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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患者带来光明

兰卡医院是科伦坡最大的公立医
院。11月10日上午9点，医院主楼10层
候诊室里已坐满了等待就诊的白内障患
者。他们在兰卡医院医护人员的组织下
有序地做术前检查，然后安静地等待让他
们重见光明的手术。

让外国专家来做手术放心吗？69岁的
老人德哈马斯芮的右眼自从两年前患上白
内障，视力越来越差。陪同他前来检查的家
人苏斯表示，中国医疗专家此前在斯多次
开展手术，在当地有着良好的口碑和声誉，
所以老人非常信任中国医生的水平。

参与本次光明行的几位中国医疗专
家都有着丰富的对外医疗援助经验。其
中，姚晓明博士是国内眼科专家，多年来
一直在国内贫困地区和“一带一路”相关
国家开展免费公益医疗。

为了提高效率，两三台手术在同时展
开，几位医生在显微镜前一丝不苟地操刀
手术，兰卡医院护士积极配合。只见医生
小心翼翼地用一把三角形手术刀在角膜
边缘切开一个长度仅3毫米的微小切口，
这种构型术毕不用缝线，然后伸入超声探
头将所谓的“内障”也就是浑浊的晶体核
劈开、粉碎后吸取出来，再通过特制的推
注器将进口可折叠人工晶体放置入眼内，
最后消毒包扎，手术就算完成了。然后，
医生又马不停蹄地开始下一例手术。对
于一个熟练的“快手”医师来说，不到 10
分钟就可以帮助一位病人重见光明。

其实，这种看似简单的手术离不开医
生的高超技艺以及医疗队前期所做的大
量准备。同行的护士长陈娟说，虽然兰卡
医院已经代表了当地最高医疗水平，但眼
科设备仍相对落后。例如，斯里兰卡当地
的消毒设备半个小时才能完成一次消毒
过程，医疗队从国内带来的消毒锅每三五
分钟就可以消毒一次。手术用的超乳仪、

显微镜、快速消毒锅这些设备都是医疗队
从国内千里迢迢带来的。

医疗团队克服了种种困难，最终高
效、顺利地完成了 100 例手术。手术后，
主刀医生对患者一一复查，百名患者的手
术效果都很好，除个别晚期白内障患者还
需要时间恢复外，绝大多数患者的角膜都
清亮、透明，没有并发症出现。

助力扶贫彰显担当

此次斯里兰卡光明行公益医疗项目
特意选择了家境困难的患者。很多当地白
内障患者没有做手术，一个重要原因是被
高昂的手术费用拒之门外。在中国这样一
台手术费用大约在1万多元人民币，斯里
兰卡虽然实行全民免费医疗，但个人承担
的耗材部分也需三四千元人民币，这相当
于一个普通斯里兰卡家庭好几个月的收
入，对于贫困家庭来说更是不堪重负。

被白内障困扰四五年的斯里兰卡人
南达沃娣在术后表示，此前正是因为手术
费用比较昂贵所以一直没有治疗，这次得
知这个消息就马上赶来：“现在看东西清
楚多了，感谢来自中国的专家！”

姚晓明说，对于斯里兰卡这样的发展
中国家而言，公益医疗援助避免了很多家
庭因盲致贫、因病返贫，充分展现了中国
作为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大国的形象。

兰卡医院院长维玛尔·卡兰达戈达代
表这些患者感谢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
的医疗援助，期待未来能有更多深度合作。

除了资金上的帮助，这样的医疗合作
也有助于提升当地医疗水平。共同参与
手术的成都爱迪眼科医院业务院长连浩
表示，之前在斯里兰卡多次参与白内障公
益手术，此次最突出的感受是与当地医院
医护人员配合更加默契，手术环境更加舒
适，从很多细节上可以感觉到斯里兰卡整

体医疗水平在提升，这样的进步令人欣
喜，这与中国长期提供医疗技术支持、开
展医疗技术培训都是密不可分的。

讲好中斯友好故事

人们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斯里兰
卡的眼睛，正成为中斯两国人民心灵相通
的一扇窗。斯里兰卡国际眼库高级经理
贾纳特介绍说，中国和斯里兰卡在眼部疾
病领域有很多合作，斯里兰卡国际眼库从
上世纪60年代至今已向全世界捐出6万
多枚角膜，其中向中国捐赠了约 7000 枚
角膜，让中国盲人重新看到了世界。

当前，中斯务实合作正在两国人民的
期盼下稳步推进。中国是斯里兰卡第二
大进口国和第二大游客来源国，仅 2018
年斯里兰卡就接待了约30万人次中国游
客 。 中 斯 共 同 经 营 管 理 的 第 二 大 港
口——汉班托塔港业务飞速发展，“一带
一路”重点合作项目科伦坡港口城建设正
如火如荼，中斯合作的“南亚第一高塔”莲
花电视塔成为斯里兰卡的新地标……

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程学源表示，中

斯友好合作已逐渐成为斯各党派共识，与
中国的友好合作在斯里兰卡成为“加分
项”。中方同斯方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不
断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实现了两国互利
共赢、共同发展。务实合作要深耕中斯民
意基础，文化交流和医疗合作在其中扮演
着重要角色。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华民
族故事、讲好中斯友好故事是我们处在这
个伟大时代义不容辞的责任。大使感谢
光明行团队成员为促进中斯友好所做的
贡献，这一务实活动也将日益得到斯里兰
卡人民的认可。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医疗与文化合作
等人文交流在为中斯“民心田”浇水施肥。
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理事长耿静表
示，本次赴斯里兰卡开展公益医疗活动，是
基金会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生动实
践，也是基金会面向“一带一路”国家在民
生项目上的进一步尝试。中国华夏文化遗
产基金会光明行活动对促进中斯交流互通
意义深远，帮助更多斯里兰卡人民重获光
明，也是在互帮互助中将中斯人民的心拉
得更近。希望未来能够进一步深化合作，
让更多人感受到慈善大爱的澎湃力量。

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在斯里兰卡免费实施白内障复明手术——

擦亮中斯友好“心灵之窗”
本报记者 徐 胥

“阅读规划、走进工厂、访问民巷、深
入基地、参加座谈、参观示范区……我们
与中国有了一次立体对话的机会，这是百
科全书式的。”突尼斯《曙光报》总编辑穆
罕默德·福拉缇对访学班的调研很满意。

“在这里生活有幸福感”

作为古丝绸之路上贯通东西方文明
的重要桥梁，甘肃区域内有50多个民族
聚居融合。这里各民族风情独具特色，
均保持着各自的传统文化习俗和特有的
生活风貌。

突尼斯《大众观点报》社长穆罕默
德·哈姆鲁尼在兰州街头看见了一位回
族同胞，激动地走上前去用阿拉伯语同
对方打招呼，在对方只能用手势示意不
懂阿拉伯语以后，他仍然高兴地回复：

“你的帽子跟我们是一样的。赞！”
穆罕默德·哈姆鲁尼眼里充满了对

中国的喜爱之情，对黄河两岸人民的生
活感到欣喜，还对兰州特色美食赞不绝
口。“这像一个食材的‘大花园’。”在他看
来，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有很多饮食
习惯是一样的，这是一种友谊的见证。

曾经的黄河，在提供农业灌溉的同
时也会洪水泛滥。现在黄河干流防洪工
程，重要城区段按100年一遇标准设计，
保护着城乡居民生命财产安全。城市规
划馆、兰铁泵站、黄河铁桥……两岸的景

点为在这里生活的人们提供了丰富的精神
享受。在南滨河路，看着出来遛弯的百姓、
唱着秦腔的民间艺人、跳着广场舞的大妈
……阿曼报业集团副总编辑哈穆德·阿勒
马赫里兹感慨：“在这里生活有幸福感。这
座城市很美丽，生活也会过得很美满。”

“这里的发展有智慧‘大脑’”

“中国的生活真便利，凭借一部手机就
可以做这么多事情。”《苏丹人报》记者苏
珊·哈里发在成都的酒店柜台偶遇快递业
务办理，亲眼看到用手机可以下单、支付，
还能跟踪物流信息实时掌握包裹位置后惊
叹：“这里的发展有智慧‘大脑’。”

智慧“大脑”还被应用到现代农业，从
地里“长”出“黑科技”。在兰州新区现代农
业示范园有蓄热能大棚、可移动日光温室、
智能化玻璃温室、潮汐灌溉、水肥一体化等
技术都在“服务”于一排排绿油油的果苗，

让它们“吃”得饱、“喝”得足、“睡”得暖……
传统农业中水、肥、温度等问题被一一解
决，种植不再受自然条件限制。

这正是让科摩罗《祖国报》编辑艾哈迈
德·穆罕默德一直念念不忘的地方，他表达
了殷切希望：“农业是科摩罗的经济支柱产
业，但还没有发展到这样的先进水平。希
望中国与科摩罗能有更多的农业技术交流
与合作。”

无论是在兰州还是在成都，突尼斯晨报
媒体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穆罕默德·沃
尔塔塔尼都特别关注城市发展建设过程中
的古文化保护，他表示：“这种古与今的结
合，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很需要智慧，我们阿
拉伯国家也应该这样做。”

“感谢中国贡献了世界方案”

“这些铁路通道是贯穿中国与世界各
国的‘大动脉’，能带动中国和世界经济共

同发展、共同进步。”黎巴嫩《阿拉伯人看
中国》网站总编辑阿里·拉亚赞叹兰州国
际港的发展。

兰州国际港务区位于“‘丝绸之路经
济带’甘肃黄金段”重要节点,是“一带一
路”重要的国际物流中转枢纽和国际贸易
物资集散中心。2017年，兰州港全面开
通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实现了中国西南
与西北、中西亚与东南亚、“一路”与“一
带”的三连通。像这样一头连着中国，一
头通往世界的“大动脉”，还有始发自成
都青白江区国际铁路港的蓉欧快铁，其
货物运输时间为海运的三分之一，运输
成本仅为空运的八分之一。

“‘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与世界各
国的合作搭建了广阔平台。”曾经在中国
生活过一年的毛里塔尼亚新闻网创始人
兼总编辑阿勒穆斯塔法·艾乐卜说。

“这个项目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
义，不仅帮助中国加强了同欧洲、非洲、
亚洲等地的经济联系，也增加了沿途各
国的进出口贸易机会。”穆罕默德·沃尔
塔塔尼说，“感谢中国贡献了世界方案，
这对国际经济建设具有示范性作用。”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
园。”这是“一带一路”新闻合作联盟短期
访学班学员们共同的感受：“一带一路”
倡议正在不同文明之间架设起互学互
鉴、互助互利的桥梁，促进参与国家的经
济增长、贸易繁荣，造福世界各国人民。

“我们与中国有了一次立体对话机会”
——“一带一路”新闻合作联盟短期访学班第二期调研记

本报记者 朱文娟

随着“一带一路”合作不断深入，各国间法律和司法
部门的合作变得越来越重要。日前，由中国法学会主办
的中国法治国际论坛（2019）在广州召开。本次论坛聚
焦“深化法治国际合作 服务共建‘一带一路’”，为各国
互学互鉴搭建平台，凝聚更加牢固的“一带一路”法治合
作共识。

法治是共建“一带一路”顺利运作的重要维系。论坛
上，来自中国以及“一带一路”沿线的 40 余个国家、4 个
国际组织约 400余名代表认为，法治是共建“一带一路”
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和保障，法治合作是“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我们应该重视为包括‘一带一路’在内的国际投资
合作创造良好法治环境。”尼泊尔首席大法官科伦德拉·
舒穆舍表示，公正有效的司法制度不仅有助于解决贸易、
投资和知识产权纠纷，而且能确保各国间经济合作的有
利环境。

加强法治合作是深化政治互信的重要基础。“一带一
路”建设涉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顺利推进离不开政
治互信。与会专家代表认为，共建“一带一路”要尊重国
家主权，遵守东道国的国内法，通过多双边合作协议、备
忘录等方式确定合作领域、合作方式、合作项目，将合作
置于法律和规则的框架内。

“确保建立高效的争端解决机制极为重要。在全球
化的背景下，重要的是要在尊重国家主权的前提下积极
与各国接触合作。”斯里兰卡首席大法官贾扬塔·贾亚苏
里亚说。

目前，中国已建立了“一带一路”国际商事纠纷解决
机制。为依法及时公正审理国际商事案件，平等保护中
外当事人合法权益，中国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国际商事法
庭。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罗东川表示，共建“一带一
路”是国际贸易投资的新平台，是完善全球经济治理的新
实践。中国法院将发挥国际商事法庭的国际影响力，进
一步完善涉“一带一路”案件的法律适用，为国际商事规
则完善贡献中国司法智慧。

中国法治国际论坛（2019）聚焦深

化法治国际合作——

法治保障“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李万祥

本报讯 记者李彦臻报道：日前，由华中科技大学主
办的第五届“全球治理·东湖论坛”——“‘一带一路’与全
球治理”国际研讨会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中国、德国、
马来西亚、摩洛哥、印度、蒙古、希腊等 10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代表出席。

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元元在致辞
中表示，“一带一路”建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平
台，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必将为世界经济
增长注入新动力，为全球发展开辟新空间。

湖北省人民政府研究室主任覃道明认为，“一带一
路”倡议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创新，以经济互通促进政治互
信、民心相通和文明互鉴，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通
过“一带一路”共商、共建、共享平台，湖北与沿线国家和
地区共赢共进，从一个视角充分验证了这一伟大构想具
有重大战略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论坛设有1场大会报告、4场主旨演讲和3个平行论
坛，从事“一带一路”、国际关系、全球治理等相关领域研
究的国内外专家学者，围绕全球化变局与中国的新角色
等议题展开讨论。

“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国际研讨会召开

本报达喀尔电 记者宋斌报道：日前，位于达喀尔市
郊区的中国农技组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学生——来自孔
子学院的百余名大学生。他们将在这里接受中国农业技
术专家提供的为期3个月的农业技能实地培训。本次培
训在塞内加尔农业部指导下，由孔子学院与中国农技组
首次合作举办。

仪式上，塞内加尔农业部培训中心主任法耶表示，作
为农业国家，农业技术提高及其产业发展、实现农业农村
振兴等一直是未来国民经济优先发展的方向之一，希望
参训大学生们珍惜机会、认真学习中国农业技术，为国家
振兴出力。

据中国农技组组长周建鹏介绍，为期 3 年的本期农
业技术援助项目即将到期，3年内中方专家践行了“授人
以渔”的理念，留下了一片沃土、传授了一批技术。本次
培训依然坚持该原则，将采用理论培训与实地操作相结
合的方式，传授中国农业发展技术与经验。

截至目前，本期中国农技专家通过深入农户实地指
导、接待“上门求教”以及组织培训等方式共培训了2400
多人次，传授了实用技术20多项，得到了塞方各界好评。

塞内加尔学生接受中国农技专家培训

由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组织的“一带一路”中医药针

灸风采行活动日前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举行。当天的活动

通过学术研讨、展览等形式在捷克推广中医知识。图为

中医专家在为患者诊疗。 （新华社发）

中医药针灸风采行走进捷克

在10月份至11月份期间，来自阿拉伯语国家和俄语国家共20
个国家41家媒体的43位资深媒体人，参加“一带一路”新闻合作联
盟短期访学班第二期活动，分别前往甘肃、四川、山东、江苏采访调
研。他们用脚、用眼、用心体验中国在各个领域取得的发展成就，重
新认识一个更加开放、自信、热情的中国，也更加全面地了解了“一带
一路”的时代内涵和现实意义。

斯里兰卡被称为“印度洋
上的一滴眼泪”，更因曾向世
界多国捐赠眼角膜被誉为“世
界的眼睛”。但由于医疗水平
有限、手术费用较高等原因，
很多当地人仍深受白内障等
眼部疾病困扰。日前，应斯里
兰卡斯中社会文化合作协会
邀请，隶属于文化和旅游部的
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在
科伦坡开展了斯里兰卡光明
行活动，在兰卡医院免费为当
地 100 名白内障贫困患者实
施白内障手术，帮助他们重见
光明。

左 图 姚

晓 明 医 生（右

一）正在为患者

做手术。

下 图 连

浩 医 生 为 手 术

后 的 患 者 进 行

复查。

谭小颖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