“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
谋求共同发展。”在这个清爽的夏天，“上海精
神”扬帆青岛。两座场馆，一个致敬传统，一个
伸向现代，让记者分明感受到浓浓的中国气
派，以及峰会里的“东方智慧”。

上图：在青岛奥帆中心附近拍摄的夜
景。 新华社记者 刘军喜摄

我与中国的缘分在十多年前就已结下。
2006年我第一次到中国，到的第一个城

市就是青岛。这里气候宜人，与我的家乡
——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的寒冷天气很不一
样，山东人豪爽的性格却和我们很相似，我
对青岛一见钟情。我的丈夫是中国人，我们
在青岛相识相知，最终步入婚姻殿堂。

去年，我再次回到青岛，在中国石油大
学 （华东） 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我的女儿也在青岛上小学。

一个外国人，为什么研究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很多人对此感兴趣。

实际上，我的外公外婆都是苏联共产党
员，家里有着成套的马列著作选集，我从小
耳濡目染。小时候经历苏联解体后的动荡，
我看到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经济社会不断发
展，对中国发展道路产生浓厚兴趣。攻读博

士这一年，我阅读了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俄文版，对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深表认同。

今年 5 月，我去北京参加了纪念马克思
诞辰 200 周年大会，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
勃勃生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的论断有了更深切感受。

在我们所处的地区，上合组织带来和

平、稳定与发展。我有一些朋友嫁到叙利
亚，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国家待了 6 年。我每
次和她们联系时都感叹，对于一个国家的人
民而言，和平稳定的局面是多么重要。

“上海精神”是上合组织的核心理念，
正是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
明、谋求共同发展，让上合组织不断壮大。
在上合组织框架下，各个成员国举行联合演

习等行动，在安全领域推出一系列互信举
措。可以说，我们每一天安全的生活都有上
合组织的功劳。

上合组织的合作还在经济、文化等领域
不断扩展。比如，青岛就有越来越多的俄罗
斯元素。我女儿就读的小学已经开设俄语课
程，我自告奋勇在那里教授俄语，报名的小
朋友达到50人。在我的家乡哈巴罗夫斯克和
整个俄罗斯远东地区，学习汉语的人也越来
越多。

俄罗斯社会对上合组织和俄中关系的关
注度非常高。在前不久的圣彼得堡国际经济
论坛上，包括普京总统在内的众多与会者，
都谈到中国和上合组织对俄罗斯经济能够发
挥重大作用。我非常高兴地看到，青岛越来
越美丽。

（本报记者 谢亚宏采访整理）

“我对青岛一见钟情”
卡佳·法缅科（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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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硬汉”：
上合峰会 17 年来，证实了当今

世界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大势所
趋。

网友“英雄出少年”：
上合峰会高朋集，孔孟之乡尽

主谊。晚宴灯光焰火秀，宾至如归
尽叹奇。共谋发展绘蓝图，乘风破
浪正当期。成果迭出皆分享，各国
人民同欢喜。

网友“山泉”：
上合组织将成为新时代世界秩

序的示范区和样板。

网友“迎太阳”：
坚决支持秉持和平外交五项原

则，创立新的理念，建立世界人类
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联结全世
界，中国的朋友遍天下。

网友“凝心聚力”：
打开更多合作思路，为民众铺

就更多道路。上合扬帆远航！

网友“真的五次方”：
以青岛峰会为新的起点，高扬

“上海精神”的风帆，齐心协力、乘风
破浪，共同开启上合发展新征程。

网友“大风起兮”：
儒家思想，上海精神，是新时

代的再召唤。中国的发展，大家有
目共睹。各个国家共同进步的同
时，也是我们青年人大展拳脚的大
好时机。

网友“Phu”：
希望中俄关系永久地好下去，

共同发展强大，为世界和平贡献应
有的力量。

网友“冰川”：
南亚地区大国印度和巴基斯坦

加入上合组织意义深远。但愿上合
组织越来越好，在亚洲、在全球充
分发挥其积极作用。

网友“瞿洪发”：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新

时代展现大国风范，再创盛世中华！

网友“温润如玉”：
“上海精神”与儒家思想相通，

海滨扬帆，璀璨星空，梦与现实都
是那么美好，祝福祖国。

（本报记者 汪灵犀整理）

6月9日，美丽的“帆船之都”青岛正式迎来“上合
时间”。新时代新峰会，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具有继往
开来的特殊意义。人们期待，日益壮大的上合组织将为
本地区乃至世界的稳定繁荣注入新的活力。秉持“上海
精神”，承载美好期待，上合组织的发展道路越走越宽。

新活力的强劲折射
——中国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发挥积极引领作用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中
国通过举办 160 余项活动，推动各方政治互信升至新高
度，安全协作取得新进展，务实合作实现新突破，人文
交流收获新成果。“我们非常赞赏中方在主办上合峰会以
及担任轮值主席国工作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我相信这
次峰会一定会取得圆满成功。”巴基斯坦总统侯赛因表示
的信心代表了各方的感受。

9日的青岛峰会媒体中心里，记者们格外忙碌，有的
在紧张地写稿，有的盯着大屏幕上的电视直播画面，还
有的打着电话联系采访……两天前刚抵达青岛的巴基斯
坦总统府新闻秘书法鲁克·阿迪尔在这里接受了本报记者
采访，盛赞“中国担任轮值主席国一年以来，通过举办
一系列创新活动，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发挥了积极的引领
作用”。

塔吉克斯坦“扎洪纳莫”电视台记者阿克马尔·海达
尔佐达对本报记者表示，“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为

上合组织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宝贵机遇和强劲动力，塔吉
克斯坦也是受益者。希望在此次峰会上各国能够围绕

“一带一路”倡议达成更多共识，出台相关方案和规划，
协调彼此的行动，努力实现合作共赢的目标。

俄罗斯 《劳动报》 网站的报道称，即将举行的上合
组织青岛峰会将为成员国之间构建命运共同体指明新的
方向。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对推动各成员国在
基础设施、经贸合作、人文交流等领域的合作具有深远
意义。此次峰会为各成员国的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
倡议进一步对接提供了重要机遇和平台。

新气象的光彩绽放
——秉持“上海精神”，务实成果越来越多

从最初的 6个成员国发展到现在的 8个成员国、4个
观察员国、6个对话伙伴国，秉持“上海精神”，上合组
织发展道路越走越宽，务实合作成果越来越多，国际影
响越来越大。

白俄罗斯广播电视公司记者扬·帕赫克维奇第一次参
加上合峰会的报道工作。他告诉记者，此次白俄罗斯有4
家媒体前来报道青岛峰会。他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一
带一路”倡议，深化和丰富了“上海精神”的内涵。他
期待青岛峰会能够引领上合组织在互利共赢的道路上不
断向前。

白俄罗斯国家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白发展分析中心
主任瓦金认为，青岛峰会的召开，一定会给白俄罗斯与
上合组织成员国带来更加广阔的合作前景。上合组织成
员国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坚持和
平发展道路，这对于国家发展、地区安全至关重要。作
为上合组织的观察员国，白俄罗斯准备好参与到上合组
织框架下的经济合作中，并将积极参与该地区有关安全
问题的协调。

哈萨克斯坦 《实业报》 网站日前发表题为 《期待上
合组织青岛峰会为共同发展寻找强大动力》 的文章指
出，上合组织已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的综合
性区域组织，其经济合作的强大动力引起各国高度关
注。当前，在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世界经济面临很
大不确定性。此次青岛峰会将在开展互利合作、实现共
同发展与繁荣等方面，为世界提供范例和方案。此次峰
会是将各成员国间达成的共识转化为合作成果的又一重
要机遇，将继续提升区域经济合作水平，使彼此之间结
成更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弘扬“上海精神”谋求共同发
展。

中国上合组织研究中心秘书长邓浩对本报记者表
示，期待青岛峰会能够对过去上合组织的经验进行总
结，并对其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战略性引领，在打击

“三股势力”方面提出未来 3年的合作纲要，进一步强化
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引领地区安全
合作。

新征程的共同开启
——青岛峰会全面规划上合组织发展蓝图

上合组织青岛峰会将全面规划本组织未来发展蓝图，成
员国领导人将共同签署并发表青岛宣言，批准10余份安全、
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文件，这将为上合组织开启新的征程。

俄罗斯《俄罗斯和中国》杂志总编辑弗拉基米尔·别列
日内赫说，上合组织成立17年来，在反恐、禁毒等领域为维
护本地区安全稳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上合组织成员国之
间的人文交流也很有意义，只有通过设立更多的文化艺术
项目和旅游项目等，促进人员往来，才能增进不同国家人
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

巴基斯坦国家电视台著名时事评论员苏尔丹·哈里表
示，“中国历来是世界和平的推动者，我期待聆听习近平
主席关于推动世界和平的思考。”他说，对于包括巴基斯
坦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和平发展理念和治理经验
具有很高的借鉴价值。

俄罗斯中心电视台记者马特维·舍斯塔科夫期待此次
峰会能为各成员国间双边和多边合作注入新的活力，为
共同发展指明方向。希望峰会能推动俄中两国关系迈上
新台阶，上合组织成员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一起谋划
和创造互利共赢的美好未来。

（本报记者殷新宇、暨佩娟、赵成、肖新新、谢亚
宏、张光政、屈佩、丁雪真、宦翔）

秉持“上海精神” 承载美好期待

上合组织的发展道路越走越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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