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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文化遗产作用

助力“一带一路”建设
■ 本报记者 汪国梁

绵延万里、连接亚欧非大陆的丝
绸之路，是世界民族交往史上的璀璨
篇章，促进了沿线区域经济 、技术和
文化交流，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进
步。 今天，如何传承和弘扬丝路精神，
促进文化交流合作、推动文明互学互
鉴 ，打造共建 “一带一路 ”的文化桥
梁？10 月 12 日下午，太湖世界文化论
坛第六届年会举行 “‘一带一路’：文
明之路的历史与未来” 主题论坛，与
会嘉宾围绕 “丝绸之路与 ‘一带一

路’”议题，展开了深入、热烈
的对话。

“众所周知，丝绸之路促进了亚欧
大陆上不同地区之间的交往， 塑造了
每个地区的艺术、语言、宗教、经济和
政治。”作为太湖世界文化论坛第六届
年会的主宾对话国， 阿塞拜疆驻华大
使杰纳利·阿克拉姆表示，中西文化交
流增进了互利共赢、共同进步的机会，
在阿塞拜疆， 与古丝路有关的宝贵文
化遗产、文化足迹随处可见。

“一带一路 ”倡议传承和弘扬丝
路精神，承载着各国人民追求和平与
发展的共同梦想。 “这不仅是一个关
于交通和基础设施的倡议，更是一个
密切国家关系、促进人们相互接触的
机制和平台。 ”杰纳利·阿克拉姆说。
本届年会上，阿塞拜疆在蚌埠古民居
博览园设立的 “阿塞拜疆文化之窗”

国家馆正式开馆。 杰纳利·阿克拉姆
坚信，“一带一路” 倡议的深入落实，
必将推动阿中两国人民开展更多友
好交流，增进相互了解和传统友谊。

古丝路历史灿烂辉煌，沿线留下
了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一些为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们所共同传承。
“民族之间的文化沟通和交流， 是增
进民众互相理解最有效的桥梁。 ”太
湖世界文化论坛副主席、中国社科院
学部委员朝戈金表示，非物质文化遗
产是人类所共享的，要积极开展政府
和民间的对话交流，推动非遗的跨国
界传承和联合申报，提升文化共享的
层次和水平。

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和传播，对
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 、助力 “一带
一路”建设有着重要意义。 “文化遗产
见证‘一带一路’历史，也将映照 ‘一
带一路’的未来。 我们应珍视资源，共

同携手，让文化遗产在交流互鉴中展
现人类美好理想，焕发时代光彩。 ”中
国文物保护基金会理事长刘玉珠表
示，要推动文化遗产创新活化 ，更好
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发掘传播文化遗
产价值内涵 ， 更好树立国际品牌形
象；加强保护利用与合作交流 ，更好
促进民心相通。

“文化遗产有着广泛的世界认
同，有着生动的故事载体 ，最能打动
各国人民的内心。 ”刘玉珠说，只要心
相通， 路就不远，“阿塞拜疆文化之
窗”国家馆落户蚌埠，就是依托文化
遗产开展合作交流的有益探索。 “文
化遗产是蚌埠得天独厚的资源，应抓
紧有利时机， 推动博物馆事业改革、
大遗址保护利用、工农业遗产展示传
播、文化文物创意产业发展 ，积极寻
求国际交流合作，努力打造文化遗产
的‘蚌埠号’国际班列。 ”

科技进步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 本报记者 陈婉婉

当今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
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
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
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10 月 12
日下午，来自学界、政界、企业界的专
家学者代表相聚在蚌埠市龙子湖畔，
围绕“科技进步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
设”话题展开首轮多维探讨。 首轮对
话主要围绕文化交流、 科技进步、文
化与科技融合这些主题展开。

对话嘉宾、中国科协原副主席徐
善衍表示，人类的文化和文明都在生
活实践中不断地交流。 同时，文化和
文明也在交流中得到发展。 中国近现
代科学的起步落后于西方世界 300
多年，所以要奋起直追。 这个前提就
是要积极交流。 现在，科学技术已经
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相关的科学
普及一定要跟上。 做好科普，要依靠
群众、发动群众，最终提高公民的科
学素质， 形成高素质的创新队伍，实
现科技成果全面社会转化。

在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
进程当中， 企业承担着怎样的责任，
又面临怎样的风险？ 海螺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董事长王诚表示，大型企业应
在向科技创新要动力上彰显作为；要
在推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上彰显担
当。 “面对当前全球经济增长动力不
足和决定性因素增多的现实，我们更
加需要依靠科技创新突破全球经济
增长的瓶颈，开辟新的增长点，为人
类经济社会发展增加动力。 ”海螺集
团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在水泥行业创
造了水泥窑炉协同处置生活垃圾系
统等全国乃至全球的 9 个第一。

随着科技革命的发展，世界文化
交流的频率越来越高，科技革命转化
为产业革命、工业革命的频率也越来
越高。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
师、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原司长陈文
玲指出， 科技革命的频率越来越高、
速度越来越快的本质是要共享，更快
地分享，更快地应用，更快地转化，更
快地为人类服务。 技术革命使产业业
态发生变化，也使我们面对着一个更
加美好的未来。 “科技一定是为人类
服务的，任何国家要切断科技为人类
服务这根链条， 最后受到惩罚
制裁的将是他们自己！ ”
陈文玲说。

太湖世界文化论坛第六届年会

用高品质融合推动文旅高质量发展
■ 本报记者 张理想

10 月 12 日下午， 太湖世界文化
论坛第六届年会专题对话之一———
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高端对话，在蚌
埠古民居博览园举行。 来自文旅主管
部门、文旅研究机构和大型文旅企业
的负责人相聚一堂，就如何加快文旅
高品质融合、实现高质量发展进行思
想碰撞。

“文化和旅游为什么要融合发展？
这是旅游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从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来看， 旅游需求从

‘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从‘缺不缺’
转向‘精不精’，对旅游产品多样化、特
色化和品质化提出了全新的更高的要
求。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分享自
己的思考，“谁来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
发展？ 要依靠千千万万创新创业的市
场主体。 自主化、个性化、定制化旅游
的发展正在倒逼旅游业变革， 传统的
发展方式特别是市场组织方式迎来科
技、文化、教育、资本等新动能主导的
全新时代。 成千上万投资机构和运营
商正在解构传统旅游产业的边界，并
重构当代旅游发展的模式。 ”

“推动文旅融合，发展空间广阔，
文化和旅游产业将迎来更加蓬勃发
展的新阶段。 ”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
袁华介绍，根据不同的资源禀赋和优
势条件，我省正在打造文旅融合六大
特色板块：“最美皖南”，围绕山美、水
美、村美、戏美、味美，建设世界一流
旅游目的地；“欢乐皖江”， 利用欢乐
游、欢乐吃、欢乐宿、欢乐秀、欢乐购，
创建长江黄金旅游带 ； “红色大别
山”，依托红色景区 、红色线路 、红色
小镇、红色故事、红色歌曲，建设高品
质红色旅游基地；“休闲皖中”， 策划

温泉康养、生态旅游、休闲街区、休闲
自驾、休闲美食，建设休闲都市后花
园；“风情淮河”，通过历史风情、民俗
风情 、戏曲风情 、小镇风情 、美食风
情，让游客感受“走千走万，不如淮河
两岸”的独特魅力；“传奇皖北”，推出
传奇人物、传奇故事、传奇景区、传奇
线路、传奇美食，让皖北丰厚的历史
文化不仅有说头、更有看头。

“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 本地
游、本省游成为常态。如何让游客爱上
本地游、本省游？ 毫无疑问要创新，而
创新重点在文旅融合， 就是通过文化
构建旅游产品， 通过文化赋能旅游产
品。 ” 南京旅游集团董事长谢国庆认
为，旅游市场是客观存在的，关键是要
立足本地文化， 用目标游客群体喜欢
的方式进行引导。

“讲好中国故事，电影人责任重大”
■ 本报记者 晋文婧

刚刚结束的电影国庆档，全国电
影总票房近 44 亿元人民币 ， 《长津
湖》以 32 亿多元的票房领跑，打破国
庆档影片票房纪录。 面对新冠疫情的
考验， 中国电影业在全球率先复工，
取得优异成绩。

10 月 12 日下午，“世界电影人文
论坛·传承与发展， 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专题对话在蚌埠龙子湖迎宾馆
举行，与会者从电影的当代价值与世
界意义，电影中的中国话语 、中国叙
事与中国精神、电影内容建设 、中国
电影“走出去”等方面，探讨电影作为
文化载体如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添砖加瓦。

太湖世界文化论坛主席 、 创始
人，中央政策研究室文化研究局原局
长严昭柱认为，中国正在走进世界舞
台的中心，电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文化载体，也是各个国家向世界展示
自己的精神风貌和文化传统的重要
途径。 中国人是如何依靠自己的勤奋
与智慧成长起来的？ 这需要电影人发
挥所长，去告诉世界，去沟通中国人
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心灵。

中宣部电影卫星频道节目制作
中心主任曹寅认为，电影是跨文化传
播中人们最喜闻乐见的现代视听艺
术形式，是一门“世界语”。 我们要加
强电影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把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
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 、 展示出

来， 通过中国电影塑造更多可信、可
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讲好精彩生动
的中国故事，让中国话语 、中国叙事
更接地气、充满灵气、能聚人气，让更
多人在欣赏电影中感悟中国精神、中
国价值、中国力量。

从“要平台”到自己“搭平台”，中
国电影“走出去”的步伐更加稳健。 人
民日报海外版原总编辑丁振海说 ：
“中国电影怎样才能够进一步地 ‘走
出去’？ 最重要的还是得拿出思想精
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艺术作品，
不仅要征服中国观众，而且要与全世
界观众产生共鸣。 这个目标虽然是艰
巨的、长期的，但一定能够实现。 ”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著名导
演尹力认为，未来，我们还应当突破

单一票房的收益， 能在衍生产品、版
权授权建立一套完整的电影工业体
系。 同时，中国人民的光荣与梦想、喜
悦与忧伤，更应该成为电影人在影片
表达中首选的题材。

著名演员 、 导演 、 编剧徐峥认
为，不管拍什么样的电影 ，都是要描
述人类命运。 电影的“共情”效应，某
种意义上完成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连接。 怎样在当代讲好中国故事，电
影人责任重大 。 把中国人与中国文
化的美好传递出去 ，让世界为之 “共
情”，我相信中国电影人会一代比一
代做得更好。

“除了在作品中诠释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还应该展现时代新貌 、体现
时代价值。 ”著名演员黄晓明表示，作
为一个中国电影人，不忘初心才能够
共筑未来， 希望业内人士共同努力，
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传承 ，让中
国电影走得更远。

年会吸引了许多外国嘉宾。。

�� 1100月 1122日下午，，太湖世界文化论坛第六届年会举行全体大会。。

�� 众多国内知名电影人出席年会。。

网络文艺“编织”人文交流新纽带
■ 本报记者 孙言梅

网络文学、网络剧、网络游戏 、
网络短视频……网络文艺蓬勃发
展，深刻影响并改变着当代文艺生
态 。 10 月 12 日下午 ，太湖世界文
化论坛第六届年会设网络文艺论
坛 ，相关专家学者 、网络短视频创
作者、网络文学作家等围绕网络文
艺如何“编织”人文交流新纽带、助
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展开对话
探讨。

“一个线上作品展就能够把我
们国家美术领域单向的发展现状跟
国际进行对话、传播，把我们的中国
元素、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人
独有的审美以及国际上大家所认同
的价值理念完整地融合并呈现。 网
络文艺为中华文化‘走出去’带来新
的无限可能。 ”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
副主席、 著名画家徐里分享了自己
的观点。

网络文艺“出海”和海外传播近
年来产生重大影响，为中国文化“走
出去”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中国网
络文艺发展走在世界前列， 日益成
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体
现中华文化感召力和中国形象亲和
力的重要载体。 “在不同文明互学互
鉴过程中，网络文艺在内容、形式、
产品上推陈出新， 多样化展现中国
五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及现状，让
世界更加全面 、 立体地认识了中

国。 ”徐里说。
作为互联网时代价值观影响 、

传播乃至塑造的重要载体， 网络文
艺如何做好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
文化人？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彭文祥
认为， 要处理好蓬勃发展的网络文
艺与传统文艺的边缘关系， 网络文
艺必然要从传统文艺中吸取丰厚的
养分。 无论形式如何多样翻新，网络
文艺的本质还是为文化传承和文化
创新增值助力。

近年来， 李子柒及其团队创作
的短视频展现了别致的中国田园风
格，在海外社交平台广受关注，让更
多国外网友看到中国的文化、 艺术
和智慧。 论坛上，李子柒分享了自己
的创作感受：“互联网短视频发展迅
速，给了年轻人更多机会展示自己。
网络创作不光要‘快餐’，更需要精
品。 用匠心打磨精品、 讲好中国故
事，才能满足受众需要、经得起时间
的检验。 ”

网络文艺正在从边缘化走向主
流化。 清华大学教授、中国影协副主
席尹鸿认为， 网络文艺要成为表达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主流文艺， 坚守
真善美的文艺理想。 “本届年会首次
设立网络文艺对话板块， 对在全球
范围内依托网络、聚焦文艺、交流文
化、鉴赏文明，发挥网络文艺的力量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推
动作用。 ”尹鸿说。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 程兆 李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