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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几十年前，现在的中国已经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点令亚
洲和世界人民都感到震惊和瞩目。”泰
国电影制片人协会主席、著名导演普
拉奇亚·平克尧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说。

5月 16日至 22日，“亚洲影视周”
活动在北京、上海、广州、西安和成都
这5大城市同时开展。前来参与影视
周活动的平克尧告诉本报，关于推进
亚洲文明交流互鉴，电影人应该承担
起更多的责任，起到搭建桥梁的作用。

■ 从中国功夫片吸
取过创作养分

平克尧一直以拍摄真人功夫影片
著称，上世纪 90 年代初进军电影界
后，主要作品有 《拳霸》《冬荫功》
和《女拳霸》等，将泰拳的威力展现
得淋漓尽致。

“在我小的时候，中国功夫电影就
给了我很深的影响。中国文化中食
品、服装、建筑等元素已经深入到我们

这一代泰国导演的血液里面去，成为
我的电影创作中的养分。”平克尧说。

在泰国，平克尧是第一个把泰拳
作为一个主题拍摄的导演。在他看
来，泰拳和中国功夫有相似之处，比
如泰国观众熟悉的少林功夫电影，成
龙、李小龙、李连杰等功夫明星的电
影，都是他在电影拍摄时会参考的内
容。与此同时，他表示两种功夫片也
有不同之处，少林、武当大多是中国
功夫的主要表现内容，泰拳则有一个
更加独立的系统。

■ 中国电影进步有
目共睹

“对于电影行业来说，中国电影
的发展在技术和内容上让我们学到了
很多。”平克尧认为，近几年，中国
电影拥有了很不错的票房成绩，在内
容、技术、发行、监制等方面都有了
提升，有的电影甚至可以和好莱坞的
大制作相比较。

平克尧发现，尽管中国电影的进
步有目共睹，但近两年中国元素在泰
国电影市场上出现的不算多。“泰国
的老一辈观众对中国文化非常感兴
趣，比如中国的文物古迹、大好河
山，甚至很多人都来过中国。因此，
二三十年前，中国电影元素在泰国有
很高的关注度。”

而在当下，泰国电影市场的主要
受众是青少年，他们对日韩电影关注
度更高一些。平克尧说，在社交媒体
上，青少年们关注的更多是其他国家
的爆款产品、爆款电影。他建议，在
进军泰国电影市场时，中国电影要有
自己的优质偶像，结合现在社交媒体
的传播，才能吸引年轻一代的注意。

■ 贡献电影人自己
的力量

20 多年前，平克尧来到广州，
发现城市的洗手间只有隔断，甚至有
些还是不关门的。现在再去广州，平

克尧发现很多洗手间已经配备了高科
技的电动马桶，这让他很吃惊。

“从人们的衣食住行到公共场所
的设施建设，当前的中国正在发生着
日新月异的变化，但很多泰国人对中
国的印象还停留在过去。”平克尧
说，这让他意识到，应该通过电影来
搭建两国文明交流的桥梁，让更多泰
国年轻人去发现中国社会的崭新风
貌，认识中国所处的大变革时代。

“无论中国电影人，还是泰国电影
人，我们都肩负责任。”

平克尧注意到，泰国许多年轻人喜
欢看来自中国的短视频，比如抖音上的
一些“吃播”视频，让他们津津乐道。平
克尧介绍说，这些视频深受泰国青少年
的关注和喜爱，在泰国非常流行。

因此，平克尧认为，中泰两国的
文化交流其实不缺桥梁，可以通过很
多形式的影像来进行传播，让泰国人
迅速了解到中国人正在经历哪些变
化。“在这一点上，我们电影人也应
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中国电影要有自己的优质偶像”
——专访泰国电影导演普拉奇亚·平克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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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5月16日电（记
者于佳欣）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
16日表示，中方不掌握美方来华磋
商计划，美方单方面不断升级贸易
摩擦，使中美经贸磋商严重受挫。

高峰是在商务部当日召开的例
行新闻发布会上作出上述表示的。

5 月 13 日，美方宣布启动对约
3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的
程序。对此，高峰说，美方霸凌主义、
极限施压的做法违背多边贸易规则，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如果美方一意孤
行，中方将不得不作出必要反应。

他还表示，中方注意到美方有
关部门在公告中宣布，对 5 月 10 日

零点前离开中国、6月1日前进入美
国的货物仍使用10%加征关税税率。

“这并不能改变美方对中国输美
产品新的加征关税措施已经于 5 月
10 日实施的事实。”高峰说，中方一
贯反对单边关税措施。美方提高关
税只会给磋商带来更大困难。我们
敦促美方及早取消错误做法，避免对
中美两国企业和消费者造成更大的
损失，对世界经济造成衰退性影响。

“中方始终认为，不断加征关税的
做法无益于经贸问题解决。”高峰表
示，中方不愿打贸易战，但也不怕打贸
易战，对于美方加征关税的错误做法，
中方不得不采取必要反制措施。

新华社北京5月16日电（记者
侯晓晨） 针对美方称期待近期来华
继续进行经贸磋商，外交部发言人
陆慷16日表示，中方一直认为通过
对话解决问题才是正道。但在谈判
磋商中，必须讲原则、守信用。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美
国财长姆努钦15日表示，美中双方在
第十一轮高级别经贸磋商中进行了建
设性会谈，他和莱特希泽贸易代表期
待在不远的未来前往北京继续磋商。
请问中方是否已向美方发出了邀请？

陆慷说，在国际事务中，中方从
来都主张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

对中美经贸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中方
也一直认为通过对话解决问题才是
正道。此前中美经贸磋商过程中，即
使由于美方背离了谈判应有的准则
而使磋商遇到困难时，中方还是尽可
能显示了建设性的态度。国际社会
对此有目共睹。

“但我必须强调的是，谈判磋商
要有意义，就必须有诚意。”陆慷说，

“从美方此前谈判中的表现看，我们
必须强调两点：一是必须讲原则，就
是必须相互尊重、平等互利。二是必
须守信用，就是必须言行一致，不得
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商务部发言人表示

美单方面升级贸易摩擦让磋商严重受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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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方称期待来华继续磋商

外交部：有诚意才有意义

“我也可以做到，我
并不比别人差”

“其实，我在心里从不把自己当做
残疾人。只要别人能用手做到的事情，
我可以用脚做到，我并不比别人差。”
四川大学大四学生彭超6岁那年因触
碰高压电线而导致双臂截肢。面对终
身残疾，彭超没有自暴自弃，而是尝试
用脚练习写字、吃饭。经过 17 个月的
努力，他用脚实现生活基本自理。

双臂截肢后，彭超深知只有学习
才能改变命运，于是把每个周末、每个
课间的时间都用来学习，“在别人玩儿
的时候学习，总有一天能超过他们”。
2014年，首次参加高考的他只考出了
543 分。“因为我用脚写字太慢了，有
很多题我会做但没有写完。”他说。

不服输的彭超选择复读一年，努
力提高用脚写字的速度。2015 年，
得益于教育部、中国残联下发的一项
针对残疾人的政策，彭超在高考时得

以延长答题时间，以603分的优异成
绩 考 入 四 川 大 学 法 学 专 业 。 2016
年，他还参加了 《中国诗词大会》，
并夺得该节目第一期擂主。

王磊来自陕西西安，现在是西安
鸿鹰影视文化传媒公司总经理、“单
翼天使”残疾人互联网服务平台创始
人。1 岁时，他患上了小儿麻痹症。
因为残疾，高中一毕业，他就自学医
疗知识开始创业。经过无数次失败和
打击，他终于建起一家医疗机构。如
今的他又跨界动漫领域，走上二次创
业的征程。

“带动身边更多人扶
残助残”

今年已经 94 岁高龄的曹鹏，是
上海交响乐团的一级指挥家。在指挥
台上，他用激情点燃观众。在指挥台
下，他投身公益事业，用爱点燃希
望，帮助孤独症孩子走上康复之路。

2008 年 ， 曹 鹏 在 上 海 成 立 了

“天使知音沙龙”，专门通过音乐帮助
孤独症孩子。目前，沙龙已吸纳 70
名孤独症孩子，完成了逾百场公益演
出。“很多事情都是从耳朵走到心
里，耳灌心、耳通心，心好了就健康
了。孤独症孩子大多很有天赋。”曹
鹏说，“我训练他们看五线谱，他们
一遍两遍就背出来了，正常人都背不
出来。而且里面的和声、低音，我一
个一个考试，都是对的。”

从医疗领域跨界动漫，王磊也是
因为儿子患有孤独症。“随着孩子一
天天长大，我发现他在动漫上非常有
天赋，但很多动漫公司不接受他。”
正是为了孩子，王磊成立了一家影视
动 漫 公 司 。 2017 年 ， 在 陕 西 省 残
联、西安市残联帮助下，王磊还成立
了一所专门针对残疾人的动漫培训学
校。目前，该校已经培养 126 名学
员，其中有 50 多名学员顺利就业于
他所成立的动漫公司。

王磊期待更多的人让爱成为一种
习惯。他说：“我希望通过自身努

力，带动身边更多的企业家来扶残助
残，让扶残助残也成为一种习惯。”

“为社会作一份属于
我的贡献”

“从光明走向黑暗的是我的眼
睛，但从黑暗重新走向光明的是我的
心灵。”刘芳在记者见面会上回顾了
自己的心路历程。除了作心理辅导，
刘芳还创作了两本自传体小说《石榴
青青》 和 《花开十年》，并用小说义
卖的钱做公益。目前，刘芳已经帮助
了十几个贫困孩子完成学业，帮助两
个高位截肢的学生安装了假肢。

彭超考上大学之后，也热心公益
事业：去敬老院慰问老人、到大街上为
贫困山区孩子募捐，还到学校做励志
公益演讲。他说：“因为我得到很多很
多人的关心与帮助，这中间既有老师
和同学的帮助，又有社会好心人士的
帮助，所以我也想用自己的一份力量，
为社会作出一份属于我的贡献。”

自强模范刘芳、彭超、王磊和助残先进曹鹏与中外媒体记者见面

“让扶残助残变成一种习惯”
本报记者 石 畅 陈劲松

亚洲青年文化交流活动举行

“也许命运带给我的是一场灾
难，但我要在废墟上开一朵勇敢的小
花。”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第三中学
心理辅导老师刘芳常对自己这样说。
2007年，她因视网膜色素变性，双
目彻底失明。从那时起，刘芳从语文
老师转型做了心理辅导老师。截至目
前，刘芳已经接待了2万名学生，每
个孩子都从她这里找到了坚强的理由
和快乐的信心。

5 月 16 日，第 29 个全国助残日
前夕，国务院新闻办举行中外媒体记
者见面会，邀请自强模范刘芳、彭
超、王磊和助残先进曹鹏与中外记者
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强不息、不惧
坎坷、追逐梦想的故事。

图为刘芳 （左二）、曹鹏 （左三）、彭超 （左四）、王磊 （右） 在中外媒体记者见面会上。
本报记者 陈劲松摄

本报北京5月16日电（记者赵
珊） 作为“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
组成部分，由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主
办的“亚洲文化旅游展”今天在北
京开幕，中国、日本、韩国、印
度、越南、老挝、柬埔寨等30多个
国家和地区参展。

展会以“交流互鉴与共融发

展”为主题，包括文化和旅游专题
展览、中国文化旅游推介会表演、
旅行商大会、文旅产品洽谈、世界
遗产影像展及主宾国推介、主题省
市推介等活动，展示中国及亚洲
各国文化旅游发展成果，促进中
国与亚洲国家文化旅游产业的交
融发展。

亚洲文化旅游展在京开幕

5月16日，北京世界园
艺博览会“内蒙古主题活动
日”开幕。据悉，本次内蒙
古参展北京世园会的主题是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建有
三大展区展园参展，分别是
中国馆内蒙古展区、内蒙古
展园和内蒙古蒙草园。开幕
式后还举办了相关主题推
介、文艺演出、蒙古族服装
服饰展演、“内蒙古味道”
美食品鉴等活动。

图为鄂温克族小演员在
表演舞蹈。

本报记者 吴勇 张枨
摄影报道

北京世园会
内蒙古主题日

据新华社努尔苏丹5月16日电
（记者胡晓光、韩墨） 5月14日至1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
副总理韩正应邀赴哈萨克斯坦出席
第十二届阿斯塔纳经济论坛和第二
届中国－哈萨克斯坦地方合作论
坛，并会见总统托卡耶夫。

在会见托卡耶夫时，韩正首先
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对托卡耶夫总统
的亲切问候。

托卡耶夫请韩正转达他对习近平
主席的良好祝愿，并祝贺中国成功
举办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

韩正在第十二届阿斯塔纳经济

论坛上发表题为 《共享机遇 共谋
发展 共赢未来》 的致辞表示，中
哈要认真落实第二届“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双方达成的
广泛共识，推动两国地方合作迈上
新台阶，为共建“一带一路”加油
助力。双方要拓展战略对接面，挖
掘合作增长点，构建立体互联互通
网络，扩大合作朋友圈，携起手
来，一起撒播合作的种子，共同收
获发展的果实。

在哈期间，韩正还会见了哈第
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斯迈洛夫、阿
拉木图市市长拜别克，考察哈出口
产品和旅游展。

韩正出席第 12 届阿斯塔纳经济
论坛和第二届中哈地方合作论坛

新华社北京5月16日电（记者
查文晔）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
国政协主席汪洋16日在人民大会堂
会见了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
会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代表。

汪洋对台企联顺利换届表示祝
贺，对广大台商为促进两岸关系和平
发展作出的积极贡献表示充分肯定。
他希望台企联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致台企联成立10周年贺信精
神，观大势、明大义，坚持“九二共识”
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反对“台独”，
坚定对大陆发展和两岸经济合作的

信心，广泛团结台湾同胞，多做有利
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事情，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汪洋强调，当前大陆经济发展
态势良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欢
迎广大台商抓住机遇，积极参与两
岸各领域交流合作，做两岸经济社
会融合发展的参与者、推动者、引
领者。我们将秉持“两岸一家亲”
理念，率先同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
展的机遇，落实和完善“31 条措
施”等惠台政策，为台企在大陆投
资兴业提供更多便利。

汪洋会见台企联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代表汪洋会见台企联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代表

本报北京5月16日电（记者叶
晓楠） 由全国青联、中国宋庆龄基
金会主办的亚洲青年文化交流活
动，今天在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
文化交流中心举行，来京参加亚洲
文明对话大会青年分论坛的13个亚

洲国家近200名青年代表参加活动。
亚洲青年代表们分别在交流中

心的茶道、书法、京剧、木艺、印染、雅
乐、刺绣、中医馆里体验中国传统文
化。体验结束后，青年代表还观看
了亚洲青年戏曲文化交流演出。

本报北京5月16日电（记者任
成琦） 由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主办的

“亚洲文明周”框架内专题沙龙活动，
今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来自
俄罗斯、印度、日本、韩国和以色列等
国家的文化宗教界知名人士以及中方
知名学者代表20余人应邀参会。

据介绍，沙龙以“共叙美好亚
洲——自信的亚洲文明与自信的亚
洲未来”为主题，设置“亚洲人一
家亲与亚洲共享亚洲文明智慧”“亚
洲文明多元并存与亚洲命运休戚与
共”“未来美好亚洲与携手共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3个议题。

亚洲文明周专题沙龙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