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成为现代化的新全球标杆
塞尔维亚前总统鲍里斯 ·塔迪奇———

今天，当我们谈论中国的现代化，

我们谈论的不仅是中国在各个层面迅
速取得的成就， 更要谈论其成为现代
化的新全球标杆的现象。

中国 “十四五 ” 规划中提出 ，到

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此
举为 “现代化” 一词赋予了新的内涵

和意义。 “十四五” 规划提出， 中国
经济实力、 科技实力、 综合国力将大
幅跃升， 经济总量和城乡居民人均收
入将再迈上新的大台阶。 规划还提出
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愿
景， 这意味着社会主义本身或将迎来
历史性变革。

中国赋予了 “现代化 ” 新的内
涵， 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而西方传统
意义上的现代化因无法应对当代挑
战， 已使全世界停滞良久 。 换言之 ，

尽管 “现代化” 这一理论、 愿景和实
践起源于西方， 但我认为， 变革已经
到来， 它将通过中国的意识形态与实
践而重生、 转型。

今天，若要了解中国，就要了解中
国的现代化哲学。 西方傲慢地认为，中
国要通过竞争赶超自己。大错特错。中
国正在改变现代化的本质， 为了在当
代世界繁荣发展， 开辟一条自己的道

路。 中国的道路是自己开辟的，而不是
因循旧路赶超。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曾经风光无
限，如今陷入困顿：受其苦者众 ，而赢
家甚寡；自然也对资本剥削反戈相击；

作为个体的人孤立无援。 时代在进步，

人民却被抛下。 物质财富庆祝资源的
尽取，自然却被抛下。

中国没有呼应旧意识形态， 而是
对其进行了革命性改造。 中国在短短
几十年内取得的发展成就， 西方用了
几个世纪才达成。 并且，中国的发展表
明，经济、文化、政治、社会和生态部门
要同时发展。 此外，我认为中国最重要
的创新是从文明的角度看待发展。

在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 新型
工业化、 信息化、 城镇化和农业现代
化齐头并进。 作为世界上人口第一大
国的中国， 其现代化的规模和速度前
所未有， 必将对世界产生深远影响 。

未来 5 至 15 年 ， 中国将加快构建
“双循环” 的新发展格局 。 中国的现
代化， 是要统筹建设经济、 政治、 文
化、社会、生态文明。

中国的现代化追求人与自然的和
谐相处。 中国的现代化不仅注重经济
生产力的大幅提升， 也关注社会的全
面进步。 中国的现代化讲求以人为中
心， 迥异于西方以资本为第一驱动力
和主导逻辑的模式。

值得一提的是， 以人为中心的现
代化与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理想和价值
追求相吻合 ,其目标是造福人民，最终
实现每个人的全面发展。

每个国家都有权选择自己的现代
化道路。 中国的现代化模式给世界上
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独立
自主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一个新的选
项， 并且为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问题
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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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力量”
第九届世界中国学论坛中外嘉宾昨晚参观上海博物馆，被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深深震撼

本报讯 （记者李婷） “中国一直非常重
视保存自己的文明， 从这些几千年前的青铜器
身上， 我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力量。” 站
在春秋晚期的牺尊前， 来自肯尼亚的秦肯由衷
赞叹道。

第九届世界中国学论坛昨天在沪开幕， 当
晚， 中外嘉宾应邀前往上海博物馆参观中国古
代青铜馆和 “万年长春” 上海历代书画艺术特
展， 被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深深震撼。

秦肯对上海博物馆一楼展出的中国古代青
铜器印象深刻， 这些文物从二里头文化至明清
时期， 形成完整体系， 让他初步了解了中国文
化是如何发展起来的。 “中国一直是非洲最伟
大的朋友， 文化也有相通的地方。” 他以牺尊
为例 ， 该青铜器的造型跟他家乡的犀牛很接
近， 都是力量的象征。

秦肯来中国两年， 现在是中国传媒大学传
播研究院的博士生和研究员。 这是他第一次来
上海， 便深深爱上了这座城市： “上海太漂亮
了， 人很友好， 吃的东西很好吃， 基础建设很
发达， 特别是过江隧道， 简直太厉害了。” 他
说， 在肯尼亚， 过江或过河还需要靠船或者一
种类似浮桥的东西， 比较危险， 如果有隧道，

既安全又便利。

“通过这些文物能想象当时的生活。” 与
秦肯一样， 来自卢旺达的非洲传播研究中心研
究助理天赐对中国古代青铜器很感兴趣， 尤其
是上面的图案变化： “图案从具象变成抽象，

可以看到随着社会生产力进步， 人们的思维发
生了怎样的变化。”

除了专业的讲解， 上海博物馆还邀请上海
民族乐团的乐手们在 “万年长春” 上海历代书
画艺术特展的展厅内现场演奏传统中国民乐，

为嘉宾们带来沉浸式观展体验。 大家在驻足欣
赏之余， 纷纷拿出手机记录下美好时刻： 箜篌
与箫演奏的 《春江花月夜 》 描绘月夜春江美
景， 旋律风格流丽空灵， 如一幅笔触舒展的长

卷徐徐铺展 。 古筝独奏 《墨戏 》 是一首原创
“新文人音乐”， 创作灵感来源于中国书法， 展
现艺术创作过程中 “物我两忘 ” 的心境和状
态。 中阮独奏 《酒狂》 曲风激越顿挫、 跌宕起
伏， 通过展现酒后酣醉的情态， 描摹文人隐士
高洁的精神世界。 而笛子独奏 《幽兰逢春》 旋

律采自昆曲音乐， 作品借描摹幽兰风姿， 咏叹
君子之风 ， 倾诉淡远志趣 ， 充满古典人文情
怀。 演奏者们身着汉服、 梳着古代发饰， 宛若
一道道文化风景。

“在博物馆听音乐的感觉太奇妙了， 如同
跟古人的一场对话。” 《墨戏》 演奏完毕， 来

自巴基斯坦的明竺忍不住上前和演奏者交流，

赞叹其身上的汉服 “有历史的厚重感 ” 并询
问： “你弹这个 （古筝） 弹了多久？” 当得知
这位年轻的乐手已经有 20 余年的演奏经验时，

她露出了十分惊讶的表情 。 明竺是清华大学
“一带一路” 研究院研究员， 她感叹， 音乐是

无国界的， 这些表演让她感受到了乐曲传达的
故事和情感。

走出上海博物馆， 已是晚上 9 点半， 在灯
光映照下， 上海的轮廓愈发清晰。 明竺对既富
于传统又摩登现代的中国由衷喜爱： “古代中
国很有魅力， 现在的中国更在高速发展！”

中国疫苗造福国际社会

委内瑞拉驻上海总领事莱斯贝斯 ·贝里奥斯———

首先我要申明， 我的声音代表我
的国家委内瑞拉。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 在疫情
防治过程中， 中国政府功不可没， 不
只是在中国国土范围内， 还帮助了包
括委内瑞拉在内的很多国家。 为帮助
委内瑞拉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中国政
府伸出援手， 为委内瑞拉送去了医疗

专家组和数批防疫物资。 中国医疗专
家深入一线， 为委内瑞拉带去了抗疫
经验。 中国仪器以及快筛试剂帮助委
内瑞拉医疗机构更好、 更快地应对疫
情发展。 中国疫苗不仅帮助了委内瑞
拉， 更造福了国际社会。 对此， 委内
瑞拉人民充满感激。

我们可以看到， 即便在疫情肆虐
全球的情况下，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依
旧卓有成效， 中国经济的稳健复苏提
振了整个世界经济的信心。 所以我说，

中国不只帮助了委内瑞拉， 也帮助了
整个世界。

经济复苏并非仅仅是经济社会
的表现 ， 深层次还可见中国人民对
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信任和信心 ，

及中国人民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坚决拥护 。

最后， 我要强调， 正如习近平总
书记所说的那样， 反对将疫情政治化。

（本报记者 刘迪整理）

世界中国学：
体现中国对人类未来的强烈使命担当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王灵桂———

世界中国学之所以得到国际社会
学界和政界的普遍高度重视， 原因就
在于所有有识之士都在关注人类的明
天， 原因就在于世界和中国已经越来
越融为一体、密不可分，原因就在于越
来越多的中国实践、 中国理念正在被
国际社会所接受、所认同。 其中，最有
代表性的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
和实践。

当前，世界多极化 、经济全球化 、

社会信息化、 文化多样化继续深入发
展， 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

速推进， 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
深，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和平发展
大势不可逆转。 但是，治理赤字、信任
赤字、发展赤字、和平赤字有增无减 ，

公共卫生、气候变化、网络安全等非传
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 人类正处于挑
战层出不穷、 风险日益增多的时代 ，

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
出 ，逆全球化 、单边主义 、保护主义
和霸权主义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
成重大威胁。

面对全球乱象和有些国家的逆时
代潮流之举， 中国政府以对人类未来
的强烈使命担当 ，提出并不断丰富完
善以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共同发展为
宗旨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 ， 致力于建设持久和平 、 普遍安
全 、共同繁荣 、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
世界。

在全球层面， 习总书记在多个重
要场合分别提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
同体、打造核安全命运共同体、构建人
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构建人与自然生
命共同体、 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等倡
议。 在地区层面，习总书记分别提出打

造周边命运共同体、 建设亚洲命运共
同体、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携手建设
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携
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上合组织命运共同
体、 打造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
共同体、打造中阿命运共同体、构建携
手共进的中拉命运共同体等重大倡
议。 在双边层面，习总书记同哈萨克斯
坦、巴基斯坦、柬埔寨、越南等许多国
家领导人深入沟通，凝聚共识，倡导构
建中国同有关国家的命运共同体。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所以
在不同层面均受到积极认同， 其原因
在于原则公认、方向一致，符合国际社
会建立公正合理国际秩序的目标诉
求。 其确立的原则既包含了《威斯特伐
里亚和约》 确立的平等和主权原则 、

150 多年前日内瓦公约确立的国际人
道主义精神，又包括了 70 多年前联合
国宪章明确的四大宗旨和七项原则 ，

以及国际关系演变积累的一系列公认
原则。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 中国政府提
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后， 会同
国际社会从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

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等方面作出
了不懈努力。 中国坚持对话协商，不搞
唯我独尊、强买强卖，致力于建设持久
和平的世界；坚持共建共享，本着帮一
把的理念，不惹事、不挑事 ，但也不怕
事， 始终致力于建设一个普遍安全的
世界；坚持合作共赢，不搞你输我赢 、

赢者通吃， 始终致力于开放包容普惠
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 建设一个共
同繁荣的世界；坚持交流互鉴，致力于
消除现实中的文化壁垒， 共同抵制妨
碍人类心灵互动的观念隔阂， 共同打
破人类交往的精神藩篱， 建设一个开
放包容的世界；坚持绿色低碳，平衡推
进联合国 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致力
于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

也正是由于以上原因， 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被多次写入联合国决议文
件和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安理会、

人权理事会文件， 以及联合国相关安
全决议、 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宣言
等。 我在此仅仅列举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这一个例子， 但已足够说明世界
中国学应该研究的内涵， 已经达到了
史无前例的丰富和广博。

中国的很多经验值得世界借鉴

土耳其—中国商业促进友好协会主席
阿德南 ·阿卡费拉特———

土耳其—中国商业促进友好协
会主席阿德南·阿卡费拉特 （Adnan

Akfirat) 已在上海工作生活了十多
年 。 正是在与中国亲密接触的过程
中 ， 他发现了一个亲切的 、 富有活
力的中国 。 “中国的文化与土耳其
有着诸多相似之处 。 我们同属亚洲
文明 ， 亚洲文明的一大优点就是包
容性 。 比如强调和平发展 ， 既不随
意干涉其他文化 ， 也不会孤立任何
文明 。”

“事实上， ‘一带一路’ 倡议的
提出正旨在构建共同的世界这一理

念 。 ” 在阿德南看来 ， “一带一路 ”

倡议不单指经济层面的合作， 它的目
的是让更多国家团结起来， 实现共同
发展 。 “数千年来 ， 尽管发展中国
家人民经历了长期的冲突 ， 但他们
已开始创造共同的人类价值观 。 而
一些国家却一直是破坏这些价值观
并导致冲突不断的根源 。” 阿德南认
为 ， 保留传统文化和知识遗产 ， 并
致力于加强文化纽带 ， 进而促成各
国人民之间的合作 、 团结和信任至
关重要 。

谈及中国之于未来世界发展之意
义， 阿德南赞不绝口：“中国是全人类
的希望！ ”从积贫积弱的国家，到如今
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所取得的
一切辉煌成就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
正确领导。 “中国共产党以良好的治理
证明了人类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中
国经济的发展， 让更多发展中国家看
到了突破瓶颈的希望。 ”阿德南说，在
这个方面， 中国的很多经验值得世界
借鉴。

“更难能可贵的是， 中国在发展
自身的同时也在帮助其他发展中国
家。” 阿德南特别提到， “我可以百分
百地肯定， 过去十多年来土耳其的发
展离不开与中国的合作。”

■本报记者 吴金娇

本版照片均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①②嘉宾在讲解员

引导下欣赏青铜器， 了

解源远流长辉煌灿烂的

中华文化。

③来自上海民族乐

团的艺术家们用飘逸悠

扬的民乐演奏给嘉宾以

美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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