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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双边关系添彩

6 位塔吉克姑娘身着艳丽的民族服装，
在高原草甸上欢快起舞；她们身后，是覆盖
着皑皑白雪的连绵山脉和波光澄澈的湖泊
……这是印在中国—塔吉克斯坦纪念封上的
主图——《帕米尔高原下的塔吉克民族舞
蹈》描绘的景象。它由中国画家陈坚和塔吉克
斯坦画家加福尔·朱拉耶夫共同创作，象征着
中塔两国人民亲如一家，在“一带一路”的大
舞台上携手共舞。两位画家还分别创作了两
幅同主题的邮票附图——《塔吉克姑娘》。

在揭幕仪式上，塔吉克斯坦驻华大使帕
尔维兹·达夫拉特佐达高度赞扬纪念封对推
动中塔民心相通的积极作用。他表示，“塔
中两国是具有灿烂文明和智慧的古国，在几
千年的悠久历史中，伟大的两国人民一直保
持着友好的文化交流。塔吉克斯坦作为中国
的西部邻国，坚定支持中国的和平发展，支
持中国参与地区和国际事务，支持中国‘一

带一路’倡议。”
中国和平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徐建国表

示，“一带一路”是一条文化交流之路。在
世界各国文明交汇融通的今天，“一带一路”
为各国搭建起了解彼此、走近彼此的桥梁。

中国—塔吉克斯坦纪念封是“‘封’行
万里 不忘初心”中外文化交流项目揭幕的
又一枚纪念封。在此之前，该项目已经揭幕
了 16 枚文化纪念封。据中宇力度创始人邢
凤亮介绍，纪念封寓知识性、艺术性、史料
性于一体，不仅充分反映两国建交历史，还
能体现两国鲜明的文化特色以及两国艺术家
的精诚合作。

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从欧亚大陆
到非洲、美洲、大洋洲，纪念封“行万里
路”，为中外友谊添彩助力。

展世界艺术风情

方寸世界，气象万千。据悉，纪念封的
主图由具有一定文化代表性的中外艺术家合

作完成，纪念封邮票上的图案则由两国艺术
家各贡献一部作品组成。将一张张纪念封铺
展开来，仿佛打开了一卷色彩斑斓的世界艺
术长轴画。

在中国—巴巴多斯纪念封上，中国青花
瓷技艺描绘的猫头鹰象征着智慧和守护，猫
头鹰周围色彩绚烂的背景则代表着多彩奔放
的加勒比文化。两国艺术家通过不同的绘画
手法，共同倡导保护森林生态环境。

“中国在亚洲，巴巴多斯位于加勒比
海。我们两国相距很远，有很多不同，但我
们有很多共同点。我想表达对艺术家们的赞
赏和钦佩，他们用艺术创作在两国之间架起
了桥梁。”巴巴多斯外交外贸部部长桑德拉·
哈斯本兹感慨道。

中国—俄罗斯纪念封以中俄艺术家合作
的油画《和美》为主图，展示了一位美丽少
女的形象。少女一半是中国面孔，身着典型
戏剧装扮，背景是代表中国特色的挺拔翠
竹；另一半是俄罗斯面孔，身着俄罗斯传统
服饰，背景是代表俄罗斯风情的亭亭白桦。

作为《和美》创作者之一的俄罗斯艺术
家薇拉·拉姑坚科娃说：“尽管肤色、服饰、
语言不同，但最重要的是画面中的姑娘有一
张完整的脸。她代表着俄中友谊。希望俄中
两国携手共同前进。”

中国和尼泊尔艺术家合作的《呼唤》以
喜马拉雅山为主线，描绘了中尼山水相连的
兄弟情谊。中国驻尼泊尔大使侯艳琪发来贺
电说：“中国—尼泊尔纪念封向世界展示两
国多姿多彩的艺术风情，也再一次见证了我
们之间跨越喜马拉雅的友谊。让我们以文化
为纽带，沟通为桥梁，携手并进，共谱中尼
友谊新篇章。”

在中国和平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王华看
来，这些艺术珍品不仅真实记载了发生在不

同国家、不同地域、不同时空的重要历史事
件，还展现不同国家独具特色的风土人情、
自然景色和文化特征，具有较高的艺术收藏
价值。

促文明交流互鉴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
富。‘封’行万里不忘初心活动正是两种文
化交流互鉴、两国人民增进了解的重要桥
梁，也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有
益实践。”中国驻巴巴多斯大使延秀生表示。

“中国谦谦君子的代表兰花和象征哥伦
比亚的秃鹰形状石头相结合，碰撞出全新的
火花。小小一方纪念封，能将这所有的文化
符号带向世界，传播美丽，播撒正能量的种
子。”谈到中国—哥伦比亚纪念封上的图
案，中国美术家协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徐里表示，“活动充分体现了艺术家们振兴
民族文化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文运与国
运相牵，文脉与国脉相连。希望未来有更多
艺术家参与这个项目，为助力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贡献自己的力量。”

尼泊尔驻华大使利拉·马尼·鲍德尔表
示：“尼泊尔和中国是可靠的伙伴、可信赖
的朋友和好邻居。我们把尼泊尔与中国的关
系视为不同大小、不同经济地位和不同社会
制度的国家之间和谐、无障碍关系的典范。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实现共同繁
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发展将为尼
泊尔带来巨大的机遇。”

上图：1 月 9 日，中国—塔吉克斯坦纪
念封揭幕仪式现场。

（本文图片均由活动组委会提供）

2019年 12月 26日中午，缅甸曼德勒省缪达产业新城阳光
明媚。在缅甸龙源鞋业有限公司，工人们正忙着把货物装上
车。该公司管理人员朱陆信介绍，这批鞋子由德国商家订制，
将经海路运达德国。

龙源鞋业2002年创办于深圳。近年来，由于原材料价格、
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原因，该企业寻求拓展新的发展空间。2017
年 8 月，企业进驻保山工贸园区，成立保山龙源鞋业有限公
司。2018年4月，企业紧随保山“走向南亚”的步伐，到缪达
产业新城考察并很快投入生产。12 月 20 日，第一批鞋子生产
下线。

与仓库一路之隔的厂房里，两条生产线高速运转，年轻的
缅籍工人正在忙碌。

该公司副总经理罗志文介绍，目前，公司除8名国内管理
人员外，其余580名工人均从缅甸招聘，年龄在18岁至25岁之
间。“作为一家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企业，我们扎根这里的

最大优势是用工成本低。此外，按照相关规定，企业还享有7
年的免税期。”

“我们经常接到来自美国、墨西哥、德国、法国、意大利
等国的大量订单。目前，生产跟不上是企业面临的最大问题。
现在，企业租用的厂房面积为 2000 平方米，只能安装两条生产
线。等新厂房建好后，我们将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罗志文说。

罗志文提到的“新厂房”位于缪达产业新城第二区，由曼
德勒保山缪达工业开发有限公司进行标准厂房建设。

缪达产业新城的土地拥有者是曼德勒省政府，主要由曼德
勒缪达工业开发公众公司开发建设。该区距曼德勒市58公里，
距曼德勒机场 45公里，总面积约 4400公顷。曼德勒保山缪达
工业开发有限公司进行标准厂房建设的规划区面积约1905亩。

曼德勒保山缪达工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朱永祥介绍，由
水电十四局承建的首批两幢厂房于2019年9月16日开工，面积
均为3000平方米，已被缅甸龙源鞋业有限公司预订。

据朱永祥介绍，这两幢厂房交付使用后，下一批18幢厂房
的建设将随即展开。现在，前来参观考察的商家络绎不绝，他
们都看中了这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及优惠的免税政策。

据曼德勒缪达工业开发公众公司介绍，目前曼德勒省总人
口约为 620 万，缪达产业新城 50 公里范围内人口约有 300 万，
其中年龄在18岁至64岁之间的人口占比达68%。公司管委会还
定期举办人力招聘会，为投资者提供劳动力支持。该公司负责
人说，根据缅甸投资法，在缪达产业新城投资的企业可享受连
续7年免除企业所得税的政策优惠；对投资项目建设期和准备
期需要进口的机械、仪器、施工材料，减免 （或减轻） 关税和

（或） 其他国内税种；在出口导向投资项目中，为生产出口产
品而进口原料、半成品，减免 （或减轻） 关税和 （或） 其他国
内税种。

朱永祥认为，缅甸龙源鞋业有限公司的成功尝试，为很多
持观望态度的投资者注入了信心。曼德勒保山缪达工业开发有
限公司分批开发的标准厂房，正像一个个温暖的巢穴，迎候

“凤凰”飞临。
“我们在做前无古人的事业。在这里度过生命中最重要的

时光，我很荣幸。”朱永祥这样总结他在缪达工作一年的感受。

“‘封’行万里 不忘初心”

小小纪念封架起中外友好之桥
本报记者 李嘉宝

1月9日，正值严冬的北京，积雪还未消融。位

于北京朝阳公园的金台艺术馆内人头攒动，一片浓

浓暖意。一枚纪念中国—塔吉克斯坦建交28周年的

纪念封当日在这里揭幕。多国驻华使者、外交官及

艺术家、学者、企业家到场，共同见证纪念封里凝

聚的中塔友谊。

这是“‘封’行万里 不忘初心”中外文化交流

项目的第17场活动，由中国和平发展基金会发起、

中宇力度公司主办。一枚枚小小的纪念封，架起了

一座座中外友好交往与合作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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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为期4天的2020年美
国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举行。
展会吸引来自160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约 4500 家企业参展。5G 技
术成为本届展会的重要主题，广
受关注。

上图：一名观众体验基于虚
拟现实技术的游戏。

左图：参观者在华为展台体
验5G产品。

新华社记者 吴晓凌摄

畅享5G畅享5G

云南保山市强力推进 中资企业踊跃参与

缅甸缪达工业园区建设正酣
李显耀文/图

数 字 天 下

11人

据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报道，1 月 11
日，一艘载有非法移民的船只在土耳其西部伊
兹密尔省切什梅市附近海域沉没。土耳其海岸
警卫队接到报警后赶往出事海域，救起8人并
打捞起11具遗体。遇难者中包括8名儿童。

2016年 3月，土耳其和欧盟就非法移民管
控问题达成协议，经由土耳其偷渡到欧洲的非
法移民人数一度大幅下降，但爱琴海仍是非法
移民经由土耳其偷渡到欧洲的重要通道。据土
耳其海岸警卫队公布的数据，2019年土耳其共
拦截6万多名试图经由土耳其前往希腊的非法
移民，比2018年增加3.5万多人。

53名

1月12日，也门政府官员表示，也门政府
和南方过渡委员会当天交换了53名战俘。

这位官员表示，根据双方之前在沙特阿拉
伯首都利雅得签署的权力分配协议，在沙特领
导的多国联军协调下，也门政府当天在南部舍
卜沃省释放了33名南方过渡委员会武装力量成
员，南方过渡委员会则在临时首都亚丁释放了
20名也门政府军人员。

去年8月，也门南方过渡委员会武装与也门
安全部队发生冲突，占领位于亚丁市包括总统
府在内的大部分重要机构，随后将部分机构还
给也门政府。双方9月初在沙特进行非直接谈
判，11月初在利雅得签署一项权力分配协议。

（均据新华社电）

63%

1月12日，以色列海法大学公布2019年度
调查报告说，大约63%的受访者表示对以色列议
会的信任度“低”或“非常低”，这一数字比上
一年度增加 7 个百分点，是 2008 年以来的最
高；只有6%的受访者表示对议会充满信心。

报告显示，以色列公众对政党的不信任度也
显著上升。约67%的受访者表示对以色列政党的
信任度“低”或“非常低”，比上一年度增加10个
百分点；只有4%的受访者对政党充满信心。

报告认为，公众信任度跌入低谷主要是因为
过去一年以色列面临组阁僵局。同时，公众对议
会和政党的不信任可能会影响到公众对以色列
民主制度以及国家提升社会福利能力的信心。

89名

1月12日，尼日尔政府发言人扎卡里亚在
尼军后续清剿行动完成后发表声明说，9日的袭
击造成至少89名尼日尔士兵死亡，武装分子方
面有77人死亡。尼日尔自13日起举行为期3天
的全国哀悼。

一伙不明身份武装人员9日闯入位于尼日尔
与马里边界地区西纳戈达村的军营，与驻地士兵
发生交火。目前尚无组织宣称同此次袭击有关。

近年来，与“伊斯兰国”有关联的极端组
织、恐怖组织频繁在尼日尔西部与马里、布基
纳法索交界地区实施袭击，导致大量人员伤亡。

缅甸龙源鞋业有限公司生产场景。缅甸龙源鞋业有限公司生产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