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像磁场般吸引着有梦想的年轻人
世界中国学论坛平行分论坛聚焦“共同未来与青年作为”

年轻人对世界的未来有多重
要？在昨天举行的第九届世界中国
学论坛“共同未来与青年作为”平
行分论坛上， 一位学者的发言中
提到了这样一组数据：全球 30 岁
以下的年轻人有将近 20 亿，而其
中绝大多数（近 90%）生活在发展
中国家。 他们的梦想与憧憬，他们
的激情与活力，决定着这个世界的
未来走向。 这或许也是本次世界中
国学论坛设立 “青年专场 ”的题中之
义。

从论坛现场来看， 学者们的发言都
围绕着一个主旋律 ， 那就是对 “人类命
运共同体” 的认同与思考。 这也似乎刷新
着我们对中国学的传统理解———它不是故纸
堆里的学问， 而是关乎人类如何创造更好的
未来。

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认同与思考是主旋律

明竺是来自巴基斯坦的清华大学 “一带

一路” 研究院研究员， 对殖民思想的不断质
疑，以及对一个更加美好未来的向往，是她一
直以来的思考。 帝国主义的霸凌行径抹去了
这个国家的历史和遗产，这令她非常痛心。 六
年前到访中国时，她被中国的“和平共处五项
原则”深深触动。 在她看来，中国的发展颠覆
了这样一种观念， 即认为只有西方国家才能
实现经济发展、 且有些国家拥有支配他国的
权利。 这为所有想要追求自己发展道路的国
家注入了信心。 “我们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望
或梦想是一起建设未来， 因此我们的共同责
任是摆脱零和战略思维，心里装着人民、普通
人和他们的成功希望。 ”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并非海市蜃
楼，它根植于中华文明的沃土。 中国人民大学
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就指出， 中国
人自古就有天下大同的理想。 人类命运共同
体是古今中外思想的结晶，它继承了 5000 年
中国文明的精华， 也是对西方近代化以来的
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和吸取。 作为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具体抓手，“一带一路” 倡议也是
许多学者尤其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年轻学者
们重点关注的话题。 委内瑞拉中国问题研究
中心主任艾马拉就用详实的数据展现了拉丁
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加入“一带一路”朋友圈以

来取得的成绩，并描绘了共同治理、实现两个
地区共同发展的梦想前景。

对于国外的中国学研究
者，中国不再只是客体

在今天，对于国外的中国学研究者来说，

中国不再是纯粹外在的客体。 无论是理论还
是实践，这片大地上始终迸发着的创新活力，

像磁场般吸引着越来越多有梦想的年轻人，

将自己的事业和生活扎根在中国。

常州大学教授斯蒂文就是这样一位 “中
国通”。 斯蒂文来自阿根廷，自 2004 年来到中
国人民大学读书以后， 他就再也没有想过离
开这里。 在他看来，“一带一路”倡议应从以下
几方面推进， 首先是思考通过培养跨文化的
领导者来克服中拉之间的文化差异； 其次是
鼓励更多中小企业更多参与国际贸易， 这将
极大促进该地区社会平等。

“阳光朋克”是来自加拿大的重庆外国语
学校教师、《凯哥日记》 作者王凯一直在关注
的话题。 在中国，王凯不仅看到了一系列生态
城市建设的实践， 并且遇见了一批志同道合
的年轻人， 他在很多场合都不遗余力地称赞
中国年轻人在绿色生活方面作出的贡献和表

率。 “中国的气候行动独一无二，成为全球舞
台上‘阳光朋克’的领导者。 ”他说。

青年是中外人文交流的创新者

前不久，习近平主席给 36 位“国际青年
领袖对话”项目外籍青年代表回信，鼓励他们
加强交流互鉴， 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贡献青春力量。 这让作为外籍青年代表之一
的明竺喜出望外，也备受鼓舞。 “创造人类共
同未来的第一步就是帮助年轻人， 让他们去
看、去说、去感受，如国际青年领袖对话就是
一个很好的尝试。 ”在她看来，合作和加强沟
通不仅是最好的前进方式， 也是将来利用发
展中国家巨大的青年新增人口的唯一方式。

“青年是中外人文交流的创新者。 新媒体
的出现让中外文化交流变得更便捷、更多元。

而青年作为新时代的新力量， 他们用开放的
视角、 新颖的形式和潮流的思想让中国和世
界变得前所未有的紧密。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
学院长聘正教授王栋也认为， 青年群体的人
文沟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未来十年的发展
基调。 青年人应该不断拓宽自己的全球视野，

担负国际责任， 成为将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中坚力量。

对中国了解越多的青年，积极评价也越高
《国际青年眼中的中国与世界》调查报告在沪发布

昨天，第九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共
同未来与青年作为” 平行分论坛在上
海国际会议中心举办。 中国外文局副
局长兼总编辑高岸明出席论坛并作开
幕致辞。 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副院
长孙明代表课题组发布调查研究报告
《国际青年眼中的中国与世界》。 报告
同时列入论坛重要成果。

本次调查的核心结论如下：

一是国际青年特别是发展中国家
青年对中国普遍抱有好感。 发展中国
家的青年受访者对中国抱有好感的比
例达 64%， 高于发达国家青年群体。

值得一提的是， 对中国了解越多的青
年，其对中国的积极评价也越高。国际
青年对中国国内治理总体评价积极正
面。 发展中国家的年轻人对中国国内
治理的认可度高于发达国家。 对中国
了解程度高、 到访过中国的青年普遍
对中国国内治理给予更积极的评价。

二是国际青年最为认可中国是全
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青年普遍认为，

中国是“全球发展的贡献者”，选择比
例为 46%；其次是“历史悠久、充满魅
力的东方大国”，选择比例为 45%。 中
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科技、经济、文化领

域表现更获青年认可。 青年受访者对
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表现评价积极。

三是国际青年高度认可中国抗疫
成效。 青年受访者普遍对中国抗疫成
效表示认可。 发展中国家青年对中国
抗疫成效表现有更高评价。

四是国际青年普遍认可文明交流
互鉴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积极意
义。 六成左右青年受访者认可文明交
流互鉴在全球治理、 国家和个人层面
的积极意义。相比发达国家，发展中国
家青年更认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带
来的积极影响。

五是国际青年具有较高的来华意
愿。游览人文景观、体验当地生活和欣
赏自然风光是吸引青年来华的主要原
因，发展中国家青年到中国 “学习 /深
造”的比例要高于发达国家。使用中国
产品、 当地的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是青
年群体了解中国的主要渠道。

本次报告数据来源于全球 21 个
国家的 4130 个调查样本 ， 涵盖 18

岁-35 岁的青年群体。 通过专业的一
手数据，调查报告形象、客观地呈现了
当下国际青年对中国与世界关系重要
议题的认知情况。

荩第九届世界中国学论坛昨天举

行“共同未来与青年作为”平行分论坛。

■本报记者 陈瑜

文化在可持续发展中
将扮演关键角色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夏泽翰———

众所周知， 中国拥有丰富多彩的

世界遗产。 目前， 中国世界遗产已达

56 项， 其中， 文化遗产 38 处， 自然

遗产 14 处 ， 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

产 4 处。 一直以来， 中国是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的重要合作伙伴， 为保护文

化与自然遗产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

2021 年 7 月 ， 因疫情延期一年的世

界遗产委员会第 44 届会议 （世界遗

产大会 ） 在福州举行 。 中国在会上

重申了对开展国际合作 、 推动不同

文化交流与对话的坚定立场 。 在此 ，

感谢中国为筹备福州世界遗产大会

付出的辛勤努力 ，以及为支持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倡议所采取的各项行动。

除了众多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世界遗产名录的文化 、 自然和双

遗产外 ， 中国还有 42 个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 、 34 个世界生物圈保护区

和 41 个世界地质公园 。 2004 年成立

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

（UCCN） ， 旨在推动全球城市内部

和城市之间的国际合作 ， 利用文化

创意 “撬动 ” 城市可持续发展 。 目

前 ， 中国已有 14 座创意城市 ， 取得

了突出的成就 ， 且中国积极响应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号召 ， 为保护世

界遗产及其文化和生物多样性 ， 采

取了意义深远且利于可持续发展的

行动。

自 2015 年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通过以来， 该议程已成为全

球各国的发展行动指南。 可持续发展

离不开文化。 创意经济现已成为全球

增速最快的行业之一， 全球年产值约

为 4.3 万亿美元， 为全球创造 2.25 万

亿美元的年收入和近三千万个工作岗

位， 雇用的 18 岁至 25 岁群体人数在

各行业中遥遥领先。

如今， 文化在可持续发展中扮演

的关键角色越发得到认可。 2030 年议

程首次承认了文化对可持续发展的促

进和交互作用 ， 可持续发展目标 11

强调： “建设包容、 安全、 有抵御灾

害能力和可持续的城市和人类住区”，

其中细分目标 11.4 呼吁 “进一步努力

保护和捍卫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坚信 ， 文化

在可持续发展的经济 、 社会和环境

层面扮演着赋能与驱动的双重角色 。

该组织的实践可以见得 ， 在保护和

发扬文化的同时 ， 促进了许多可持

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 譬如城市的安

全和可持续发展 、 就业和经济的稳

定增长 、 不平等现象的减少 、 环境

保护 、 性别平等 、 和平与包容工作

的逐步推进。

推进文化旅游是中国文化和旅游

部由脱贫攻坚迈向乡村振兴的一项工

作重点 。 中国 “十四五 ” 规划表明 ，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 而是迈向乡村振

兴的起点。 乡村振兴可将文化培育为

一种新典范， 使之成为可持续发展的

驱动力。 合理发挥文化旅游政策可以

刺激就业、 创造收入并为当地农村赋

权， 这也是缩小城乡差距、 解决城乡

人口迁移问题的途径。

中国坐拥全世界最大的旅游市场

之一， 文化旅游正日益成为遗产保护

和可持续发展的突出议题。 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在中国认定的大部分世界遗

产均已发展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 。

2019 年 ， 中国有 3.88 亿人次参观了

文化与自然遗产， 占国内游客总数的

6.52%。

据中国旅游研究院预测， 2021 年

中国国内旅游人数将达到 41 亿人次，

为 GDP 贡献 3.3 万亿元。 与此同时 ，

在遗产保护和遗产资源利用之间取得

恰当的平衡至关重要。 各遗产所在地

应对旅游规划和遗产管理加以整合 ，

重视并保护自然和文化资源， 同时适

当发展旅游业。

在人类文明发展大视角下
理解中国思考世界

中国外文局局长杜占元———

读懂当今世界， 需要在浩浩荡荡

的文明进程中纵观百年变局。 在世纪

疫情等多重因素影响下， 世界格局在

不确定和不稳定中加速演变， 人类发

展之路似乎更加扑朔迷离，“世界向何

处去”愈加引发关注。面对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如果以更宽广的视野，纵观悠

久的人类文明史，我们可以看到，遭遇

问题、 解决问题是人类文明螺旋式上

升与发展的必然过程。今天，赫拉利在

《人类简史》所描绘的人类文明不断演

进的趋势没有停止，更没有逆转。也应

当看到， 正因为全人类面临着许多需

要共同解决的难题， 才让我们的共同

福祉更加明晰、团结合作更为紧密，才

让和平、发展、公平 、正义 、民主 、自由

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更加彰显， 携手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更为坚定。

读懂当代中国， 需要在继往开来

的文化传承中理解民族复兴。 中华文

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 也是

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

明。中华文化具有 “自强不息 ，厚德载

物”的特质，在数千年的发展中，中国成

为不断吸收借鉴外来文化成果的“大熔

炉”，呈现出互学互鉴、开放包容的文化

景象。同时 ，中华文化蕴含着 “天下为

公”的思想，“以和为贵”“仁者爱人”“推

己及人”等理念在中国代代相传，在中

国人心中深深烙印。文化根基决定了中

华民族的复兴之路， 是和平发展之路、

互利共赢之路，是同各国人民一同追求

幸福、走向繁荣的康庄大路。一些人所

谓的中国“国强必霸”的逻辑是不成立

的，根本原因就是中国人的血脉中没有

称王称霸、穷兵黩武的基因。

读懂百年大党， 需要在一以贯之

的执政理念中探究治国之道。 中国共

产党从诞生之日起， 就始终坚持人民

至上、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这既与中

华文明史上历代先贤所推崇的“重民”

“安民”等民本思想一脉相承 ，也是对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马克思

主义唯物史观的自觉践行。今天，中国

共产党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写在自己的旗帜上， 这一思

想吸收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治理

智慧， 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作为奋斗目标， 以人民至上作为价值

追求， 呈现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

鲜明特色 。根基在人民 、血脉在人民 、

力量在人民， 这正是中国共产党历经

百年风雨而风华正茂的秘诀所在 ，也

将为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

定坚实基础、输出不竭动力。

优秀文化是人类共同的语言 ，是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牢固基石 。只

有顺应时代潮流，加强文明交流互鉴，

才能拨开隔阂和偏见的迷雾， 从不同

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携手解决

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 开创共同

发展的美好未来。在此，我就文明互鉴

谈三点建议。

一是保持平等相待的姿态。“三人

行，必有我师焉。”世界文明没有高下、

优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别。各文明

之间形态有差异， 但价值上是平等的。

只有坚持平视的角度、 谦和的态度，才

能结成互学共进的发展伙伴，也才能真

正体会各种文明的精华和真谛。

二是胸怀成己达人的心态。“己欲

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 。”推动文明

交流互鉴，需要更多站在对方的角度，

以包容心态认识理解文明的丰富性和

多样性，做到相互尊重、合作同赢，“各

美其美、美美与共”。

三是打造互学互鉴的常态。“五色

交辉， 相得益彰； 八音合奏， 终和且

平。”在数字化、全球化的时代，我们有

更多路径和方式， 推动跨国界、 跨时

空、跨文明的交流互鉴，消除矛盾与冲

突，实现文化上的融合和创新，强化对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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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世界中国学论坛上， 与会嘉

宾认真听取演讲， 用手机录下要点。

制图：李洁

本版照片均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编 辑/惠逸伦
视觉设计/李 洁

■本报记者 陈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