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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两千多年前，古老的丝绸之路
就架起了中乌人民友好往来的桥梁。光
阴流转，时过境迁，不变的是彼此诚挚
的情谊，留下的是共同的丝路记忆。

“一带一路”令古老的丝绸之路焕发新
生，也使那段珍贵的共同记忆在今时今
日得以延续。携手实践中，两国人民的
心愈发相连相通，对彼此文化的了解也
正不断加深。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文化
交流的桥梁。在乌兹别克斯坦现已有两
所孔子学院，分别位于塔什干和撒马尔
罕。乌国内从幼儿园、中学到大学共有
15 所院校开设汉语教学，还有各类民间
汉语培训机构，汉语学习者超过 6000
人且在不断增长。对乌兹别克斯坦近年
来持续升温的“汉语热”，公派汉语教
师张红娟有着最直观、深刻的感受。

张红娟表示，当地学生和普通民众
学习汉语的热情让她印象深刻。学校
里，汉语专业的学生刻苦努力，其他专业
的学生也会因为兴趣旁听她的汉语课，
继而选择去孔院学习；小区里，经常有年
幼的孩童登门拜访，学认汉字或学唱中

文儿歌；乘坐出租车时，热情的司机得知
她是中国人后会兴致勃勃地请她教一些
简单的会话。

如今，乌兹别克斯坦有一大批热爱
汉语、仰慕中国文化的青年学生正在努
力提高自身汉语水平，希望通过“汉语
桥”比赛和中国政府奖学金到中国留
学，亲身感受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见
识繁荣发展、开放包容的当代中国。在
张红娟看来，这些来华留学生是“丝绸
之路上的使者”，不仅为中国的同学们
带来了乌兹别克斯坦的悠久历史和风俗
文化，回国后的他们又同亲朋好友们分
享在中国的见闻、感受以及中国人的热
情和友善。

学习汉语不仅为乌兹别克斯坦年轻
人打开了通往中国之路，很多时候也为
他们开启了通往梦想的大门。随着中乌
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全面展开，越

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来乌投资落户，高级
翻译人才需求不断增长，学好汉语意味
着一份高薪、稳定的工作。张红娟说，

“很多学生学习汉语，然后去中国学习
管理、经济、技术等先进发展经验，梦想
回国后创办乌兹别克斯坦的‘淘宝’和

‘华为’”。更令张红娟欣喜的是，她的
一位学生在中国留学期间邂逅了美丽
的中国姑娘，因汉语结缘的他们经历相
知相爱，终于在去年喜结连理，组建了
真正的“中乌之家”。

近年来，中国特色的文化活动也不
断走俏乌兹别克斯坦。“欢乐春节”“快
乐中国行”“中国新春音乐会”“中国文
化展”“中国美食节”等活动在当地社会
广为人知，颇受欢迎，已成为当地民众
了解中国、感知中国的重要窗口。乌兹
别克斯坦开设汉语课程的大中院校常
会开设中国诗词、歌曲、舞蹈、戏曲、美

食等选修课，让学生感受中国文化的多
元魅力，进一步增进对中国的了解。与
此同时，中国对乌兹别克斯坦的了解也
在不断加深。目前，上海大学成立了乌
兹别克斯坦国情研究中心，4 所大学开设
乌语课程。乌兹别克斯坦在华多次举办
电影周和旅游推介会等活动并引起良好
反响。许多国人也纷纷踏上这片具有深
厚文化底蕴的土地，追寻古丝路遗风，感
受西域风情。

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框架下，
中乌文化领域合作也在不断取得新成
果。从2013年起，中乌组建联合考古队，
积极开展遗址发掘，找寻丝路记忆中的

“珍宝”，旨在更好地还原古丝绸之路昔
日风貌。2015 年，中国国家画院与乌兹
别克斯坦对外友协及乌国家艺术科学院
签署合作协议，确定共同促进两国艺术
发展的合作方向和机制。2016 年，经乌
兹别克斯坦知名作家和各方努力，我国
文学巨匠老舍先生的《猫城记》乌兹别克
语版成功发行，填补了中国当代文学作
品乌兹别克语翻译的空白。

昔日，两个古老民族在共同缔造丝
绸之路盛景过程中结下了深厚友谊；如
今，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乌间这份情
谊将历久弥新，彼此联通的民心也将靠
得更近。

文化互动不断拉近中乌民心
本报驻塔什干记者 李遥远

“90 后”货运员苏吉彤这几天忙坏
了。作为中铁联集青岛中心站的铁路计
划货运员，他每天要负责了解客户发运
需求，审核客户提供的货物运单并将受
理的运单按规定录入场站系统，再根据
中心站现场作业情况排定集装箱装车计
划。仅 5 月 25 日一天，中心站就发出了
两趟中亚和石龙班列，每天两列对开的

“胶黄小运转”更是“常规项目”。
苏吉彤是中铁联集青岛中心站一名

日勤班长，2015 年毕业后来到这里工作。
虽只有两年时间，却见证了“一带一路”背
景下中心站的跨越式发展。

他刚工作那年，中铁联集青岛中心站
货源偏少，处于“吃不饱”的状况。后来，青
岛发往中亚地区的货运班列“青岛号”开通
运行，省内部分城市的过境货物开始搭乘

“青岛号”前往中亚。两年间，中心站国际
国内班列不断增多。在开通了“胶黄小运
转”省内循环班列，胶州至乌鲁木齐、西安、
郑州、洛阳、宁夏西大滩、成都、新疆库尔勒
7 条省际固定班列的同时，还开通了“中亚
班列”“中韩快线”“中蒙班列”“东盟专线”

“中乌直通班列”（试运行）等 5 条国际班
列，并成功打通了中蒙俄、中国—中亚—西
亚、中国—中南半岛等三大经济走廊。

苏吉彤告诉记者，“随着中心站‘中亚
班列’‘石龙班列’等班列成功运行，我学会
了怎么算时间账和经济账”。

苏吉彤所说的时间账和经济账是这
样的：一个装有液晶玻璃面板的货柜在
韩国仁川港海运到青岛港，办理完通关
后，由卡车运到中铁联集青岛中心站，通
过胶州至石龙快速班列，发往广东石龙；
胶州至石龙班列只需要38小时，比公路
运输快4个小时，成本降低三分之一。

随着胶州多式联运监管中心基础设
施的完善，以及数字技术的推广应用，苏
吉彤每天处理的货物运单越来越厚。尤
其是“胶黄小运转”开通后，进出青岛港
的集装箱按船期在中心站集结成列，然
后通过“公交化”固定班次短途班列实现
快速集港和疏港，从海上源源不断而来
的世界各地货物，得以在青岛快速“转
乘”铁路、公路、空运，更便捷地抵达目的
地。借助胶州多式联运优势，中心站国
际班列满足着丝路沿线国家间国际联运
货物日益增长的运输需要。

苏吉彤说，如今，胶黄班列开始出现
趟趟“爆仓”的局面，“班列已得到越来越
多客户的认可，中亚班列也由开始每周
1列逐渐增加到现在最少每周3列，石龙
班列由每周3列增开至每周4列”。

国际班次的增多，覆盖到了更多“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越来越多的企业选
择通过中心站来发运货物，这些货物大
多是汽车零配件，从青岛装箱后，通过中
亚班列到达阿拉山口和霍尔果斯两个口
岸站，然后再转运到中亚五国。下一步，
中心站还将在现有基础上增发班次，开
通至全国各地的新班列，我必须要提高
工作效率，迎接新挑战。”苏吉彤说。

从“吃不饱”到“吃不下”，这种幸福
的烦恼仍在继续。今年一季度，中铁联集
青岛中心站班列到发开行 428 列，同比
增长 24%，其中，发送 286 列，到达 142
列，货值近1亿美元，货重近40万吨。

“90后”苏吉彤眼中的国际班列：

从少人问津到趟趟“爆仓”
本报记者 刘 成 通讯员 李颖慧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开幕式主旨演讲中表示，
中国将加大对“一带一路”建
设资金支持，向丝路基金新
增资金 1000 亿元人民币，
鼓励金融机构开展人民币海
外 基 金 业 务 ，规 模 预 计 约
3000 亿元人民币。中国国
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将
分别提供 2500 亿元和 1300

亿元等值人民币专项贷款，用于支持“一带一路”基础设施
建设、产能、金融合作。

“对‘一带一路’加大资金支持，增加合计 7800 亿元的
资金规模，这是随着‘一带一路’发展，根据发展需求扩大的
实际情况，对资金规模的调整。”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
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王文认为，这一务实的方式进一步印证了“一带一路”
不只是一个宏大的设想和倡议，而是实实在在举措。“我们
拿出真金白银在与大家合作，这代表了中国的决心和勇气，
更反映了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底气’，以及未来与各国
合作的诚意。”王文认为，这7800亿元不是援助也不是无息
贷款，而是“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引子基金”，将撬动更多资
金投入“一带一路”建设，发挥杠杆作用。

“‘一带一路’建设，金融理应先行。”王文表示，金融在
其中起到了“血液”的作用，没有金融，“一带一路”难以成
功。满足“一带一路”建设的巨大资金需要，才能推动项目
的落地。

“相比于其他‘四通’，金融要补的课最多。”王文表示，
“未来最关键的是，提高人民币使用的普及率和加强相关投
融资的机制建设”。

在“一带一路”倡议引领下，我国对外投资规模将不断
扩大。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且差异较大，涉及数十
种货币，一些国家在金融系统化和制度化方面发展仍然较
为滞后，其中不少严重依赖外币。在这些经济金融发展水
平不一的沿线国家和地区间实现资金融通并非易事。

王文认为，目前来看，沿线的大量投资和贸易若都使用
外币，在汇率剧烈波动时，可能会导致较大风险，一旦发生
国际金融危机，会对沿线国家和地区造成巨大冲击。如果
使用人民币来支持“一带一路”建设，可以有效降低货币的
错配风险。一旦各国在经常项目下和资本项下实现本币兑
换和结算，就可以大大降低流通成本，增强抵御金融风险的
能力，提高本地区经济竞争力。

对于“一带一路”的资金融通来说，建立一个完善的货
币稳定市场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各方面合作的基
础，大量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项目和贸易流动，需要建
立发达的投融资体系，为其提供稳定可靠的资金供应。

王文认为，在当前“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人
民币的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从境外来看，人民币资
金存量大但交易便利化程度不够高，境外流通渠道的畅通
程度也显得不足。此外，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需要建立
在一定数量和种类的产品基础上，这仍然是当前离岸市场
的短板。“因此，服务‘一带一路’建设，金融方面还需努力，
尤其是在人民币国际化及投融资体系建设方面还有很长的
路要走。”王文说。

本报墨尔本电 记者翁东辉报道：由
澳中“一带一路”产业合作中心主办的北京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论坛巡回报告会日前
在墨尔本举行。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州长
丹尼尔·安德鲁斯、中国驻墨尔本总领事赵
建、澳大利亚前贸易部长罗布，以及联邦和
州政府官员、著名企业家近百人出席了报
告会。报告会旨在持续宣传“一带一路”的
重要意义，进一步促进澳大利亚产业和公
司企业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中来，并重
点关注双方切实可行的合作方向和落地
项目。

维多利亚州州长安德鲁斯说，“一带一
路”的未来愿景对相关国家和整个区域都
具有重要意义。澳中合作要“超越交易”，
应大力推进人文交流、增进了解信任、建立
长期伙伴关系。这也是维州“中国战略”的
主要目标。维州与中国的交往历史悠久，
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合作与时俱进。同
时，华侨华人为维州经济发展作出了杰出
贡献。维州珍视与中国的友谊，重视与中
方加强合作，支持澳中自贸协定，欢迎更多
中国企业落户维州。

赵建总领事表示，不久前，“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成功举行。在高
峰论坛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全面阐释
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
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提出了“一带一
路”建设的下一步合作方向，那就是加强政
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
心相通，共建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
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论坛取得圆满成
功，达成一长串的合作项目清单。

他希望中澳双方抓住历史机遇，加强
政策沟通和发展战略对接。中澳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的建立和中澳自贸协定的落地实
施，为开展全方位合作奠定了良好的政治
和经济基础。

撬动更多资金投入“一带一路”建设
——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

本报记者 陈果静

澳大利亚举办“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论坛巡回报告会

如果你以为中保合作仅仅局限于传统的经贸领域，那
你的认知该更新了。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两国合
作水平日益提高，数字经济已成为中保合作的新亮点。

日前，保加利亚电信公司联合保加利亚工业家联合会、
中国华为公司在索非亚举办了以“打造更美好的全联接社
会”为题的峰会，华为与保加利亚电信公司宣布，将联手为
保加利亚打造云中心，实现强强联合。

保加利亚电信公司董事会主席鲁塞夫说，与华为达成
重要共识，旨在将保加利亚建设为区域信息技术中心。保
加利亚电信公司具有十分发达的网络和众多用户，建设区
域云中心优势明显，借助华为的力量可以为客户提供更好
的服务。华为轮值首席执行官郭平表示，华为将聚焦信息
和通信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做创新的云技术提供者，助力保
加利亚“智慧国家”和“智慧城市”建设。保加利亚经济部长
卡拉尼科洛夫表示，两者强强合作，将有力推动保加利亚成
为区域信息行业中心。

华为帮助保加利亚打造云中心只是中保合作的一个典
型。随着“一带一路”合作日益深化，两国在数字经济方面
有着广阔的合作前景。例如，为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的对接和交流，中关村管委会和中关村创新主体的代表
前不久参加了由保加利亚科创孵化机构主办的第八届欧洲
年会，并与年会主办方之一索非亚科技园举行对口会谈，探
讨双方合作途径。访问期间，中关村管委会的代表还与保
加利亚经济部、索非亚科技园、保中商业发展协会等单位有
关负责人就进一步深入合作展开了探讨。

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这是“一带一路”合作的重要
目标。中国企业努力在保打造数字经济的合作新模式与保
加利亚自身发展战略正好契合。2017年初，保加利亚提出
了“实施工业 4.0”的发展战略，发展数字经济是其中一项
重要内容。信息技术部门是出口导向型的，为保加利亚创
造了大量高附加值的工作岗位。这正是保加利亚努力将其
打造为巴尔干数字中心的出发点。

保加利亚在信息技术方面的快速发展，也为中保两国高
科技企业间的合作提供了动力。目前，保加利亚信息技术行
业已占其经济增加值的4.5％，信息技术行业约有10000家
公司，每年总营业额超过10亿欧元。预计到2020年，保加
利亚该行业营业额和就业人数将比现在再翻一番。

中国企业特别是数字科技企业的强势崛起，在保加利
亚引起了广泛关注。正如保加利亚数字边界基金会创始人
和执行主席普拉门·鲁塞夫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所说，

“一带一路”倡议给世界提供了更多与中国合作的机会，中
国在包括数字经济等许多领域拥有众多优势，是理想的合
作伙伴。保加利亚数字科技企业愿与“一带一路”建设对
接，与中国企业展开更多合作，分享合作成果。

本报巴黎电 记者李鸿涛报道：《友
谊地久天长》海南风情特色歌舞晚会日
前在巴黎拉尼拉格剧场及巴黎中国文化
中心多功能厅成功举行。约200名中法
观众共同欣赏了演出。

据该剧团编导蒙麓光介绍，巴黎拉
尼拉格剧场的演出在歌舞节目《请到天
涯海角来》热烈欢快的节奏和旋律中拉
开帷幕，随后海口市艺术团十余名演员
轮番为观众献上了规模宏大且极具海南
风情特色的15个节目。

巴黎中国文化中心多功能厅是小剧
场，更拉近了观众与演员之间的距离，使
得演员精湛的舞蹈技艺得到充分体现。
器乐互动节目中，黎族乐师使用树叶演
奏了一曲耳熟能详的《友谊地久天长》，

道出了所有演员的心声——“久久不见
久久见，请你常到海南来”。

在此次系列演出中，艺术团在节目
上作了精心的编排，尤其注重突出海南
元素。专门带来了在全国少数民族文艺
会演上荣获剧目金奖的原创歌舞诗《黎
族家园》片段，融合国粹艺术的舞蹈《说
唱脸谱》、黎族槟榔花组合《摇篮调》、
美轮美奂的《吉庆有鱼》、风趣幽默的《老
公老婆》等，这些极富海南地域特色和中
国元素的演出，博得了现场观众的青睐。

一位名为皮埃尔的法国观众激动地
说：“无论是表演还是服饰，海口市艺术
团呈现的每一个环节都是那么完美，尤
其是极具特色的黎族服饰。希望以后有
机会能去中国旅游，去海南岛领略歌舞

中呈现的当地风情。”另一对会说中文的
母女里卡和安娜比表示：“我们的祖辈曾
经在中国海南省居住，我们的家族和海
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很有幸能够观
看今天的演出。”

著名作曲家王洛宾说过：“丝绸之路
是用美丽的民歌谱成的。”无论是两千多
年间的历史因缘，还是当前格局下的互
利共赢，音乐、舞蹈作为“无国界的语
言”，都是“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外交流互
通的重要载体。此次演出将海南的名片
传递给世界各国人民，认识美丽的海南、
友好的海南人民，对中法两国的文化交
流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法国巴黎演绎海南特色风情

乌兹别克斯坦的“汉语热”近年来持续升温，当地学生和普通民众

学习汉语的热情高涨，一大批热爱汉语、仰慕中国文化的青年学生正

成为“丝绸之路上的使者”，“欢乐春节”“快乐中国行”等一批文化活动

在当地社会广为人知，成为当地民众了解中国、感知中国的重要窗口

华为与保加利亚电信联手打造云中心——

数字经济成中保合作新亮点
本报驻索非亚记者 田晓军

本版编辑 徐 胥 图为晚会表演现场。 李鸿涛摄

国际班列是国家规划和支持

的项目，将亚洲这么多国家通过

铁路连接在一起，能参与其中，我

感到特别光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