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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
作为国务院批准成立的文化机构，中国国际文化

传播中心自 1984年以来，始终致力于国内外文化交流
工作，与世界1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友好往来，在文
化、教育、经济、科技等领域开展多种形式的交流活动，
成为国家对外文化交流与传播的重要窗口。

文化出海 大放异彩

共欢新故岁，迎送一宵中。
2019年2月初，法国巴黎，雷克斯剧院。金碧辉煌

的大厅里高朋满座，座无虚席。在这座西洋式的剧院
里，热爱艺术、充满浪漫情怀的法国人正和当地的华侨
华人一起，等待着一场充满东方韵味的晚会，感受中华
民族新春佳节天涯共此时的喜庆氛围。看那《中国
红》、《剪纸姑娘》、《俏花旦》、《千手观音》……由中国
爱心残疾人艺术团表演的舞蹈美轮美奂，体现独特的
中国味道；看那坐如钟，站如松，行如风，十八般武艺
显神通，少林寺武僧表演团表演了少林功夫，展现了
中华武术的丰富内容和深厚的文化底蕴；看那杂技

《肩上芭蕾》和《梦蝶》将芭蕾这一西方的高雅艺术糅进
中国传统杂技里，给人以耳目一新的视觉冲击；《我爱
你中国》、《我和我的祖国》、《同一首歌》和《欢乐颂》等
歌曲的演唱，让现场气氛走向高潮，经久不息的掌声响
彻剧院。

这是“庆祝中法建交55周年暨2019年法国华人春
节晚会”上的场景。活动由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法
国华人卫视主办，加多宝集团协办。精彩的演出让法
国民众更加深入了解中国，更好地接受中华文化，一同
感受“天涯共此时”的团圆。

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加强周边国家外交工作，
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先后成功举办了庆祝中泰建交
40周年泰拳争霸赛、中巴友好交流年招待会、米兰世博
会丝路金桥雕塑作品展等大型国际交流活动，为传播
中华民族文化，加强同世界各国的友好交流与友谊发
挥了积极作用。

2017 年 11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热闹非凡。
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主办的

“水墨聚焦·唐卡艺术展”、加多宝品牌展示在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总部举行。唐卡是中国藏族传承千年的绘画
艺术，是藏文化的重要载体。加多宝集团作为中国民

营企业代表和知名品牌，始终坚持传承和弘扬民族传
统文化，坚持传统中医药的传承和创新，为保护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播公益慈善文化持续反哺社会而努力。

自 2007年以来，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与联合国
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保持密切联系与合作，利用每年6月
中旬的公共行政日表彰活动契机，分别在泰国、印度、
西班牙、巴林等国家成功举办“和谐之声”文艺演出和

“水墨聚焦”中国书画艺术展等活动，以一种独特的方
式把具有传统特色的中华文化呈现给世界各国朋友，
展现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中国人民自强不息的精
神面貌。

互通有无 美美与共

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在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促进中国文化事业发展方

面，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不遗余力，埋头苦干。
2022年，冬奥会将在中国举办，中国冬季体育事业

迎来了快速发展的大好机遇。在“三亿人上冰雪”的号
召下，中心与俄罗斯携手共同推进冰雪项目合作，中心
主管的北京昆仑鸿星冰球俱乐部成功加入大陆冰球联
赛，不仅为中国的冰雪运动发展做出了贡献，同时使得
冰球成为中俄两国以及“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体育
文化交流的使者。

2018 年 1 月，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执行主席龙
宇翔率团访问芬兰和瑞典。芬兰和瑞典是冰雪运动强
国，在赛事组织、场馆建设、配套管理、人员培训、科技
研发等方面均居世界领先地位。出访期间，龙宇翔介
绍了中国政府全力筹办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大力开展
冬季运动特别是冰球运动的情况，并向芬兰和瑞典学
习推广冰球运动、提升冰球竞技水平的经验。

2019年2月19日，北京冬奥组委发布《北京2022冬
奥会和冬残奥会遗产战略计划》，2 月 20 日，中国国际
文化传播中心主管的昆仑万科龙队在首钢冰球馆首胜
俄罗斯代表队。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执行主席龙宇
翔，俄罗斯驻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伊万·热洛霍伟茨
夫，首钢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张功
焰，万科集团高级副总裁、万科北方区域首席执行官刘
肖，为本场比赛开球。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李颖川，北
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张建东，北京 2022年冬奥会组织
委员会副主席杨树安，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

心副主任孙远富，北京市体育局局长赵文，北京昆仑鸿
星冰球俱乐部董事长岳欣禹与2400多名首都冰球迷观
看比赛，在激情中感受着北京作为“双奥之城”奥运遗
产的典范与魅力。

在体育领域的交流外，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也重
视其他文化领域的中外合作。例如在影视方面，2018
年6月，龙宇翔在北京会见来华进行电影交流的资深电
影人、制片人和导演保罗·柯瑞和Marksx Group集团公
司董事长多姆·本维努托，就加强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
心与好莱坞的友好交流，特别是中澳电影交流合作，促
进中外电影产业合作，以电影为媒介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等方面达成重要共识。自成立以来，该中心先后参与举
办了中韩国际电影节、澳门国际电影节、釜山国际电影
节等活动，与中外知名电影人和电影协会建立了密切联
系，促进与多国多地区电影界的交流合作。

广结善缘 深化合作

做到民心相通，文化交流的作用不可或缺。中国
国际文化传播中心就是这样一个践行者。

在推动中外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凝聚着中心的心血
和汗水，中心与联合国及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泰国、
巴基斯坦和阿塞拜疆等国家的领导人和文化机构进行
了多次友好交流，相互沟通借鉴，广结善缘。

对于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和执行主席龙宇翔，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奥德蕾·阿祖莱已是再熟悉
不过了。2018年12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工智能
大会上，阿祖莱欢迎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代表团出
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工智能大会，感谢中国国际文
化传播中心长期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的支持。

近些年，依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老朋友”，中国
国际文化传播中心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交流广泛而
深入。

泰国前副总理、泰中文化促进委员会主席披尼·扎
禄颂巴也是中心多年的“老朋友”，与中心交往很深，经
常组织文化、教育代表团来到中国访问交流，也多次邀
请中心的代表团赴泰国举办文化交流活动。这其中有
在北京奥体中心举办的泰拳争霸赛，也有在曼谷中国
文化中心举办的具有浓郁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文艺演
出和书画展览，这些活动的举办都离不开老朋友们的
关心支持。

不仅如此，经过30多年的发展建设，中国国际文化
传播中心结交了一批以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联合
国秘书长办公室高级官员温佐、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阿塞拜疆驻华大使甘基洛等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及各国
政要，这些老朋友为中心的文化交流发展以及促进中
国文化走出去做出了积极贡献。

时代潮流，浩浩荡荡。顺应时代大潮，登高望远天
地阔，纵横捭阖自从容。伫立在新时代的舞台，中国国
际文化传播中心面对广阔天地，将更加志存高远、辛勤
耕耘，以中华文化为纽带，用文化交流为媒，让中外之
间的文化交流互鉴来得更快，契合得更深。

黄顺森

万 紫 千 红 总 是 春
——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互鉴侧记

4月10-11日，2019年中国（广西）
六堡茶斗茶大会在南宁举行，来自广
西各地 70 多家六堡茶企业，带着自家
的茶样齐聚一堂展开比拼。本次活动
是由梧州市人民政府联合广西壮族自
治区农业农村厅及广西日报传媒集团
共同主办，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商务厅
支持的2019年广西“壮族三月三· 网
喜乐购”电商节中国（广西）六堡茶斗
茶大会——广西特产行销全国“桂茶”
系列活动。

据介绍，六堡茶是广西梧州市颇
具特色的产业之一，因六堡茶制作工
艺独特，已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2018
年梧州六堡茶茶园面积10.01万亩，茶

产量达1.52万吨，综合产值52亿元，较
10年前产值增长2.3倍，占广西茶产量
20.8%；梧州全市通过 SC 认证的六堡
茶生产企业共 54 家，经营单位 1336
户，从业者3万多人。

为促进六堡茶产业发展，梧州市
制定了六堡茶产业发展战略规划等一
系列措施，包括加大财政扶持力度、实
施标准化茶园建设、实施龙头企业培
育工程等。同时，该市大力发展标准
化茶园建设，加快构建茶产业、茶经
济、茶生态、茶旅游和茶文化互融共
进、协调发展的现代茶产业体系，带动
了茶农脱贫致富。

“今年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要加快六堡茶的产业化和品牌化。”梧
州市委书记全桂寿表示，作为广西一
张靓丽名片，这几年六堡茶的品牌知
名度及市场影响力有了很大提升，下
一步梧州将继续坚持“以茶兴市、品牌
带动、产融结合”的产业发展思路，全
力抓好政策扶持、产业规划、龙头建设
等工作，进一步扩大六堡茶的品牌影
响力，推动六堡茶朝着综合产值超百
亿元的目标迈进。茶文化展示 庞革平摄庞革平摄 健康峰会现场

3 月 30 日-31 日，由许昌市
人民政府主办，鄢陵县人民政府
等单位承办的第二届鄢陵国际健
康峰会在许昌市鄢陵县举办。

中央保健委员会副主任、原
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国家民政
部原副部长、国家民委原常务副
主任陈虹，全国政协常委、河南省
政协副主席高体健，中国国际经
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张
大卫，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司司
长欧晓理、副司长郝福庆，国家卫
健委规划司副司长卢春山，中国
科学院院士唐守正等出席了峰会
并做主旨演讲，开幕式由许昌市
人民政府市长史根治主持。

普惠养老：鄢陵打造国际
养老示范区

“我国正处于老龄事业改革
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的重要战略
窗口期，这个窗口期不到20年”，
全国政协常委、河南省政协副主
席高体健在致辞中指出，河南省
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远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应对人口老龄化任务
十分繁重。

今年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
民政部等部委联合发布《城企联
动普惠养老专项行动实施方案

（试行）》，南昌、郑州、武汉、成都、
秦皇岛、许昌、宜兴等7个城市入
选全国首批试点城市。许昌市成
功入选全国首批城企联动普惠养
老专项行动试点城市，鄢陵县荣
获国家智慧健康养老应用试点示
范基地称号，为加快发展康养产
业提供了更好的机遇和平台。

“康养产业是集聚发展潜力
和空间的朝阳产业。”许昌市人民
政府市长史根治介绍，“近年来
许昌市依托百万亩花木林海生态
优势，以及中医药、温泉、养生文
化等得天独厚的特色资源，大力
发展康养产业，积极创建国家健
康养老示范区”。目前，一区一带
两组团的产业发展总体布局已规
划完成，一院一校一中心等重点
项目加快建设，吸引了美国、德国
等国家的投资者和国内知名企业
纷纷入驻。产业集聚发展，项目
支撑有力的良好局面正在形成。

健康养老：养老新理念
助推养老产业发展

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司副司长郝福庆认为，要树立科学老龄化
的理念，一方面关注人的全生命周期的健康，另一方面通过倡导老
年人的社会参与、老有所为，提高自身的生活品质和生命质量。

养老产业的健康发展，还需要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中国国
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张大卫说，应扫清束缚养老服务业健康
发展的制度性障碍，形成有利于养老服务业发展的政策体系。同
时，政府还要优化营商环境，强化服务意识，主动帮助协调解决签
约企业养老服务机构、金融机构等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有效降低企
业成本；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规范养老服务行业管理，确
保养老服务和产品的质量。

国家卫健委规划司副司长卢春山表示，发展健康服务新业态
是发展健康产业的重要方向，鄢陵县以健康峰会为新的契机，充分
吸收借鉴国内外的成功经验，继续探索创新，为我国发展健康服务
新业态提供可以复制、推广的许昌经验、鄢陵经验。

森林康养：旅游由游山赏景向健康养生转变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景观学系教授李树华介绍，森林具有巨大
的康养潜力，发展森林康养产业，是提高亚健康人群生活质量、让
人们获得更多幸福感的不二之选。

“吸天地之精华，壮民族之体魄。”中国科学院院士唐守正这样
解释森林康养的宗旨。在人口老龄化加剧、城市生活压力大、空气
污染严重的当下，在森林里静心，养肺成为了人们摆脱城市病的绝
佳选择，森林旅游由游山、看水、赏景向健康养生转变，森林康养也
开始受到关注。

森林与人类健康息息相关。浙江医院老年病科主任，浙江省
老年医学研究所副所长王国付指出：“我认为有三个环节不可或
缺，一是要有精细化的建设标准，打造的森林康养环境，二是培养
森林康养的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三是开发具有当地特色森林康
养基地”。

生态优势：打造全域康养的鄢陵模式

“近年来，鄢陵县积极探索健康养老新模式，加快养老旅游产
品开发，大力发展‘候鸟型’养老、休闲度假养老、农家体验养老等
多形式养老产业，全域养老产业体系不断健全。”国家行政学院公
共管理教研部教授汪玉凯在论坛上表示。

“鄢陵的养老模式正在不断的创新发展，养老事业与产业统
筹，初步探索形成了‘长期托养、社区日间照料、居家服务’三位一
体的‘家院互融’养老服务新模式。”河南省社科院副院长刘道兴
介绍。

除此之外，政府也强力推进落地相关政策，为鄢陵的发展强助
力。《河南省推进健康养老产业转型发展方案若干政策和产业布局
规划的通知》将鄢陵县纳入全省“一圈四带多点”的总体空间布局，
明确提出积极发展健康养老产业，打造健康养老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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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号召政协委
员积极参与脱贫攻坚，踊跃投身“就业
脱贫委员行动”。行动以隆林各族自
治县为试点，得到广大委员积极响应，
首批共提供2300多个用工岗位。

据悉，从2018年开始，广西壮族自
治区政协就号召全区广大政协委员投
身脱贫攻坚战，召开广西全区政协“乡
村振兴委员行，助推脱贫攻坚”工作经
验交流会，号召政协委员聚焦脱贫攻
坚、乡村振兴。

今年，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十
二届二次会议期间，广西政协召开了

“就业脱贫委员行动”座谈会，交流委
员助推脱贫攻坚工作情况，倡议全区
政协委员积极参与脱贫攻坚，把企业
发展与精准扶贫有机结合起来，发挥
在就业帮扶方面的作用，争取每个委
员企业帮助10名以上贫困人口解决就
业。同时，当好联系各方力量的桥梁
纽带，引导更多企业开展就业扶贫，撬
动更多生产要素和社会资源进入贫困
地区，多措并举帮助贫困群众早日脱
贫奔小康。

日前，广西政协在隆林各族自治

县举行务工人员欢送仪式。隆林各族
自治县是广西4个极度贫困县之一，贫
困程度深、扶贫难度大，脱贫任务艰
巨。广西政协“就业脱贫委员行动”以
隆林为试点，首批共提供了 2300 多个
用工岗位。

为使“就业脱贫委员行动”效果更
好，一些委员企业还制订了周密的脱
贫帮扶计划。“我们将开拓更多适合农
民工的工作岗位，让更多的农民工兄
弟就业。”广西三实园林景观工程有限
公司总经办主任陈荣森表示，公司此
次招聘的农民工前期主要以学习为
主，等到掌握技能后，企业将有意向把
一些业务给他们承揽，还将通过农民
工之间进行传帮带，带动更多的贫困
群众外出就业。

广西政协办公厅督查处副处长、扶
贫办副主任刘思思表示：“下一步，我们
将号召市县级政协委员参与到这项行
动中。在2019—2022年4年间，及时跟
进就业帮扶情况，完善工作机制，帮助
贫困群众稳定就业，让脱贫攻坚生力军
的作用得以突显，为打赢脱贫攻坚战贡
献力量。”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李蔚海摄李蔚海摄

2018年5月13日，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主办的“和谐之声—走进瑞典”文艺演出在瑞
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成功举行。 （资料图片）

2019 年 2 月 20 日，昆仑鸿星万科龙队在首钢冰球
馆迎战俄罗斯代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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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革平 李 纵）

南宁举行斗茶会 助特产行销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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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革平 刘佳华）

六堡茶：成为广西靓丽名片
广西政协倡议就业帮扶
全区委员响应脱贫攻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