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澜湄流域国家合作基础深厚
本报记者 韩 叙

澜沧江—湄公河素有“东方多瑙河”、地区“黄金水道”

的美誉。澜沧江起源于中国青海，流经西藏和云南两省区，

出境后被称为湄公河，流经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

五国，是亚洲唯一具备“一江连六国”独特地缘区位优势的

大河。“共饮一江水”的情谊使得澜湄流域国家合作不仅基

础深厚，而且潜力巨大。

在“同饮一江水 共话澜湄情”——2021 澜湄万里行

中外媒体大型采访活动中，来自澜湄流域六国的多位专家

学者及各界人士分享了自己的观点和建议。

澜湄合作具有天然优势

澜沧江不仅是六国众多民族赖以生存的“母亲河”，也

是一条五彩斑斓的民族文化之河。

“澜湄流域国家不仅地理渊源极深，文化传统也有很多

相似之处。”来自缅甸的汉语国际教育博士龙威认为，澜湄

流域合作具有天然的优势。

来自老挝的大学生裴丽娜也持类似观点。“老挝周边没

有海。对于每一个老挝人来说，湄公河就是我们的母亲。

这条河流也同样滋养了中国、泰国、柬埔寨、越南、缅甸的人

民。我们 6 个国家的人民对于澜沧江—湄公河的感情是很

深的。”裴丽娜说。

2016 年 3 月 23 日，中国和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

南领导人在中国海南三亚举行了澜沧江—湄公河合作首次

领导人会议，共同宣布启动这一新型次区域合作机制，一致

决定建设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5 年多

来，澜湄合作经历了培育期、快速拓展期，迈入了全面发展

新阶段，并在政治安全、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社会人文“三大

支柱”和互联互通、产能、跨境经济、水资源、农业和减贫“五

个优先领域”都取得了巨大进展。

青海民族大学科研处处长张海云认为：“受文化多

样性与自然多样性的双重影响，澜湄流域呈现出不同的

民族生态景观。多个民族‘同源异流’，在文化上多源

兼容，民族间的亲缘关系和基因记忆是合作发展的深厚

基础。”

“澜沧江不仅是一条生态屏障之河、经济发展之河、

文化汇聚之河，更是一条国际联通之河。”云南省社科联

原主席、华中师大特聘教授范建华表示，澜沧江—湄公

河上下游的民族文化非常相近，六国间不仅可以共享文

化资源，还可以共享市场资源。

旅游合作是加速器

西南林业大学副教授成海认为，旅游合作是澜湄合

作的加速器。

“澜湄流域国家自然地理环境、人文风情及物产各具

特色，对于各国人民都具有很大吸引力。这种资源的互

补性就是产生合作动力的源泉。区域旅游合作的实质是

旅游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成海说。

龙威认为，在现代社会，很多人更青睐通过互联网交

流。但是，这种方式无法替代面对面的交流沟通。从这

个意义上讲，跨国旅游将成为打破虚拟交往、促进各国合

作的重要突破口之一。

龙威建议，鉴于当前澜湄旅游面临的现状，应着重以

“畅游澜湄”为目标，提升区域旅游便利化水平。要坚持

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原则，先吸引一批核心城市加入澜

湄旅游城市合作联盟，以此为基础有序推动和扩大区域

内的旅游交流与合作。

“澜湄流域的次区域经济合作是一项国际开发的系

统性工程。推动我国三省区与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

越南 5 国建立冬夏互补式国际生态旅游模式，有利于形

成合作内容丰富、交流往来频繁的国际关系新秩序。”张

海云表示。

推动澜湄经济高质量发展

缅甸外交部官员 Htuann Naung 认为，大多数亚洲

国家都高度关注区域文化、传统和商业的良好合作，因

此，“在澜湄流域可以尽可能多地实施合作计划”。

“小时候，每到棉花成熟的时节，常常看到很多农

民在地里手工采摘棉花。长大后，我通过网络得知，中

国农民使用机器一两天就能完成我们要花好几个月才

能完成的工作。所以，借鉴中国的技术是很重要的。”

裴丽娜最关注的是科技合作，“现代科技不仅应服务于

经济发展，还应应用到生态保护中去。我们可以借鉴

中 国 好 的 经 验 ，用 现 代 科 技 手 段 保 护 好 澜 沧 江 — 湄

公河。”

范建华则更为关注生态保护与文化保护的关系。一

方面，要加强生态环境建设，保护好澜沧江水域的生态环

境，减缓澜沧江流域生态环境的恶化趋势，保护和合理开

发自然资源，维护沿江生态平衡；另一方面，要保护澜沧

江流域丰富多彩的原生态民族文化，加强对民族文化资

源的普查与生产性保护，更加重视边疆多元民族文化这

个软资源。

张海云表示，目前，澜湄流域国家已基本形成了以

交通、能源为龙头，覆盖环境、人力资源开发、贸易、投

资、旅游、通信等多个领域的合作框架。“未来，应努力

构建澜湄流域的区域形象，并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

念融入澜湄流域开发合作中，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

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推动澜湄六国

的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

范建华进一步建议，应充分发挥澜湄流域的地缘优

势，提升其对东南亚的辐射作用，谋划“澜沧江—湄公河

生态·经济·文化带”建设。

“各国在对话的过程中，尤其要注意尊重对方的文

化。把各自的优缺点暂时抛开，沟通效果会更好。”龙威

表示。

10 月 15 日，中国、匈牙利、塞尔维亚

三方在匈牙利境内匈塞铁路沿线的基什孔豪

洛什火车站举行隆重奠基仪式，在三方嘉宾

共同见证下，一段刻有“匈塞铁路匈牙利段

现代化改造纪念”字样的钢轨被埋进车站铁

道旁，标志着匈塞铁路项目取得阶段性的重

要进展。

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宁吉喆在视

频致辞中表示，匈塞铁路是中国—中东欧合

作的旗舰项目，将促进匈塞两国与欧洲其他

地区互联互通，助力两国打造地区交通物流

枢纽，推动欧洲基础设施建设和沿线地区经

济发展，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欧洲发展

战略对接、深化中欧互利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出席仪式的匈牙利创新与科技部部长帕

尔科维奇表示，这是匈中合作最重要的项目，

也是匈牙利经济建设的重要里程碑，匈塞铁

路的开发将为从亚洲到达希腊比雷埃夫斯港

的货物运输建立起高质量的直接连接，匈牙

利更将为中国货物在希腊港口和西欧之间提

供最快的运输路线，使匈牙利成为地区物流

中心。匈中取得的成果不断鼓励我们寻找新

的机遇，深化和扩大与中国伙伴的合作。

匈塞铁路是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至塞

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的铁路，全长

350 公里，其中匈牙利段约为 160 公

里。经现代化改造之后，匈塞铁路将

成为客货共用电气化双线铁路，设计最高时

速为 200 公里，布达佩斯和贝尔格莱德两地

之间的旅程将大大缩减。目前，塞尔维亚段

贝尔格莱德至旧帕佐瓦 34.5 公里左线已顺利

建成通车，匈牙利段南段进入实施阶段，匈牙

利段北段也已启动并进行招标。

匈牙利境内铁路总长度（包括双线轨道）

近 8000 公里，其中只有约 40%的轨道为电气

化线路，轨道和机车老旧、轨道电气化程度

低、运输速度慢已成为制约匈牙利发展现代

运输的瓶颈。

匈牙利已制定出铁路发展规划，将在未

来 10 年至 15 年把铁路当成国内交通发展的

重点。铁路运输具有环保、可持续和运输安

全性，铁路运输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仅为公路

运输的七分之一。发展清洁、节能的铁路运

输，不仅可为整个国民经济服务，同时还可在

气候和自然保护中发挥重要作用，其中的绿

色交通还有利于提高货运的竞争力，助力实

现 2050 年碳中和目标。

因此，匈牙利政府将为铁路运输提供 6

万亿福林的资金支持，其中约 2 万亿福林用

于机车车辆的升级，4 万亿福林用于基础设

施改善。这些投资不仅将使匈国内铁路基础

设施更具竞争力，还将促进与铁路相关产业

的发展。

匈政府近期目标计划翻新 500 多公里的

铁路轨道，对其进行电气化升级改造；还将规

划一条绕过首都布达佩斯、改善首都空气质

量的新货运铁路线；同时计划在从东部到西

部的佐洛埃格赛格到扎霍尼一线兴建多式联

运集装箱码头。

南北鸿沟扩大伤害世界经济
上周，多家国际机构和组织不约

而同发出警告，由于新冠肺炎疫情蔓

延和应对乏力，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

济前景依然严峻。全球不均衡复苏正

导致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而这对世

界经济的长期伤害较疫情有过之而无

不及。

10 月 13 日，世界银行行长马尔帕

斯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已使近 1 亿人

陷入极端贫困，导致全球各地在减贫

方面倒退数年甚至数十年。10 月 14

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决策机

构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发表公报，

呼吁加快新冠疫苗普及，遏制疫情蔓

延，阻止全球经济复苏分化趋势。10

月 17 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国

际消除贫困日致辞时表示，新冠肺炎

疫情对经济和社会造成严重破坏，复

苏不均衡正在加剧南北差距。

有分析指出，收入分配不平等、发

展空间不平衡本已是全球经济治理面

临的最大难点，疫情暴发更使有关问

题进一步恶化。世界银行研究显示，

疫情加剧了国家之间的不平等，2021

年发达经济体人均收入预计增长近

5%，而低收入经济体人均收入仅增长

0.5%。短期内，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

济面临通货膨胀率高企，就业机会减

少，食品、水、电力短缺，工厂和港口关

闭，物流及供应链瓶颈等问题。中长

期看，南北差距的扩大将伤及世界经

济增长前景，使得出现各类风险的概

率增加。

“疫苗鸿沟”是眼下发展中国家面

临的最突出问题。各经济体间呈现增

长分化趋势主要是因为疫苗获取能力

和政策支持上的显著差异。为此 IMF

提出了加快疫苗普及，争取实现全球

疫苗接种率今年年底达到至少 40%、

明年年中达到至少 70%的目标。有观

点认为，跨越“疫苗鸿沟”需要提供有

成本收益的切实可行的方案，特别是

美欧等发达经济体不仅需要加大支援

力度并切实履行已有的疫苗捐赠承

诺，更需要加强与疫苗生产商的协调

力度，取消对疫苗及其生产原料的贸

易限制。

“融资鸿沟”则是近期浮现出的新

难点。由于各国财政实力和政策存在

巨大差异，加剧了南北国家的分化趋势。一方面，发达经济体的财政

政策不仅为经济活动和就业提供支持，而且由紧急救助转向促进绿

色和数字化变革的公共投资。另一方面，新兴市场和低收入国家大

部分人口仍未接种疫苗，融资约束增加，财政支持力度进一步减弱。

从中长期看，如果不能遏制疫情引发的南北差距扩大势头，发展

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能力和空间恐怕会被限制。IMF 财政事务部主任

维托尔·加斯帕尔日前就此表示，疫情给低收入国家带来的持久伤害

容易被掩盖，“将在贫困、不平等和公共财政等问题上带来长期负面

影响”。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不患寡而患不均”。“不均”已成为世界

经济面临的突出矛盾。尽管以中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在为改变这种

状况呼吁和行动，但依然不够，尤其是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在有关问

题上漠不关心甚至以邻为壑，迟滞了全球的

实质性复苏。在全球经济面临通胀和债务高

企等多重挑战面前，不断扩大的南北差距只

会造成新的障碍，只有通过多边合作，才能

真正使世界经济早日走出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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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云南省高速公路澜沧江（昔归）特大桥。

（新华社发）

图② 停靠在老挝万象站的“澜沧号”动车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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