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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寸之间 文化交融

中国—古巴、中国—乌拉圭纪念封揭幕仪式5日在
北京举行，中国、古巴和乌拉圭外交官以及艺术家、
学者、企业家等200余人出席仪式。

由中国和平发展基金会发起的“‘封’行万里 不
忘初心”交流活动，通过设计并发行一系列有关新中
国成立 70周年的文化交流纪念封，展现中拉风土人情
和文化特色，以此增进双方的了解与友谊。

中国和平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王华在致辞中表
示，此次发布的两枚纪念封，寓知识性、艺术性、史
料性于一体。纪念封上的小小艺术表达承载着宏大的
情怀。艺术家们以两国具有代表性的元素为创作灵
感，记录下两国和人民缔结的美好友谊。

中国—乌拉圭纪念封的主图 《圭龙珍甲》 由中国
艺术家朱寿珍和乌拉圭艺术家古斯塔沃·费尔南德斯共
同创作，以中华龙文化为主题，融合太极形态和异域
特色，是中乌两国文化交流的杰出代表。

乌拉圭艺术家费尔南德斯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我儿时就从书中读到过很多中国的故事，对中国的龙
文化极为感兴趣。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海是乌拉圭
的元素，龙从海里腾空而起，直上云霄，体现了两国
文化的交流碰撞。”

中国—古巴纪念封的的主图《红色圣地》，结合了
中国艺术家吴晓林和古巴艺术家李·多明哥·冯对中古
革命情谊的理解，让中国的革命圣地井冈山和古巴的
革命圣地马埃斯特腊山跨越时空呈现在一张画纸上，
两处革命圣地为主题。杜鹃花和蝴蝶花象征着两国的
革命精神和深厚友谊，右下角的两个人物是两位艺术
家本人在共同描绘两国的美好未来。

中国的苏绣及龙图腾、乌拉圭的印第安风情、威海
的小城风光、古巴的革命圣地，两国文化五色交辉、相得
益彰。小小一方纪念封，不仅充分反映两国建交的历史，
还体现出两国鲜明的文化特色。

人文交流 异彩纷呈

“和羹之美，在于合异。”近年来，中国与古
巴、中国与乌拉圭的人文交流异彩纷呈，中华文明
与拉美文明交相辉映，在文化交流方面取得了丰硕
成果。

乌拉圭驻华大使费尔南多·卢格里斯在接受本报
采访时表示：“艺术是世界性的语言，中乌两国在造
型艺术、装置艺术、舞台艺术等方面有很多交流合
作，比如说组织‘中国·乌克兰艺术家交流展’等。
近两年，乌拉圭的文化教育部长访华两次。2018 年 4
月，两国签署了关于在乌拉圭设立中国文化中心的谅
解备忘录。”

古巴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李兹培说：“中古两国
在文化上有非常密切的交流，1847 年首批华人抵达古
巴首都哈瓦那，为两国的文化交流打下了深厚的基
础。中古近年来合作举办过很多艺术活动，比如说‘千
里之行——古巴艺术展’、古巴国家芭蕾舞团来华巡
演等。”

参与纪念封创作的中国著名苏绣艺术家朱寿珍
说：“我对中华文化的热爱是与生俱来的，它好像在我
的骨子里、血脉中，我在小学三年级时就开始玩丝
线，非常想把苏绣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带出国门，与
世界交流。”

在 2005 年中法文化交流年时，朱寿珍带领 30 名
学生绣制了 20 幅 《针尖上的法国印象》，将中国刺
绣艺术与法国印象 派 画 作 相 融 合 。 2015 年 朱 寿 珍
受 邀 参 加 法 国 卢 浮 宫 第 21 届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展，她的作品曾在英国、法国、日本等国展出，广
受赞赏。

朱寿珍认为：“虽然每个国度的文化有差异，但
我们的天地是一样的。”秉承着这样的信念，她与乌
拉圭艺术家费尔南德斯合作创造出 《丝路·东方红》

《圭龙珍甲》等艺术佳品。

志同道合 友谊弥坚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人文交
流作为纽带，架起了人民沟通的桥梁，进一步推动了
中国与古巴、乌拉圭在政治互信、经贸合作、“一带一
路”建设等方面共绘新画卷、谱写新篇章。

中国与乌拉圭、古巴同为发展中国家，与古巴同
为社会主义国家，多年来友谊历久弥新、愈发坚固。
古巴是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拉美国家，并且同为社会
主义制度的好朋友、好同志、好兄弟，与中国有着相
同的理想和信念。自 1960年建交以来，两国同呼吸共
命运，结下了跨半个多世纪的深厚友谊。

“今年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古巴革
命胜利 60 周年、中古建交 59 周年，举办此次活动不
仅是艺术家之间的交流，对中国和古巴来说都有多
方面的意义。明年我们即将举办中古建交 60 周年庆
祝活动，持续加深我们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李兹
培说。

中国与乌拉圭则于 1988年建交，中乌关系在建交
后的 30多年间取得了长足进展，中国与乌拉圭议会友
好交往已有 60年。双方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政
治互信基础牢固。

“一带一路”建设为中古、中乌的经济发展扬起
新风帆。古巴、乌拉圭都与中国签署了“一带一路”
谅解备忘录，乌拉圭也是首个同中方签署这一备忘录
的南方共同市场国家。

“乌拉圭的首都蒙得维的亚几乎是世界上离中国最
遥远的一个首都，但是乌拉圭的政府和民众都强烈想
要加入‘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已经成为乌拉圭第一
大贸易伙伴，在南南合作方面给予了我们很大支持。”
卢格里斯表示。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文化交流让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与团结协作、发展振兴的拉美梦交相
辉映、共融共通。

中国—乌拉圭、中国—古巴纪念封在京揭幕

小小纪念封里的中拉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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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 成 立 70 周 年 ， 日 前 ，

“‘封’行万里 不忘初心”纪
念封揭幕仪式在北京启动，
中国与乌拉圭、中国与古巴
的艺术家共同打造了一场
跨越半球的文化交流盛宴。

孙少锋 李笑然

希腊反对党赢得议会选举

希腊7日举行议会选举。据希腊内政部7日晚对90%选票的
统计结果显示，新民主党得票率位居第一，约为 39.8%；激进左
翼联盟紧随其后，得票率约为 31.6%。内政部数据显示，新民主
党将赢得议会300个席位中的半数以上议席。主要反对党新民
主党击败总理齐普拉斯领导的激进左翼联盟赢得大选。米佐塔
基斯将于 8 日正式获得总统帕夫洛普洛斯授权组建新一届政
府，并宣誓就任希腊总理。

米佐塔基斯当晚发表获胜演说时表示，这一选举结果表
明民众有强烈的变革意愿和要求。他将致力于深化改革，以
推动希腊经济进一步复苏。他同时将寻求与国际债权人重新
谈判，以降低财政盈余目标，为希腊寻求经济复苏赢得更多
喘息空间。

阿富汗内部和平会议举行

由卡塔尔和德国共同主办的阿富汗内部和平会议7日在卡
塔尔首都多哈开幕。

卡塔尔外交大臣反恐与调停争端特使穆特拉克在会议开
幕式上说，本次会议是阿富汗人民为实现和平而继续对话的
愿望的具体体现。

德国政府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事务特别代表马库斯·波策尔
表示，本次会议有助于与会阿富汗各派别间建立互信，为阿
富汗内部谈判铺平道路。

卡塔尔和德国此前就此次会议发表的联合声明说，阿
富汗各方间的直接协商是实现阿富汗和平的重要因素之
一，有助于建立阿各派别对加强阿富汗和本地区和平与安
全的信心。

本次会议被认为是阿富汗和平进程中的重大突破。此
前，塔利班认为阿富汗政府是美国扶植的“傀儡”，拒绝
与阿政府进行直接对话，而与美国就阿富汗和平进程进行
谈判。

美国加州南部发生强震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地区 4 日和 5 日先后发生 6.4 级和
7.1级地震，震中和附近地区遭不同程度破坏。

美国地质调查局6日公布数据显示，连日来，两次强震的
余震已超过3000次。鉴于震中所在地区圣贝纳迪诺县余震频
繁，加州州长加文·纽瑟姆6日宣布圣贝纳迪诺县进入紧急状
态，并请求联邦政府提供直接援助。

加州州长紧急服务办公室已启动运营中心“最高级别”
应急措施。运营中心与联邦、州和地方应急部门及搜救人员
密切合作，评估两次强震导致的损失情况。

美国地质调查局预测，未来一周内受灾地区发生一次或
多次7.1级以上地震的概率为3%。

（均据新华社电）

7月6日，上海外国语大学中英人文交流中心举办第一
届中外人文交流高端论坛暨多语种视域中的中外人文交
流：成效、问题与方法研究学术研讨会。与会者从各自的
学科和工作背景出发，就中国在对外人文交流中取得的成
就和如何进一步加强中外人文交流给予充分探讨。

中外交流成果丰硕

近年来，中外人文交流事业蓬勃发展，为夯实中外社
会民意基础、提高中国对外开放水平和推动全球文明互鉴
作出重要贡献。对此，与会的专家学者和人文交流工作者
深有感触。

“图书出版发行是观察中外人文交流的重要窗口。过去
一年，中国在图书出版发行领域的国际影响力进一步加强。”
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副主任陈燕介绍，2018年
国际出版界对中国的关注一如既往，涉华图书出版总量增
加，语种更为丰富，作者更加多元；对中国发展的解读更为深
入、议题更加广泛；涉华重大主题形成阶段性出版热点；中国
出版机构的国际出版合作力度进一步加大。

打开上海大剧院的官网，来自世界各地的高雅艺术演
出琳琅满目，为中国观众提供了精致美味的文化盛宴。

“剧院和舞台是中外人文交流的集中呈现之地。”上海
大剧院节目部经理助理朱梦珏介绍，每一年上海大剧院的
演出季都会推出世界级表演团体和国际一线的艺术名家，
同时也致力于弘扬京昆传统国粹，积极为国家级精品剧目
和地方民族艺术搭建展示平台。

除了丰富多彩的多边交流，各具特色的双边交流也组
成了中外人文交流的多个面相。“中英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
是推动中英关系发展的三大支柱之一，其中教育领域合作
成果突出。”上海外国语大学中英人文交流研究中心副教授
周小舟介绍，中英数学教师交流项目、中英高等教育人文
联盟、校园体育业合作以及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等教育合
作项目，为中英人文交流开辟广阔前景。

地方交流是交流机制中重要一环。“双边互访、经

贸交流、文化交流和教育交流是中英地方交流的四大
引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欧亚部负责人张微伟介
绍，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已在 136 个国家建立 2700 多
对友城，设立 46 个中外地区、国别友好协会，与世界上
157 个国家的近 500 个民间团体和组织机构建立了友好
合作关系。

加强共同话语研究

“中外人文交流范围广、对象众、层面多，是个庞大的
系统工程，理论研究空间很大。”上海外国语大学副校长查
明建指出，研究者要在探讨对象国文化特质的基础上，寻找其
与中国文化的契合点和最大公约数，提出为双方文化所互通、
共享的概念，形成文化共识，以此作为展开文化合作交流的理
论基础。

互联网包罗万象，微信、抖音、脸书、推特等社交平台
勃兴，AI、5G、智能机器人发展迅速，听说读写的方便快
捷，让沟通交流无处不在。科技发展给信息传播方式带来深
刻变革，也为中外人文交流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在互联网时代，万物皆媒，媒介叙事对中外人文交流
影响至深。”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公共传播与社
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师曾志表示，在当今时代，对外传播
中的媒介叙事不能大而论之，而应细化为个体与个体的联
系，通过微小叙事拉近心灵距离，实现民心相通。

“知己知彼是人文交流的重要前提。”中国社科院外国
文学研究所教授陆建德表示，在扩大对外人文交流的过程
中，中国不仅要加大对中国历史文化研究力度，也要提高
对对象国的历史文化研究水平。只有双向发力，中西融
通，才能让中外人文交流真正走深走实。

“一种文化若想被另一种文化理解和接受，需要充分照顾
到对方的文化接受度。”查明建建议，研究者需要加强与对
象国文化的契合点和共同话语研究，基于中外文化交流史
挖掘文化选择与接受的规律性，在世界文化系统中阐释中
国文化的“世界性因素”。

专家学者在沪研讨中外人文交流

打开中外民心相通之门
本报记者 贾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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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6日，乌克兰在全国各地庆祝东
正教俄历夏至的伊万库帕拉节。

上图：在乌克兰首都基辅郊外一处
露天活动场地，人们参加伊万库帕拉节
庆祝活动。

左图：乌克兰部分民众围绕篝火载
歌载舞，并从篝火上跳过。

谢尔盖摄 （新华社发）

乌克兰欢度
伊万库帕拉节
乌克兰欢度

伊万库帕拉节

委政府与反对派重启对话

委内瑞拉新闻和通信部长罗德里格斯7日下午在社交媒体
转引挪威外交部当天发布的公报说，委政府将于近日与反对
派在加勒比岛国巴巴多斯重启对话。此次对话由挪威协调，
意在促进委内瑞拉政府和反对派就化解政治危机达成一致，
寻求符合委宪法的解决方案。

罗德里格斯表示，政府对与反对派开展对话态度坚决，
并祝愿这一巩固国家和平的行动有所收获。

委内瑞拉反对派成员、议会主席瓜伊多当天早些时候也
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反对派将与政府对话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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