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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今年能够有机会列席全国
政协会议，我深感荣幸。这不仅是
一份荣耀，更是一份责任。

旅居菲律宾 35 年，我接触到许
多老华侨，他们虽常年身在海外，
却时刻心系故乡。许多人更是拿出
一生积蓄为家乡造桥修路，为中国
发展尽一份力。

回国参会前，我走访了许多华
侨华人，了解了老侨、新侨
与华裔后代的切实需求，形
成了一份建议。希望政府可
以为广大侨胞提供更多有利
政策，尽可能简化侨胞回国
的手续与程序，为他们回乡
探亲、回祖 （籍） 国寻根提

供更多便利。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总结成绩

实事求是，部署工作切实有力，充
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体现了稳中求进的战略定力，
体现了改革创新的担当气魄，令人
鼓舞，催人奋进。

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的成就是举
世瞩目的，看到中国的繁荣昌盛，我
感到无比欣慰与自豪。改革开放以
来，中国不断发展壮大，华侨华人在
海外的自信心不断增强，我们的腰板
挺得更直了。改革开放更为华侨华
人的事业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为我
们回国投资兴业带来更多机会。

如今，中国转入高质量发展
阶段，华侨华人要抓好“一带一

路”建设提供的机遇，更多地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在住在国发挥好
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为“一带一
路”建设贡献力量。

（贾平凡 赵雪彤采访整理）

留学归国人员在中国社会发
展，特别是科学技术发展中发挥的
作用非常大，现在是海外留学人员
回国的最好时机。

1992 年，我从德国回来，之前

在那里做访问学者。那个时候，欧
洲在科学技术、经济、工业等方面
的确都比我们先进。但回来以后，
我深切感受到祖国的发展日新月
异，如今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现在，我们在很多领域已经赶
上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条件、科
研条件和工作条件等，海归人才将
大有作为。

国家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大量优
秀人才充实到我们的队伍里。很多
海归有理想、有抱负，想要拥有施
展拳脚的大舞台。他们若能回国发
展，将能在短时间内上手做国际一
流的工作，而我们早已具备国际一
流条件，能让海归最大程度地发挥
自己的聪明才智。

之前被广泛报道的海归哈佛
“八剑客”，就在我们中科院合肥物
质科学研究院强磁场科学中心，他
们都发展得非常好，是归国科研人
员的缩影。与此同时，海归在国内
的待遇与在国外相比差距也并不明
显，甚至在某些单位、某些岗位，
工作待遇要比在国外更优越。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
键之年。作为“老一代”海
归，我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
留学人员学成回来，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聚智聚力、不懈奋斗。

（本报记者 孙亚慧采访
整理）

盘点过去一年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成就，政府工作
报告特别指出，经济外交、人文交流成果丰硕。

2017年7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
过的 《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外人文交流工作的若干意见》
指出，中外人文交流是夯实中外关系社会民意基础、提
高我国对外开放水平的重要途径。中共十九大报告提
出，加强中外人文交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

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中外
人文交流呈现快速化、多元化、品牌化发展趋势。在接
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两会代表委员们纷纷表示，中外人
文交流蓬勃发展，将有力推动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格
局，有助于推动全球文明互鉴。

文明互鉴 异彩纷呈

震撼人心的舞蹈剧场，灵动惊艳的街头快闪，跨越
万里的运河采风……2018年 11月，在美国的伊利运河和
巴拿马的巴拿马运河河畔，中国舞蹈剧场 《遇见大运
河》 完美诠释了中国大运河的千年古韵，也给当地民众
留下关于中国文化的美好记忆。

“自 2014 年 5 月首演以来，《遇见大运河》 已经沿着
运河走了 5年了。”全国人大代表、杭州歌剧舞剧院院长
崔巍介绍，2014 年 6 月 22 日，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
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而 《遇见大运河》 演出为之创造了
良好的舆论氛围。5年来，除了在中国大运河沿线的6省
2市进行巡演外，演出团还先后走进法国、德国、埃及、
希腊、美国、巴拿马6国的运河城市巡演，向世界讲述中
国大运河的千年传奇，所到之处反响热烈。

“在巡演中，每到一座城市，我们都会将当地特色的
人文风情元素与剧情巧妙融合在一起，谱写一部没有句
号的文明史诗。”崔巍说，运河文化是世界共同的文化记
忆，是世界人文交流的重要连接点。世界文明只有交流
互鉴，才能迸发活力，引发共鸣。

近 年 来 ， 中 国 对 外 人 文 交 流 呈 勃 发 之 势 ， 文 化
“走出去”“请进来”步幅不断加大，形成了一批具有中
国特色和国际影响力的人文交流品牌。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介绍说，
2018 年，中国美术馆先后牵头成立了“金砖国家美术馆
联盟”“丝绸之路国家美术馆联盟”，组织了 20多个国家
到中国美术馆办展，并组织相关研讨会。

“许多国家美术馆馆长是第一次来中国访问，从北
京到敦煌，一路上，他们为中国社会发展所呈现的蓬勃
向上的气象赞叹不已。”吴为山说，中国美术馆从馆藏
的 61个国家 3500件作品中遴选出 224件，举办“美美与
共”主题展，引发世界关注。同时，中国美术馆拿出代
表中国近现代美术的大师作品，赴韩国、法国、墨西
哥、希腊、德国等国家展出，所到之处，“中国热”火
速升温。

“2018 年，江苏省演艺集团自主拍摄的锡剧4K电影
《珍珠塔》，斩获美国第 15届世界民族电影节‘最佳音乐
电影奖’，江苏戏剧文化魅力征服国际舞台。”全国人大
代表、江苏省演艺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柯军介绍，去
年，借助“感知江苏”“符号江苏”“精彩江苏”等系列
文化活动平台，集团完成对外文化交流项目 43项，国外
受众达 2.6万人次，足迹遍布英国、美国、冰岛、荷兰等
多个国家和地区。

全国人大代表、景德镇陶瓷大学国际学院副院长张
婧婧说，作为一个具有独特行业背景、学科特色鲜明的
大学，景德镇陶瓷大学积极主动融入国家“一带一路”
建设，先后在法国卢浮宫、英国剑桥大学、希腊亚洲博
物馆、法国大皇宫、纽约联合国总部等重要场所举办师
生陶瓷艺术作品展，主办了 20余次陶瓷工程、艺术、文
化、教育类国际研讨会，并在韩国、中国澳门建设海外
陶瓷文化交流中心，探索实施中华陶瓷文化传播工程。
其中，“JCI－WVU国际陶瓷艺术家工作室”项目，曾被
美国国务院出版的《中美关系200年》列为“中美民间交
往的典范和新高潮”。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黄
平在回顾过去一年中外人文交流成果时认为，中外人文
交流不仅表现在大量的中国文化“走出去”，也包括世界
各国的机构和人员“走进来”。丰富多样的人文交流活
动，消除了隔阂，凝聚了共识，巩固了世界各国之间的
信任和友谊。

多元媒介 创新表达

“人文交流在助力大国外交方面功不可没，其中博物
馆是一个重要的媒介。”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印刷博物馆
馆长孙宝林说。2018 年 4 月 27 日，在湖北省博物馆，
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进行非正式会晤的印度总理莫迪参观
精品文物展。2017 年 11 月 8 日，在北京故宫博物院，
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迎接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
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娅。走走停停间，千年沧桑，
时空激荡，尽收眼底；而谈笑间，国与国交往的佳话也
悄然嵌入历史的长空。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粤剧院副院长曾小敏认为，人
文外交具有其他外交形式所不具备的独特性：柔软似
水、平和直观、易于接受。这种“柔”性和“软”性直

抵人心，促进人与人之间思想、观念和情感的沟通，使
得人文外交在国家对外交往中被广泛运用，被誉为“外
交中的外交”。

除了元首外交引领人文交流外，近年来，随着中国
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开展中外人文交流的媒介
和平台日趋多元，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不断创新，各领
域人文交流的内容、形式、工作机制日益改进，人文交
流与合作理念融入对外交往各个领域。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侨商联合会会长、世茂集团董
事局主席许荣茂表示，随着世界了解中国的愿望日益增
强，近年来，中国政府先后推动建立了中俄、中美、中
欧等8个总理级的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成为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重要动力。

今年 10 月，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将在武汉举行；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以及杭州亚运会将相继
举行……从举办奥运会到冬奥会，体育赛事已成为中外

人文交流的重要方式。
“在国际体育界，中国正越来越多地承担体育大国的

责任和义务。”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奥委会副主席李玲蔚
说，大型综合运动会的举行就是一场“小外交”，是向世
界展示中国开放成就和城市面貌的窗口。

去年，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杨氏
太极拳传承人杨振河，在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古城建立了
太极历史博物馆。他认为，通过把中国的太极拳发扬光
大，特别是扩大太极拳的国际影响力，可以让世界更好
地了解并热爱中华文化。

张婧婧表示，在英文中，China 是中国，而 china 是
陶瓷。陶瓷，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化符号之一，曾是
古丝绸之路上最为重要的文化商品之一，现在也是中国
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讲述中国故事的重要文化媒介。

今年元宵佳节，名为“好山好水好人好茶，水韵丝
路墨舞茶香”的中新文化交流活动在新加坡举行。作为
此次活动的组织者，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侨商投资企业
协会常务副会长严彬表示，“好山好水”“好茶好字”是
中国靓丽的文化名片，我们希望借此机会把“美丽中
国”、“绿色中国”介绍给更多人。

以人为本 兼收并蓄

未来，应如何完善人文交流机制，创新人文交流方
式，提高对外人文交流水平？

许荣茂表示，要改进传播方式和传播内容，充分利
用互联网和虚拟平台，输出更多关于中国传统文化、流
行文化、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等外国民众喜闻乐见的内
容。特别要做好青年群体的人文交流，为中外友好可持
续发展积蓄力量。还要支持新兴行业，特别是互联网企
业的“出海”，带动中国丰富多彩的文化和生活方式“走
出去”，让“中国美学”和“中国智慧”成为人文交流中
的亮点。

中国文化要从“走出去”发展为被“请过去”，掌握
“走出去”的主动权。吴为山认为，一是要选择好题材，
不仅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要传播改革开放以来的
创新文化。二是要把握好态度，要向世界先进文化学
习，兼收并蓄，守正创新。三是在“一带一路”倡议
下，应大力推进沿线国家开展国际剧院、艺术节、博物
馆、图书馆、美术馆联盟的各项交流工作，全面夯实互
联互通的文化基础。

孙宝林认为，印刷是中国古老的四大发明之一，除
了做好研究保护工作，未来还要借助互联网和人工智能
等技术手段，为印刷文化赋予现代的传播形式，实现传
播效果最大化。组织更多的海内外双向研学项目和文创
活动，让更多年轻人了解中国的印刷艺术之美，将中国
传统文化更好地传承下去。

李玲蔚建议，应当利用举办大型综合运动会的契
机，在赛事筹备和举办的过程中注重文化交流，重视无
形的赛事遗产。

“我非常希望让全世界的运动员对比赛场馆和北京冬
奥会有强烈的归属感，为奥运留下运动员的拼搏故
事。”全国政协委员、北京2022冬奥会和冬残奥会运动员
委员会主席杨扬透露，在北京冬奥会期间，中国将在奥
运村中设计一系列文化活动，为各国运动员提供更多的
交流机会。

柯军表示，未来，在艺术实践中，要更注重以开放
的姿态，加强与海外合作交流，讲好故事、传播理念、
激发共鸣，让具有江苏特色的优秀传统文化在世界舞台
上焕发光彩。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广东海洋
大学管理学院院长、东盟研究院院长宁凌提出 3点主张：
首先，加强和深化中外人文交流，要使人民成为交流的
主体，扩大中外民众的参与度和受益面；其次，强化特
色，重点支持汉语、中医药、武术、美食、节日民俗以
及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代表性项目走出去；最后，提
升全方位对外开放水平，大力引进海外先进的文化成
果，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高质量文化需求。

黄平希望，对外人文交流既要更加紧密地配合中国
的总体外交，也要更加有针对性，形式也要多样化。同
时，人文交流一定是双向乃至多向的，互相借鉴、取长
补短。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促进中外民心相通、文明互
鉴，促进世界的持久和平与共同发展。

图为2018年景德镇陶瓷大学举办的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感知中国—魅力陶瓷”活动现场，外国留学生
在观摩陶瓷制作。 （张婧婧供图）

图为2018年11月28日，江苏省东海县外国语学校，来自美国杨百翰大学的国际研修生兼外语老师身着汉服
体验中国水彩画。 张 玲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