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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构建交流网络

在甘肃敦煌莫高窟，第 285 窟的南壁
上，一个弹奏箜篌的飞天形象摇曳生姿，让
无数观赏者心醉。这个精美绝伦的艺术形象
蕴藏着一个有关亚洲各文明交流互鉴的美好
故事：飞天弹奏的箜篌起源于 6000 年前的
西亚地区。此后，这一来自两河流域文明的
艺术瑰宝沿着丝绸之路，向东传播，逐渐流
行于中亚、南亚、东亚，最终成为全亚洲人
民共享的文化成果。

在亚洲的广袤大地上，循着历史的足迹
溯流而上，不难发现，这样的艺术瑰宝、文
化佳话俯拾皆是。

“亚洲地域辽阔，民族众多，是人类文
明孕育最早的地方，也是文化多样性的鲜活
样本。”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庞乃明在接
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称，因为地缘相近、人缘
相亲，从历史上看，亚洲各文明间早就有了
十分密切的交流互动，且从未间断。

在这其中，始于中国的丝绸之路扮演了
极为重要的角色。

“丝绸之路的开通，将亚洲各地区的区
域文明通过贸易和文化交流的方式连接在一
起，并且形成了一种发散性的交流网络。”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宁强在接受
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
中西商贸往来的交通路线，更为亚洲各文明
提供一种交流途径。

而今，在古代丝绸之路的沿线地区，依
然可以找寻到当年各文明交流互鉴的无数璀
璨记忆。

“比如，我们在丝绸之路沿线地区挖掘
发现了大量精美的玻璃器皿。历史上，汉唐
时期中国并不掌握玻璃制造技术，它们主要
产自今天的叙利亚大马士革地区，通过丝绸
之路贩卖到中国，又从中国传到日本等
地。”宁强指出，这些玻璃器皿的到来，不
仅意味着一种新型材料的交流，其上的造
型、纹饰也吸纳融合了亚洲各国文明成果。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沿着丝绸之路，

来自中亚、西亚、北亚、南亚、东南亚等各
地区的丰富文明成果汇聚于中国，在此融会
贯通，又通过贸易、人员交流的形式扩散到
亚洲各地。“这种交流不是简单的一国影响
另一国，而是循环的、相互的、多方的交
流。”宁强说。

中华文明崇尚包容、博采众长的开放心
态也为亚洲文明这一池春水注入持久活力。

“中华文明不断吸收他人长处、丰富自
己，最终实现与众多其他文明和睦共处、和
谐发展。”庞乃明说，这为亚洲文化繁荣乃
至整体发展提供重要动力。“从世界文明发
展史看，亚洲地区中国、印度、阿拉伯—伊
斯兰国家的经济文化与科技水平长期居于世
界前列。骄人的伟大成就与亚洲各国的文明
交流互鉴是分不开的。”

“一带一路”拓宽“文明之路”

如今，另一项源于中国的伟大倡议延承
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
的丝路精神，为亚洲各国开辟了一条更加宽
广通畅的“文明之路”。

不少亚洲国家的文化界人士都感慨，近
年来，尤其是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
6年来，中国和亚洲国家以及亚洲国家之间
的文化交流如火如荼，好戏连台。

比如，在4月底举行的第二届“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来自柬埔寨国家博物
馆的15件精品文物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亮相，
吸引众多观众驻足观赏。“为了即将在北京召
开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我们又精选了10件
文物到中国展出。”柬埔寨国家博物馆馆长贡
维列表示，这是柬埔寨展示文化和文明，并与
其他国家分享在文化保护方面经验的好机会。

贡维列介绍，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框
架下，中柬两国的博物馆加强文化交流，两
国考古学家展开密切合作，他本人也多次受
邀前往中国参与展览、会议、论坛等多种文
化交流活动。“因为‘一带一路’，我们交到
很多中国朋友，我们之间有很多交流。”

这是近年来中柬两国文化往来热络的一

个缩影，也是亚洲各文明交融汇聚的汪洋大
海中的一朵浪花。“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繁荣。从古至
今，中国始终是亚洲文明交流互鉴的倡导者
和实践者。

“近年来，在中国举办的博鳌亚洲论坛、
亚信会议、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
会、纪念孔子诞辰 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等重要活动中，都有关于亚洲各文明交流互
鉴的深入探讨。中国国家领导人也在国内、
国际多个重要场合倡议促进亚洲各文明交流
互鉴、推动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庞乃明指
出，这些“中国声音”既是对亚洲文明发展经
验的深刻总结，也是不同文明和谐相处的科
学引领。

宁强也认为，近年来，亚洲文明交流互
动出现更多积极迹象。在“一带一路”倡议
下，亚洲各国经贸往来日益密切，文化交流
随之不断加强。“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对抗性
大大降低，大家做生意、交朋友。亚洲文明
之间的相互包容、相互学习、相互尊重，不
仅促进域内文明自身的兴旺发达，也促使亚
洲各国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成为唇齿相依
的‘命运共同体’。”

文明盛会唤醒文化自信

历史辉煌，于后人而言，是前行的动
力，也是创新的自信。即将举行的亚洲文明
对话大会，无疑将为亚洲文明交流史再添一
笔浓墨重彩。

“通过不同文明之间的人文对话促进相
互理解与谅解、实现更高层次的发展，我认
为正当其时。”即将出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
的菲律宾总统府新闻部部长马丁·安达纳尔
认为，相互尊重是此次大会的一个关键词。

“亚洲不同的文明之间虽有差异，但应做到
相互尊重、和谐共处。中国举办此次大会展

现出中华文明的兼容并蓄，能够包容、尊重
并赞赏不同国家的文化与传统。”

中国人民大学“让—莫内”讲习教授王义
桅向本报记者表示，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专注
于文明交流互鉴，其影响将广泛深远。“亚洲
的整体发展有赖于亚洲各文明的交流与复
兴。本次大会通过对话交流，互学互鉴，一方
面可以激活亚洲作为人类文明主要发源地的
历史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另一方面可以唤醒
不同文明取长补短的古老记忆，推动亚洲传
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亚
洲的持续振兴提供历史根基和共同价值观。”

这场文明盛会属于亚洲，更属于世界。
来自非洲、欧洲、美洲、大洋洲的近 50 个
域外国家嘉宾应邀参与大会各项活动，将与
亚洲各国代表共同探寻多元文明的和谐共生
之道。

作为大会受邀嘉宾之一，英国东亚委员
会秘书长麦启安直言，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是
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有助于传承弘扬亚洲
和世界各国璀璨的文明成果。“这次大会对
于激发创新思维，探讨进一步增进亚欧之间
的交流合作是一次难得的机遇。文明互鉴让
中国和世界受益。”

“这是全球第一个以文明为纽带，促进
各国人民之间相互了解、相互尊重，以达成
和平共处、共同发展、共享繁荣的国际盛
会。”宁强认为，这种以分享精神文明成果
为主题的聚会，创造性地开启了国际交往新
模式，有助于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

庞乃明也认为，在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
然存在，文明冲突、文明优越等论调不时沉渣
泛起的当下，推动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符合各
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交流对话有助于化解隔
阂、偏见与仇视，实现民心相通、心灵契合。同
时，融合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建立反映
各种文化价值的全球价值体系，将为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提供重要的精神资源和文化支
撑。这是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意义所在。”

中国将成为怎样的全球性大国？
10年前，这个问题或许不会有今天这样
的急迫性。10年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
化。首先，自从2008年西方爆发金融
危机以来，美国衰落之相日益突出；其
次，同样自那场危机以来，中国不断崛
起。这10年里，中国经济规模翻了一
番，而美国经济大约只增长了10%。

这些变化也带来另外一些结果，
在新一代领导人的领导下，中国的对
外政策发生了变化，从邓小平时代的

“韬光养晦、决不当头”到今天变得
外向得多、开阔得多。中国不再仅仅
被动地接受全球化及其规则，而成了
全球化的构筑者与塑造者。西方正面
临全新的情况。西方最大的困难是，
在中国问题上总处于被动状态，没有
跟上节奏，因为西方其实不相信中国
会成功，不相信中国的发展具有可持
续性。现在西方必须接受事实，世界
正在发生巨变，我们无论如何也要理
解这种变化。

中国与西方的四个不同之处

西方最致命的毛病在于，在思维深
处是不理解中国的。我们的思维范式
认为西方是具有普世性的，终有一天世
界上所有人都应该、必须且必然变得和
我们差不多，也就是说世界上只有一种
现代性，这就是西方的现代性。

老实说，这种提法已无法维持。

因为世界上不光中国发生了巨变，许
多发展中国家的历史、政治、文化根
源都和西方不一样。在这一背景下，
我们必须开始尝试理解中国与西方的
不同之处。我就说四点：

第一，我们一提到国家就会想到
民族国家，但中国绝不能被简单划归
民族国家范畴。在我看来，我们不应
仅仅将中国看作民族国家，还应将其
视为文明国家，它的传承是文明的传
承。中国对国家—社会关系的认识、
儒家价值观、个人的社会角色、人际关
系，甚至中国的美食、语言，都是中国
传承的文明遗产，中国既是文明国家
又是民族国家，从这样的角度去看中
国，才能真正理解它的不同之处。

第二，我们总认为中国是个中央集
权化程度很深的国家，运作国家的一切
决定都出自北京，这当然不是真的。中
国有14亿人口，不可能事无巨细都由北
京决定。中国在漫长的历史中总结出
一个经验，唯一可以既维持统一又确保
国家机器正常运作的办法是对地方差
异给予足够的尊重，或者说“一文多
制”，即“一个文明多种制度”。当代最
明显的例子便是对香港回归提出了“一
国两制”构想。

第三，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我们
认为治理在本质上便是普选权、多党
制，中国却不一样。正因如此，西方
长期以来一直坚信中国当前的体制是
不可持续的，是缺乏合法性的。但如

果你关注关于中国治理的学术研究，
关注皮尤中心的全球态度调査，就会
发现中国人对政府治理的满意度非常
高，完全具有可持续性。尽管中国体
制与西方存在巨大差异，它仍然享有
巨大的支持和充分的合法性。这种合
法性有3个重要因素：一是中国人将国
家看作社会的化身和守护者；二是中
国人关于国家治理的思想源于家庭，
所以家庭便是国家的缩影；三是中国
至少在隋唐时候便有了选贤任能的传
统。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导致中国
人对国家治理的理解不同于西方人，
而这样的治理模式又是非常有效的。

第四，西方和中国对普世性的理
解大不一样。欧洲将普世性看作一场
传播福音的布道，要改造世界，通过
殖民、宗教、语言、文化等方式，把
文明的信息传到尚未开化的土地。中
国则不认为普世性的表现是自身的外
化，而认为自己是中央王国，是天
朝，是文明的终极形式，因此根本没
必要离开中国。所以，中国的普世性
是一种留守型的普世性，而西方的普
世性是一种向海外进发的普世性。

辨析以上差异，对理解中国的世
界观和中国的全球角色非常重要。

所有国家的崛起都遵循一个规
律，首先是经济，经济不强何以成为
强国？因此不论英国、美国还是中
国，现代史上所有大国都在不同程度
上遵循这一规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共同点。但在此之外，回顾中国和西
方的历史便会发现一个显著的差异。
在西方传统里，军事实力、政治权力
和政治控制力非常重要，其鼎盛时期
的表现形式便是殖民主义。中国则不
一样。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对外用
兵的传统其实不深，中国人真正重视
的是文化软实力。这样一来，西方传
统和中国传统就走上了两条路，西方
高度强调军事实力，中国高度强调文
化实力，尽管两者都重视经济实力，
但我们要知道，由于人口规模的影
响，中国未来的经济实力可能比历史
上所有大国都要强得多。

中国作为全球性大国的特征

我认为中国作为全球性大国有以
下几大特征：一是中国的经济实力。
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的经济转型令人瞩
目，2015年时中国GDP在全球总量中
的占比就已经超过了 15％，现在已经
达到了 16％—17％。这非常了不起，
到 2030 年 或 2035 年 ，中 国 贡 献 的
GDP 将达到全球总量的 1/3，中国经
济规模将大于美国和欧洲的总和。尽
管我们不能完全排除意外情况，但这
些预测总体上都会成为现实。鉴于近
期的历史，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这样的
预测，否则可能犯下大错。

二是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中国对发展中国家有某种亲近感，能够

理解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各种问题。许多
人批评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但如果
你看看非洲国家的民调结果，65％的非
洲人对中国的态度是比较正面的。根据
预测，到2030年，被称为“南方国家”的
发展中国家将贡献全球GDP的67％，只
有33％来自发达国家。所以，中国自然
会高度重视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三是“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在
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打交道的过
程中学到了很多经验。如今经过大力
推动，中国已经投入了巨额资金，沿
线许多国家对这项倡议展现出巨大热
情，因为它们看到了改善当前处境的
机遇。我想这大约能反映出各国对

“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困难肯定
压不垮“一带一路”倡议，长期来
看，我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会取得
成功。

此外，不要低估“一带一路”倡
议可能给治理模式带来的巨大变化。
目前亚欧大陆还没有真正强大的地区
性组织，我认为未来民族国家的概念
可能会发生变化，新的地区组织可能
会诞生，也就是说整个地区的治理方
式会发生革命。人民币在“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的重要性将越来越突
出，中国在相关项目上的法律话语权
将越来越大。

四是中美关系。我认为中美关系
已经驶入了未经勘测的水域。美国人
现在有种心态，觉得中国是个威胁，

或者至少也是个挑战。我认为在讨论
中美关系的时候，我们过度夸大了中
国军费开支的重要性。中国不是前苏
联。美国不可能阻止中国崛起。中国
崛起是一个伟大的、非同寻常的历史
时刻，它背后是世界的根本性转变。

中美竞争最根本的问题不在于贸
易，而在于创新。西方认为中国没有真
正的创新能力，无法做出创造性的改
变。我认为这是个很严重的误解。中
国社会各个阶层的渐进式创新积累了
巨大的创新思维能力。经过一个长期
的积累过程后，中国现在已经具备了极
强的创新能力，创造了许多我们无法想
象的东西，成为了世界创新大国。实际
上，随着中国经济激烈竞争，迸发活力，
美国企业应该加入其中，向中国学习，
这是非常重要的。

对于西方特别是美国而言，最关
键的问题在于如何找到另一种与中国
打交道的方式。西方不能继续自以为
是天下第一、固步自封，而是要跳出
长期以来习以为常的世界，学会在新
形势下生活。我认为，美国最大的挑
战在于学会适应新的世界，接受中国
作为一个实力相当的竞争对手，确定
新的合作形式和对抗形式。

（作者是英国剑桥大学高级研究
员、清华大学访问教授、复旦大学中
国研究院访问教授。本文是作者今年
2月在第32届卡姆登年会上的演讲
稿节选。本报记者 李嘉宝整理）

中国将成为怎样的全球性大国？
马丁·雅克

交流互鉴让亚洲文明多彩而丰富
本报记者 严 瑜

小麦起源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
的安纳托利亚高原，水稻最早在中国的长江流
域种植，棉花则出自印度河、恒河流域。如
今，这些发端于亚洲各地的文明成果，经过交
流共享，成为全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物质基
础。这是亚洲文明交流互鉴、成果共享的一个
生动例子。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亚
洲文明的多姿多彩，离不开文明的交流互鉴。
尊重文明多样性，在相互交流、相互欣赏中，
促进多元文明共生并进，这是亚洲文明星光闪
耀的历史经验，为后人继续走向和平与繁荣指
明方向。

环 球 热 点

数 字 天 下数 字 天 下

27.22亿吨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粮农组织） 日
前发布报告称，2019年世界谷物产量将达创
纪录的27.22亿吨，比上一年增长2.7％。

报告认为，2019年世界谷物利用量预计
也将创下新高，将上涨1.5％。全球谷物消费
量预计将增长 1.1％，大米的消费增速将更
快，粗粮的需求更为强劲。

在总体供需均保持宽裕的背景下，国际
谷物价格可能将继续承受压力，谷物贸易前
景看好，尤其是小麦和大米。

该组织同时发布的追踪日常交易类食物商
品的国际价格月度变化指数——粮农组织食品
价格指数显示，4月份，除谷物价格外，粮农组织
食品价格指数涵盖的所有食物商品的价格均出
现了上涨，其中肉类和乳制品价格领涨。

2062家

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近日发布的一份
报告显示，2018年在德国投资的外国企业数
量达2062家，创历史新高。其中，中国企业
在德投资项目数量排名第三。

这份报告显示，2018年美国企业在德国
投资项目数量为345个，名列第一；瑞士企业
投资项目数量为229个，位居第二。中国企业
去年在德投资项目数量为188个。

报告说，中企投资项目主要集中在商业
与金融服务、机械制造与设备等行业，业务
范围主要涵盖销售与市场支持、制造与研
发、零售以及商业服务。

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专家托马斯·博扬
表示，近10多年来中国企业在德投资规模逐
渐扩大，自2010年至今，中国企业在德国的
绿地投资项目数量超过1600个。

2020年

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市议会日前以51票
赞同、1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一项提案，墨
西哥城将从2020年起禁止使用和分销一次性
塑料袋、吸管和餐具等塑料制品。

这项名为《固体废弃物法》的改革提案
由墨西哥绿色生态党提出。绿色生态党议员
亚历山德拉·罗霍德拉韦加表示，这项提案旨
在增强企业和市民的环保意识，净化首都环
境，以造福子孙后代。

此外，墨西哥城市议会还将讨论相关财政
措施提案，支持塑料制品企业转向生产可降解
产品，推动传统企业转型升级。除墨西哥城
外，墨西哥新莱昂州、伊达尔戈州等地也将陆
续启动限制销售和使用塑料制品的措施。

27万美元

土耳其官方部门“个人数据保护机构”近
日说，就社交媒体脸书去年泄露用户数据影响
土耳其用户事件，该机构于今年4月对脸书罚
款165万土耳其里拉（约合27万美元）。据估
计，大约30万土耳其用户可能受到影响。

（据新华社电）

在悠长的饮茶历史中，亚洲各地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茶文
化。亚洲人民在品茗鉴茶、奉茶待客中相互交往，加深友情。

左图：小朋友在陕西西安曲江贾平凹馆体验茶艺。
任永红摄 （新华社发）

右图：印度新德里一家茶摊
主人丽纳将制作好的奶茶倒入
杯中。新华社记者 张迺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