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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出席马塔雷拉举行的欢送仪式
新华社罗马3月23日电 （记者黄

尹甲子 李建敏） 国家主席习近平23日

在罗马出席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举行

的隆重欢送仪式。

当地时间上午9时50分许， 习近平

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总统府。 两国元首

亲切话别。 习近平感谢马塔雷拉总统

和意大利政府的热情接待。 习近平指

出， 此访期间， 我同总统先生等意大

利领导人进行了深入友好的会谈会

见， 加深了双方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

作 。 中意双方要进一步密切高层往

来， 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

新台阶。

茛 下转第三版

习近平在法国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荩 刊第三版

共同推动中意关系进入新时代
中国和意大利分处古丝绸之路两端，开展“一带一路”合作天经地义

习近平同意大利总理孔特会谈，强调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看待把握中意关系

新华社罗马3月23日电 （记者郝薇薇 骆珺 蒋国鹏）国家

主席习近平23日在罗马同意大利总理孔特会谈。

习近平指出， 中意关系植根于双方千年交往的历史积淀

中，拥有深厚民意基础。近年来，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深

化， 为各自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助力。 中意互为重要战略伙

伴。双方要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把握中意关系，

以今年中意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5周年和明年两国建交50

周年为契机，共同推动中意关系进入新时代，使各领域务实合

作成果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习近平强调，中意双方发展目标契合，经济互补性强，合

作前景光明。中方愿同意方一道，全面扩大和深化双边关系。

双方要加强顶层设计，夯实政治基础，加强高层交往，密切各

部门各层级对话， 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

上相互理解和支持。中国和意大利分处古丝绸之路两端，开展

“一带一路”合作天经地义。我们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遵

循的是开放、透明原则，实现的是合作共赢。中意要以签署政

府间“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为契机，加强“一带一路”倡

议同意大利“北方港口建设”、“投资意大利计划”对接，推进各

领域互利合作。要密切利益融合，推动合作优化升级，在空间

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环境、能源等优先领域取得更多早

期收获。要深化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协调，共同推进能源、金融、

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第三方市场合作。 要以2020年两国互办

文化旅游年为契机，推动两国世界遗产地结好，加强博物馆、地

方、民间、体育等交流合作。要携手倡导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

化，继续就联合国事务、世界贸易组织改革、气候变化、全球治

理等重大问题加强沟通，共同维护多边主义。茛 下转第三版

上海西岸：打造公众参与度最高“文化场”

20个文化艺术场馆举办近40场文化活动，昨天揭幕的文化艺术季将持续至6月30日

本报讯 （首席记者顾一琼） 昨天， 随

着全球顶尖艺术团体 TeamLab （团队实验

室） 在历经改造后的油罐艺术中心内启动首

次个展 ， 2019 西岸文化艺术季由此揭幕 。

记者获悉， 整个艺术季将持续至 6 月 30 日，

西岸区域内 20 个文化艺术场馆将举办近 40

场文化活动， 涵盖艺术、 设计、 时尚、 生活

方式等多个门类。 这段最透气的滨江岸线，

也将被打造成今年春夏市民公众参与度最高

的 “文化场”。

随着滨水空间的全线贯通以及西岸传

媒港等一系列商务区逐步开放 ， 西岸文化

艺术季将进一步打通文化空间 、 商务空间

和公共空间 ， 通过文化活动的植入 、 文创

产业的驱动 、 文娱体验的创新 ， 实现美术

馆大道与西岸传媒港、 户外水岸有机串联，

刷新和丰富区域多元化的生活体验 。 以去

年为例， 西岸文化艺术季全年共推出 92 场

活动， 参与人数 110 万人次， 其中不少还是

海外来沪者。

今年 1 月， 上海西岸被授牌成为 “徐汇

区全球新品首发地”。 未来， 在 AI （人工智

能） +Art （艺术） “双 A” 引擎引领下， 西

岸文化艺术季将进一步发挥 “全球新品首

发地 ” 的品牌影响力 ， 以多载体 、 跨平台

联动的集聚效应 ， 打通文化产业链各个关

键环节 ， 全力打响 “上海文化 ” 与 “上海

购物” 品牌。

随着西岸众多艺术场馆陆续走热， 一系

列国际一线品牌的首秀首发接连在西岸上

演。 宝马和雷克萨斯全球新车首发、 迪奥蓝

调之夜、 爱马仕新品首秀、 香奈儿年度品牌

首展等 。 同时 ， 安迪·沃霍尔 、 KAWS、 路

易丝·布尔乔亚等国际顶级艺术家在华首展

也纷纷落子美术馆大道。

业内人士在乎的是 ， “有标识度的区

域” “更多跨界多元的因素” 以及 “越来越

完备的艺术产业链”， 这些元素叠合在一起，

让 “打着飞的来看展” 都很值得。

茛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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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唐闻佳）耶

鲁大学在美国本土以外建立的第一

个实体研究院昨天落户上海。 上海

交通大学医学院—耶鲁大学免疫代

谢研究院正式成立并启动建设。上

海交大医学院和耶鲁大学将用三到

五年时间， 联手打造世界一流免疫

代谢研究机构， 力争在肿瘤等免疫

代谢相关领域及危害人类健康重大

疾病方面取得关键突破。

该研究院将成为上海融入全球

创新网络的重要新纽带， 助推上海

在更大范围、 更高层次集聚生物医

药创新资源。

耶鲁大学校长彼得·沙洛维在

给上海交大医学院院长、 中国科学

院院士陈国强的邮件中表示， 拓展

加深与上海交大医学院的合作是其

“任期内的重要事务”。

该研究院首任院长由耶鲁大学

免疫学系创始人理查德·福莱威尔

与上海市免疫学研究所所长苏冰教

授共同担任。理查德·福莱威尔是美

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美国国家医学

院院士、英国皇家学会会士，未来他

每年都将安排访沪4至6次， 且保证

每周一次在中美间的实验室参加视

频会议。

耶鲁大学医学院是世界知名生

物医药创新与医学临床教育科研中

心，免疫生物学系是其旗舰学科，根

据2016年耶鲁大学规划的 “下一个

十年最优先发展方向”， 炎症科学

（免疫学）位列五大方向之一。

因为201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

学奖颁给在 “肿瘤免疫治疗” 领域

取得突破的科学家， “免疫” 一词

受到大众广泛关注。 而在科学界，

免疫代谢领域早在许多年前就已

吸引大批顶尖科学界 、 实验室的

目光。

资料显示， 基于免疫学理论和

技术发展的疫苗、 抗体在疾病防治

上已取得瞩目进展———消灭天花、

控制脊髓灰质炎、有效治疗肿瘤等。

2017年全球免疫相关类药物销售总

额达845亿美元，在全球医药市场占

绝对优势地位。

陈国强表示， 希望该研究院成

为上海“科改25条”落地推广的新标

志， 试点 “人才特区”“学术特区”政

策，进一步为创新“松绑”，让科研成

果迸发。

同时， 该研究院将主动对接张

江实验室的战略部署，构建“基础—

临床—产业”全链条创新研究集群，

为上海市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发展提

供助推力。 上海交大医学院副院长

江帆称，虽然这是一个偏基础科学的研究院，但其成果将惠

及肿瘤、糖尿病等临床疾病，有望成为一个催生新药、新治

疗方案的“孵化器”“发动机”。

上海交大医学院—耶鲁大学联合高峰学术论坛同日举

行，围绕免疫学与健康、癌症和免疫疗法、免疫代谢三个热

点前沿领域展开。

“全民美育”启动上海市民文化节
首日近千场文化活动同步展开

本报讯（记者李婷 实习生雷钰 ）上海市

民文化节昨天以在全市开展“文化服务日”的

方式拉开大幕。历经六年的沉淀，该文化节今

年起将重推“市民美育行动计划”，分三年打

造1000门、5000课时的美育课程，涵盖“城市”

“科普”“人文”“艺术”等不同系列，提升百姓

文化、艺术、美学素养。昨天，以“市民美育在

行动”为主题，近千场活动在文化场馆、商圈、

公园、广场、校园等同步展开，在这个春天里

播撒下美的种子。

“走进这里，不会写诗的人想写诗 ，不会

画画的人想画画，不会唱歌的人想唱歌，感觉

美妙极了。”这是爱尔兰剧作家萧伯纳漫步于

武康路时发出的赞叹。昨天，以夏衍旧居 、草

婴书房对外开放为契机， 徐汇区邀请市民走

进“梧桐深处”有故事的“老房子”，用脚步丈

量和感知城市之美。

茛 下转第二版

《在共同发展的道路上继续并肩前行》

西岸文化艺术季将刷新和丰富区域多元化的生活体验。

（西岸集团供图）

潘冬子“回家”，上芭版《闪闪的红星》赴江西演出
本报讯 （记者宣晶）“小小竹排江中游 ，

滔滔江水向东流 ，红星闪闪亮 ，照我去战

斗……”电影《闪闪的红星》上映45年后，小英

雄“潘冬子”回到了家乡———22日至24日 ，上

海芭蕾舞团在江西艺术中心大剧场连演三场

原创芭蕾舞剧《闪闪的红星》。

上芭版《闪闪的红星》首演于2018年10月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 江西南昌是该剧2019

年全国巡演征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站。 记者获

悉，今年，《闪闪的红星》的足迹将遍及全国20

余座城市， 为全国观众带去50场演出。7月1

日，上芭携舞剧在国家大剧院演出。9月2日至

3日，《闪闪的红星》将回到申城，献演于上海

国际舞蹈中心。

“《闪闪的红星》回家了，感觉很温暖。”上

芭团长辛丽丽说，“《闪闪的红星》印证着上芭

致力于探索中国芭蕾创作的初心， 也担负着

当下艺术工作者对弘扬红色文化、 革命情怀

的重任。它以当代精神、芭蕾语汇、海派风格

重新演绎了红色经典。”

22日晚，距首演还有半个小时，已有不少

观众早早来到剧场。在《红星歌》的乐曲中，故

事从已经成年的红军战士潘冬子的视角徐徐

展开， 行军路上的种种经历与儿时的记忆相

交织，令潘冬子更加坚定了信仰，那就是为救

起更多的母亲、 守护更多的家庭而英勇奋战

到底。演出结束时，全场观众跟着再度响起的

《红星歌》的节奏为演员们鼓掌，很多人早已

热泪盈眶。有观众说，潘冬子是我们江西人的

骄傲，如今看到他重新出现在芭蕾舞剧中，让

我非常激动。每一代人都不应该忘记这颗“闪

闪的红星”。

作为《闪闪的红星》故事的发源地，在江西

这片红色土地上，每一处旧址，每一片草木，每

一幅山水都诉说着“苏区精神” 不朽的真谛。

2018年《闪闪的红星》创排期间，剧组演职人

员就曾在江西革命老区采风， 寻觅着 “潘冬

子”的银幕光影为艺术创作汲取养分。此次，

趁着演出前的装台间隙， 上芭演职人员近百

人前往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重温苏区精神。

《闪闪的红星》印证着上芭致力于探索中国芭蕾创作的初心，也担负着当下艺术

工作者对弘扬红色文化、革命情怀的重任。 （上海芭蕾舞团供图）

学习和阐释党的十九大精神
上海理论界推出阶段性成果

■ 今日本报论苑
版刊发署名文章《通
向理想的人类命运
共同体 》 《探索当代
中国发展之道与强
国之路 》 及专家点
评 ，分别介绍 《新时
代 新思想 新战略
研究丛书》中的两本
专著《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研究》和《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及其建设方略研究》。 这套丛书
是上海理论界学习阐释十九大精神的阶段性成果，

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荩 刊第六版·论苑

习近平在罗马同意大利总理孔特会谈。 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摄
荩 详细报道刊第三版

意大利返还796件套中国文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