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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的

进展概况



一带一路倡议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在出访哈萨克斯
坦和印度尼西亚期间，对传承千年的丝绸之路精神
进行了总结、提炼与创新，高屋建瓴地提出了共建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的倡议。

于凯 摄

http://cpc.people.com.cn/n/2013/0907/c164113-22840648-2.html
http://cpc.people.com.cn/n/2013/0907/c164113-22840648-2.html


 2017年5月14-15日“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高峰论坛在北京隆重举行。



倡议涉及65个国家和地区的44亿人口，占全球的
63%，GDP规模超过21万亿美元，占全球的29%。

一带一路地理上贯穿亚欧大陆和部分非洲地区，东起活
跃的东亚经济圈，西抵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是经济
发展潜力巨大的广大亚非发展中国家。



一带一路涉及65个国家：
东亚蒙古，东盟10国，西亚18国，南亚8
国，中亚5国，独联体7国，中东欧16国

“一带一路”地域和国别范围是开放的，
源于但不限于古丝绸之路（杨洁篪）



一带一路关键词

 五通——推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
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

 目标——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
、创新之路、文明之路

 丝路精神——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
互鉴、互利共赢



一带一路惠及全世界

 习近平：4年来，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
共同参与，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安理会等重要
决议也纳入一带一路建设内容。一带一路建设
逐渐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
建设成果丰硕。

——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2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的形成与发展



一带一路的最终目标

 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路”将重新勾画世界政治经济地图，
不仅沿线国家将会迎来一个新的秩序，整个国
际体系和国际秩序都将会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
革。

 赵可金.通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带一路”. 2015-05-28. 
http://www.banyuetan.org/lsjj/keyanzhuanjia/2015528136061.shtml



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一占全球三分之二人口的文明圈，存在着无数不
同的文化与民族，这些多元文化如何共存，是不可
回避的现实问题。一带一路倡议必须建立在更高的
基础上。



 以欧盟为例，虽然各国经济已经变得无障碍化，
但少数大国“用强大的政治纽带和市场力量将宗
教、民族、语言等传统的文化认同排挤到了边缘
地带”，造成分裂主义浪潮盛行。

 欧洲民粹主义和极右翼势力通过利用民众不满，
逐渐成长为可与传统中左、中右政党抗衡的力量
，整个欧洲政治版图或将发生重大改变。（意大
利五星运动党，荷兰极右翼自由党败选，止住民
粹主义浪潮）

 陈季冰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正在松动—— 欧洲分离主义运动的前世今生(二)

 2014-11-2. http://dajia.qq.com/blog/460660007740032.html# 

人类命运共同体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各种贸易区和国家间自贸
区相继建立，国际社会需要一个联结全球经贸的通
道或共同体。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正契
合了国际社会当前的这一需求。

 更重要的是，“一带一路”倡议再次吹响了共同体
意识的号角，通过重振交流渠道和加深国家间交流
，建立起经济和安全的共同体。在这样的背景下，
“一带一路”将从根本上促进双边、地区甚至跨地
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狄伯杰.从根本上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16-8-19.

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如何产生的？（时间线）

 2012年11月十八大报告提出，“这个世界，各国
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
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
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命运共同体。”

 2013年4月，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发表
《共同创造亚洲和世界的美好未来》的主旨演讲
，首次对外提出各国应牢固树立“命运共同体”
意识，强调各国都应做和平的维护者和促进者，
而“不能这边搭台、那边拆台，更不能为一己之
私把一个地区乃至世界搞乱。”



 2013年10月3日，习近平在印尼国会发表《携
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演讲，提出全
方位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五大举
措：政治上“讲信修睦”、经济上“合作共赢
”、安全上“守望相助”、人文上“心心相印
”、地区机制上“开放包容”。

 在2014年11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
出对外工作七个方面的战略布局，其中第一个
就是切实抓好周边外交工作，打造“周边命运
共同体”，深化同周边国家的互利合作和互联
互通。



 2015年3月，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发表《迈向
命运共同体开创亚洲新未来》主旨演讲，强调各
国应共同营造对亚洲、对世界都更为有利的地区
秩序，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
“人类命运共同体”。

 “亚洲命运共同体”四大支柱：政治上坚持各国
“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经济上坚持“合作共
赢、共同发展”；安全上坚持实现“共同、综合
、合作、可持续”的安全；文化上坚持不同文明
“兼容并蓄、交流互鉴”。



 2015年4月21日，习近平在巴基斯坦议会发表
《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开辟合作共赢新征程》演
讲，指出中华文化倡导“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
而达人”，中国坚持“正确义利观”，帮助巴基
斯坦就是帮助中国自己。

 同年4月22日，习近平在印尼“亚非领导人会议
”上发表《弘扬万隆精神推进合作共赢》的讲话
，提出“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好地造
福亚非人民及其他地区人民，并提出了一分为三
的“路线图”：
核心层—“深化亚非合作”，对接发展战略，加强基础

设施互联互通；

中间层—“拓展南南合作”，扩大治国理政对话交流；

外围层—“推进南北合作”，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



 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在第70届联大一般性辩
论会上发表《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
人类命运共同体》演讲，首次系统提出了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五大支柱：一是政治上要建
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二是安全上
要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三是经
济上要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四
是文化上要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
，五是环境上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
体系。



 2015年11月30日，习近平在巴黎气候大会发表
《携手构建合作共赢、公平合理的气候变化治理
机制》讲话，强调《巴黎协定》是对建设“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推动，并就未来全球治理模式提
出三点主张：一是应创造一个“各尽所能、合作
共赢的未来”；二是应创造一个“奉行法治、公
平正义的未来”；三是应创造一个“包容互鉴、
共同发展的未来”。



 2016年年初，习近平在亚投行开业致辞中说，亚投
行要“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平台”。

 同年9月G20峰会上，习近平说：“在经济全球化的
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
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伙伴精神是二十国
集团最宝贵的财富，也是各国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的选择。”

 在11月举行的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习近平再
次指出：“互联网发展是无国界、无边界的，利用
好、发展好、治理好互联网必须深化网络空间国际
合作，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2017年1月，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题
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演讲，着眼人
类命运的历史规律和世界文明的发展走向，系统
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人类实现更好发展
绘制蓝图，为国际体系变革与完善指明方向。

 到访瑞士前夕，习近平主席在当地媒体发表题为
《深化务实合作 共谋和平发展》的署名文章。
文中引用了瑞士著名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施皮特勒（Carl Spitteler）的名言：找到同呼吸
、共命运的朋友是人世间最大的幸福（there is 
no greater happiness than having friends 
who share the same outlook and destiny）
。



3
一带一路与联合国



1.“一带一路”倡议与《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目标相
衔接



 联合国在千年发展目标快结束时发起了2015年
后发展议程的讨论。

 2015年4月20日联合国总部举办“‘一带一路’
：新型国际合作模式”论坛。第69届联合国大
会主席萨姆·库泰萨出席论坛并提出，“一带一
路”将为实现2015年后全球发展议程创造机会
并提供动力。

 王心见. 联合国总部举办“一带一路”论坛科技日报, 2015-4-22.

一带一路在联合国



 2015年9月，联合国发展峰会通过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一带一路与联合国议程

 2015年9月25日，联合国通
过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SDGs）。SDGs共有
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和169
项具体目标，致力于减贫、
消除不平等、保护地球等。

SDGs的目标是持久、包容
和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一带一路”的目标是实
现沿线各国多元、自主、
平衡、可持续的发展，优
先目标：扶贫、教育、卫
生、就业等基础性问题。



 尽管“一带一路”倡议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在性质和涵盖范围上有所不同，但两者
有着相近的愿景和基本一致的原则。例如，
两者都阐明恪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
则，都强调包容发展和共同繁荣。



从联合国文化政策看命运共同体

 安南：在人类历史上，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休戚
与共。只有共同面对，我们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朋友们，这就是联合国的原因。

More than ever before in human history, 
we share a common destiny. We can 
master it only if we face it together. 
And that, my friends, is why we have 
the United Nations

BETTER WORLD QUOTES. 
http://www.betterworld.net/quotes/un-quotes.htm



2．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联
合国文化发展带来新思路



 从多元文化主义，到文化多样化
和文化间对话，反映了半个世纪
来全球文化政策的演变进程。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仅与联合国
文化政策有机衔接，更是一种前
瞻引领，通过文化间和民族间的
包容与融合，促进社会和经济的
共建与共享。



 联合国文化政策的发展历程：

 20世纪70年代前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大力推进
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但多元文化政策更多地表现
在对少数民族及其文化的尊重上，也就是说由主
流民族及其文化担负起保护少数民族及其文化的
责任。同时，也出现了对少数族群文化要么过度
保护，要么被割裂开来。

 如在德国，移民团体与社会的距离拉大，形成与
主流社会并存的少数派社会(Parallelgesellschaft
，或译为并存社会)。这一问题在今天欧洲难民危
机中显得更为明显。



 联合国经社理事会(1997年7月22日第1997/47
号决议)建议设立国际和平文化年，其重点放在
尊重文化多样性、增进容忍、团结、合作、对话
及和解。2000年被联合国确定为国际和平文化
年。

 联合国确定2001年至2010年为世界儿童建设非
暴力与和平文化国际十年(A/RES/53/25)。



 2001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世界文化多
样性宣言》。联合国大会随即在其57/429号决议
中欢迎这一宣言，还欢迎其所附的执行宣言的《
行动计划》的要点，并宣布5月21日为世界文化
多样性促进对话和发展日。

 2003年10月，法国总统希拉克出席UNESCO第
32届大会，他呼吁尽快制定有关文化多样性的国
际公约。希拉克说，有了这样一个公约，人类将
可以更好地面对那些将人们同化的企图，这种企
图忽视不同民族的传统，力图达到奴役和同化不
同民族的目的。



 2005年10月，第33届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
会高票通过《文化多
样性公约》。



文化多样性

 文化多样性为“各群体和社会借以表现其文化的
多种不同形式”。这些表现形式在他们内部及其
间传承。文化多样性不仅体现在人类文化遗产通
过丰富多彩的文化表现形式来表达、弘扬和传承
的多种方式，也体现在借助各种方式和技术进行
的艺术创造、生产、传播、销售和消费的多种方
式。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
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



文化间对话

 各种文明、文化和民族之间的平等交流和对话建
立在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及文化尊严平等的基础
之上，这是构建社会和谐，民族间和解及国家间
和平的重要先决条件。

 在文化间对话（包含宗教间对话）的更大框架下
，本行动侧重促进当地一级、地区一级与国家一
级多元文化繁荣的系列良好做法，同时重视一些
地区或分地区倡议，以抑制各种形式的极端主义
和狂热主义，突出促进人民团结的原则及价值观
。



 2009年UNESCO发布了《着力文化多样性与文化
间对话》的报告。报告强调，要克服早期多元文化
政策可能导致的文化孤立主义的问题，通过加强文
化间交流，为实现以多样性中的统一为基础的和平
铺路架桥，增强社会的凝聚力.

UNESCO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在
2010年5月21日世界多元文化日致辞
时说，仍然有待迈出的一步是：必须
进一步认识到把我们团结在一起和使
我们更加强大的共同价值观，这样我
们才能够在面对巨大的挑战时承担起
我们共同的责任，我们必须共同迎接
这场挑战。



 2007年12月17日，联合国大会宣布2010年为国
际文化和睦年（第62/90号决议），建议在国际
年期间适当组织有关为了和平促进宗教间和文化
间对话、了解和合作的活动，鼓励会员国酌情审
议那些确定在社会所有阶层和级别采取实际行动
以促进宗教间和文化间对话、宽容、了解与合作
的举措。大会还鼓励各种文化和文明的媒体相互
开展对话。



 2012年联合国宣布2013年至2022年为文化和睦
国际十年（67/104）

 “文化和睦国际十年”计划的核心观点是国际对
话可以在建设和平和促进可持续发展中扮演重要
角色，目标是通过文化间对话和具体的倡议行动
，促进相互了解，提升对人与人之间的多样性、
权利和平等尊严的相互尊重。



 2012年里约+20会议发表我们希望的未来，突出
文化应为发展做出贡献（holistic approach）。

 2013年5月23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文化：
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国际会议上一致通过了《杭
州宣言》，号召将文化置于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核
心地位。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丹尼尔·克莉诗在联合时报
上发表文章，说迄今为止文化一直被排除在国际
发展战略之外，千年发展目标中就明显缺少文化
发展。

 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在后2015可持续
发展议程中将进一步呼吁把文化发展确定为自己
的工作重点之一。2013年发生了一系列高端和里
程碑式的事件，体现了文化对联合国千年发展目
标和广义发展作出的贡献。

 丹尼尔·克莉诗.尊重文化多样性，促进文化间对话
.http://www.shszx.gov.cn/node2/node4810/node4851/node4861/u1ai65622
.html



从多元文化主义到文化间对话

 前任法国总统萨科奇说，多元文化政策是失败的
。英国卡梅伦首相、德国默克尔总理也做了呼应
，多元文化政策并没有使外来移民很好地融入本
国。2013年2月，美国曼哈顿学院《城市》杂志
刊载了丹麦学者J.M.埃里克森的文章,“多元文化
主义撕裂欧洲”,他说：如果没有共同的文化粘合
剂的存在，这些国家最终会分裂成独立的民族国
家，这种分裂不同于传统的领土分裂，而是源于
宗教和道德价值差异导致的社会分裂。



 安南：21世纪，联合国的使命应该定义为重新、
更深刻地认识人类生命的圣洁和尊严，不分种族
，不分宗教。

In the 21st century, I believe the 
mis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will be 
defined by a new, more profound 
awareness of the sanctity and dignity of 
every human life, regardless of race or 
religion. 

UN Secretary-General Kofi A.Annan.
https://archives.un.org/content/un-secretary-
general-kofi-annan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2010年11月1日解放日报文
化讲坛的讲话中提到，许多国家都将跨文化间对话
列为重要议程令他深受鼓舞，随后，说了这么一句
话：文化不是孤立的结构，他们本身就是交流的结
果...这有时候需要经历几百年的时间。

原文：And cultures are not insular 

constructs; they are themselves the 

products of exchanges and cross-

pollination ... some times over the 

course of centuries，Cross-pollination，
异花传粉，表示在不同植株间传播花粉。
与此相对的是自花传粉（self-

pollination），异花传粉植物的种子通常
比自花传粉植物的种子更强壮，更有活力。
也就是说生活在同一环境中，走向融合是
不可避免的。但这种融合不是要改变一个
民族的文化和生存方式，而是体现在共同
目标和价值观的融合上。



3.“一带一路”倡议与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已成为国际社
会广泛共识



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与
《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都强调包容发展和共同繁荣。



一带一路在联合国——论坛

 联合国各有关机构多次举办与一带一路主题相关的
论坛和对话。

 2016年10月17日至21日，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UNIDO等机构发起“一带一路包容与可持续发展
城市展览与对话“，会上举行了联合国2030可持
续发展议程的跨区域战略、可持续及创新型城市与
区域协调发展、一带一路沿线城市及其未来发展、
一带一路沿线城市伙伴关系对话会等平行论坛。来
自丝绸之路路沿线各国城市、国际组织等约450名
代表参加了此次对话活动。

 https://www.unido.org/news-centre/events/past-events/one-belt-one-
road-inclusive-and-sustainable-city.html



一带一路在联合国——协议

 2016年4月11日，中国与联合国亚太经社会签署《
中国外交部与联合国亚太经社会关于推进地区互联
互通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意向书》。

 2016年9月21日，中国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签署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关于共
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的谅解备忘录》。署长海伦克拉克指出：一带一路
倡议涉及沿线超过40亿人口，且大多数生活在发展
中国家。作为经济增长和区域合作的强大平台，一
带一路倡议也将成为可持续发展目标落实的催化剂
和加速器。



 2017年1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世界卫
生组织关于“一带一路”卫生领域合作的谅解备
忘录》签署。备忘录将合作扩展到与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区域以及全球层面的合作框架里，共同
创建健康丝绸之路，从而促进地区及全球卫生安
全。

 WU Linlin. China and WHO Adopt Transformative Approach: Linking 
Health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New Agreement on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http://www.wpro.who.int/china/mediacentre/releases/2017/20170119-
mr-president-xi-visit-to-WHO-HQ/en/

一带一路在联合国——协议



 2016年11月18日第71届联合国大会今天协商一
致通过关于阿富汗问题第A/71/9号决议，呼吁
国际社会进一步凝聚援阿共识，在政治、经济、
安全领域向阿富汗提供援助。决议欢迎“一带一
路”等经济合作倡议，敦促各方通过“一带一路
”倡议等加强阿富汗及地区经济发展，呼吁国际
社会为“一带一路”倡议建设提供安全保障环境
。

一带一路在联合国——决议



 53.欢迎并敦促进一步努力加强区域经济合作进程，包括采取包括
促进区域连通性、贸易和过境的各种措施，例如通过“丝绸之路
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等区域发展倡议，
以及通过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天然气管道项目、中
亚南亚输电和贸易项目(CASA-1000)、阿富汗、印度和伊朗伊斯
兰共和国之间的查巴哈协议、青金石过境、贸易和运输路线协议
、土库曼斯坦-阿基纳铁路段、双边过境贸易协定、扩大领事签证
合作和便利商务旅行等区域发展项目，扩大贸易，增加外来投资
和发展基础设施，包括基础设施连接、能源供应、运输和综合边
境管理，以在阿富汗和该区域促进可持续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
同时注意到阿富汗在历史上起到的亚洲陆地桥梁作用，回顾这种
区域经济合作在实现阿富汗的稳定和发展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并
为此敦促所有相关利益攸关方确保这些发展举措和贸易协定得到
充分实施所需的安全环境。



 联合国安理会2017年3月17日以15票赞成一致通过关
于阿富汗问题的第2344号决议，呼吁国际社会凝聚援
助阿富汗共识，通过“一带一路”建设等加强区域经
济合作，敦促各方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安全保障
环境、加强发展政策战略对接、推进互联互通务实合
作等。决议强调，应本着合作共赢精神推进地区合作
，以有效促进阿富汗及地区安全、稳定和发展，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

 安理会决议首次载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体现了国际社会的共识，彰显了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
对全球治理的重要贡献。

一带一路在联合国——决议



 2017年2月10日，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五
十五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非洲发展新伙伴关
系的社会层面”（Social dimensions of the New 

Partnership for Africa’s Development）决议，“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
决议中。这一行动表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已经得到联合国广大会员国的普遍认
同，彰显了中国对全球治理的巨大贡献。

一带一路在联合国——决议



 2017年3月1日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
国际组织代表马朝旭大使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4次会
议上代表140个国家发表题为“促进和保护人权，共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3月23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4次会议通过关于“经
济、社会、文化权利”和“粮食权”两个决议，决议明
确表示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标志着这一理念成
为国际人权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陈建.140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促进和保护人权 共建命运共同体. 经济日
报, 2017-3-1.

 陈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理念首次载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决议.经济日报, 
2017-3-25.

一带一路在联合国——决议



 联合声明指出，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
入发展，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命运与共。
同时，全球性挑战威胁各国人民的安全和福祉。
为维护世界和平，实现共同发展，促进和保护人
权，各国应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一个
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
洁美丽的世界。

 联合声明提出以下主张：一是坚持主权平等。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成员
。根据《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各国有权自主选择发展道
路和社会制度。各国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努力和成就应当得到尊重。二是坚持对话协商。各国应努力
构建相互尊重的伙伴关系，通过对话与合作促进和保护人权，防止将人权问题政治化。三是坚持合
作共赢。各国应同舟共济，坚持多边主义，通过加强国际合作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实现多赢、共
赢。各国应通过务实和有效合作来加强人权能力建设。四是坚持交流互鉴。不同文明之间应该相互
尊重、取长补短、共同进步。文明差异不应该成为世界冲突的根源，应该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
。五是坚持可持续发展。各国应有效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促进和保护人权提供坚实基
础。联合声明呼吁，期待各国携起手来，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和保护人权，为实现人类
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而努力。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4次会议于2月27日在日内瓦万国宫召开。中
国在本次会议上代表140个国家，全面宣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其对推动国际人权事业发展的重
要意义，提出符合时代发展要求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主张，引起广泛共鸣。



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的评价

 联合国大会主席汤姆森（Peter Thomson）在
2017年1月29日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说，我认为建
设命运共同体对全人类来说是唯一的未来。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17-01/31/c_136021975.htm



 联合国副秘书长特格涅沃克·格图在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联合举办的
2016全球治理高层论坛上说，通过“一带一路
”倡议的提出，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提供了一个具
有深远影响的创新经济发展框架，这是全球治理
的一种新趋势、一次创新性的探索，是通过区域
合作取得共同繁荣的重要机遇。

 孙奕. 联合国副秘书长格图：“一带一路”是共同繁荣的重要机遇. 2016-
11-10 
http://money.163.com/16/1110/20/C5HN88DV002580S6.html#from=bjrec_r
elated



 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发展政策与分析司司
长洪平凡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中国提
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推动为落实联合
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所进行的重大区域性
国际合作。虽然“一带一路”倡议与2030议程
在性质和涵盖范围上有所不同，但两者在愿景
和基本原则上一致。两者都强调要恪守《联合
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两者都致力于推动包
容发展和共同繁荣。



 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在近千年的历史长
河中，中国都是世界的“栋梁”，今日借
助“一带一路”，中国将更好地扮演这一
角色。

 马塔雷拉在复旦大学演讲时表示，中国提
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全世界新的发展
机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都会
从中受益，意大利愿意积极参与其中并进
一步发掘与中国的合作潜力。

吴宇.意大利总统：“一带一路”倡议是全
世界新的发展机遇.2017-2-14.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7/0224/c

1002-29106609.html.



 印度学者Aniket Shah认为：一带一路可以而
且将成为实现SDGs的第一个区域性努力。从
SDGs涉及到的投入来看，每年将需要1至2万
亿美元的额外投入，其中超过一半将用于基础
设施建设和低碳能源的需要。尽管一带一路不
属于SDGs 框架，但它与SDG要求相一致：长
远计划、国家间合作以及公私合作。如果两者
能成功结合，将创造一个致力于解决最紧迫可
持续发展挑战的21世纪多边主义的新的创新形
态。同时他也提出一带一路将为世界可持续发
展绘就区域合作的蓝图。

 Aniket Shah.Building a Sustainable ‘Belt and Road’. 2016-12-
30. http://www.cirsd.org/en/horizons/horizons-spring-2016--
issue-no-7/building-a-sustainable-%E2%80%98belt-and-road-



 英国48家集团俱乐部副主席、中国问题专家班
可夫认为，“在21世纪，世界已经全球化，人
类命运共同体事实上是唯一可持续和现实可行的
选择”。

 “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
家及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都是构建这一命运
共同体的组成部分。

 英专家：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京华时报,2015-11-15.



 新加坡学者胡逸山认为：“一带一路”的“五通”
其实是把中国和沿线国家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可以
说“一带一路”是建设命运共同体的第一步，为建
设命运共同体打下了扎实基础。“一带一路”建设
中的设施联通非常重要，在设施联通的基础上才有
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这也有助于民心相通。实现
民心相通，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也就基本到位了。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副所长奥斯特洛夫斯基说
，“一带一路”建设的“五通”将为欧亚大陆各国
和地区之间的包容合作创造条件，中国通过“一带
一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受到世界各国欢
迎。

 孙萍等.一带一路”通往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1-22. 
http://news.163.com/17/0122/12/CBCQ0VRT00018AOQ.html



德国席勒研究所海尔格•策普•拉鲁旭（Helga Zepp-
LaRouche）2017年1月发表了一篇题为America 
First, or a Common Destiny for the Future of 
Mankind?文章，认为与美国第一相反的是为了世界
各国谋求共同利益的国际合作，并高度赞扬了一带一
路战略思路。http://www.larouchepub.com/hzl/2017/4404common_future.html



4 一带一路与中国

文化走出去



1.丝绸之路是文明交流之路



经济与文化是车之两轮、鸟之两翼，
两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丝绸之路
从一开始就是一条文明交流之路。



 欧亚大陆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祥地。2100多年前，中
国西汉时期的张骞两次出使中亚。在其后的千百年时
间里，在一代代人的探索下，一条连接欧亚大陆的贸
易走廊不断延长和壮大。

 通过这条走廊，商人们将欧亚大陆东端生产的丝绸、
瓷器、茶叶等产品运往中亚、西亚、欧洲和北非，同
时将西方的香料等产品运往东部。人们形象地将这条
贸易走廊称为“丝绸之路”。



 1877年，德国地质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
其著作《中国》一书中，把“从公元前
114年至公元127年间，中国与中亚、
中国与印度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
西域交通道路”命名为“丝绸之路”，
这一名词很快被学术界和大众所接受，
并正式运用。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1833-1905) 

Wikimedia Commons 



 日本学者关志雄在野村资本市场季刊（2015年
春）上发表 “中国版马歇尔计划——一带一路
构想”文章：（马：欧洲复兴计划）

 古代欧亚大陆经历了战争和苦难，但丝绸之路
一向是和平、协作和友好的象征。丝绸之路沿
线各国通过商品、人员、技术和思想的交流，
推进了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促进了不同文
明之间的对话和融合。

 関志雄. 動き出した「一帯一路」構想-- 中国版マーシャル・プランの実現に向けて --
http://www.rieti.go.jp/users/china-tr/jp/150408world.html



2.从造纸与印刷术西传看丝绸之
路上的文化交流



 2017年是欧洲宗教改革500周年。历史学家常
常把路德与古腾堡联系在一起，称古腾堡活字印
刷革命有力地支持了宗教改革运动。

 宮武久佳. http://most.tus.ac.jp/mip/column/detail.php?i=951



 造纸术西传没有很大争议。很多文献都表明，在蔡
伦发明造纸术后的1000多年，欧洲才建立了造纸
厂。李约瑟认为，早在650年造纸术就已经传入中
亚的撒马尔罕。



 据传西班牙最早的造纸厂1129年建于克萨蒂瓦
（Xativa），但一开始基督教世界对这种穆斯林
文化并不欢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于
1221年发布了一道敕令，所有写在纸上的公文
都无效: 只有在十五世纪中期印刷业兴起后才改
变了欧洲人对纸张的看法。

 http://paperproject.org/paperhistory3.html



活字印刷是中国人的发明

 据《梦溪笔谈》，北宋毕升研制成功了泥活字。一
百年后，元朝王祯制作了木活字三万多个，于
1298年试印自己编修的《大德旌德县志》。

 据《周益国文忠公集》记载，1193年南宋名臣周
必大用毕升发明的泥活字排印了自著的《玉堂杂记
》。周必大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近用沈存中法
，以胶泥铜版移换摹印，今日偶成《玉堂杂记》二
十八事。”其中所记“沈存中法”，即毕昇发明的
活字印刷法。

 史金波. 千年活字印刷史略 -字母活字应用肇始于中国人.光明日报, 2009-3-
17.



 1965年，浙江温州出土一件印本残页《佛说观无
量寿佛经》，经有关专家考证认定为是毕升之后
大约50年（1103）北宋时期的泥活字印本，应是
迄今发现存世最早的活字印刷品。

 据温州博物馆馆长王新宇介绍，比韩国在1239年
印刷的《南明泉和尚颂证道歌》早了一个多世纪
。

 活字印刷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pplXwUJLtL9Fflwqr
Ws4Yn5xXZlt-k64GrNojTTDLc-
Fov2QqDRIAqQQhhyx9EYhcCJqjVn3vzYyc5GySCw6OCXaghcD
7JHbcCSFfoJngSCxslxnSK-Db46n-XFLSq_V



 李约瑟：如果印刷术由东方传到西方的过程中
有那么一个中间环节的话，既熟悉雕版印刷又
熟悉汉字印刷的维吾尔人，极有机会再这种传
播中起重要的作用。

 李约瑟主编. 中国科学技术史: 第5卷第1分册:纸和印刷[M]. 钱存训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272.



印刷术传到欧洲

 中国早在11世纪发明了活字印刷术，
但因缺乏早期活字印刷实物，个别国家
的一些研究者对中国活字印刷术的首创
权提出挑战。

 史金波、雅森·吾守尔在《中国活字印
刷术的发明和早期传播：西夏和回鹘活
字印刷术研究》一书中介绍了西夏和回
鹘文活字实物，引起了人们对印刷术西
传的关注。

图片来源：中国网



印刷术传到欧洲

 大部分回鹘文木活字藏于巴黎吉
美博物馆，年代在12世纪到13
世纪上半叶之间。早于古登堡使
用金属活字二百年左右。

 回鹘文已有以音节、语音为单位
的，是介于语音为单位的活字和
汉字活字之间的中介类型活字，
已经蕴含了西方字母活字形成的
原则。是我国活字印刷术向西方
传播的中介类型活字。

 从事实上否定了“古腾堡第一个
用字母活字印书的观点”。



 美国印刷史专家卡特曾于1925年在《中国印刷术
的发明和它的西传》 (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一
书中，展示了4枚回鹘文木活字，并写道：“迄今
没有发现过字母活字的物证。敦煌发现的活字仍
然仿照中国的方法，不是字母，而是一个个拼成
了的字。”但实际上卡特看到的只是个别的以字
为活字的回鹘文活字。



 雅森·吾守尔发现这些活字所表示的文字符号分为7
类，它们分别是：以字母为单位的活字、以词为单
位的活字、以动词词干为单位的活字、表示词缀的
活字、以不表示词义或语法功能的语音组合为单位
的活字、表示页面版框的活字（其中有单栏，也有
双栏）和表示标点符号和附加符号的活字。

 回鹘活字是我国活字技术向西方传播的中介类型，
其中已经包含了西方字母活字形成的原则。



这些活字均出自敦煌莫高窟。彭金章对现存所有
出土的回鹘文活字实物进行了统计。1908年由法
国汉学家伯希和首次发现968个，1914年俄国人
奥登堡发现130个、1944-48年国立敦煌艺术研
究所发现6个，1988-95年敦煌研究院最新发现
48个，总共1152枚。

彭金章. 有关回鹘文木活字的几个问题. 敦煌研究，2014（3）：56-63. 



印刷术西传的社会背景

 蒙古人征服中国北部后，向波斯和俄罗斯并直指
匈牙利和波兰，逼近威尼斯、布拉格和巴伐利亚
等城市，而这些地方被认为是欧洲最早推行印刷
活动的地方。当时印刷的咒符、纸牌等随军传入
，很有可能将印刷的灵感带到了西方。

 见《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第136页



 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认
为，中国发明的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是在文艺复
兴和宗教改革期间由阿拉伯商人传导欧洲。

 1620年培根在《新工具》中指出：“发明的威力、
效能和后果是会充分看得到的，这从古人[古希腊人
]所不知且来源不明的俨然是较近的三项发明中表现
得再明显不过了。这就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
这三种发明曾改变了整个世界事物的面貌和状态，
第一种在学术上，第二种在军事上，第三种在航海
上，由此又产生了无数的变化。这种变化如此之大
，以致没有一个帝国、没有一个教派、没有一个赫
赫有名的人物，能比这三种机械发明在人类的事业
中产生更大的力量和影响。”

 In Peter Amey,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Greenhaven World History 
Program: Greenhaven Press), 23



发明权与传播力

 之所以把古腾堡的活字印刷术称为是一场革命，
是因为活字印刷在当时欧洲的社会革命中扮演了
大众传播工具的角色。

 史金波认为，欧洲使用机械铸字和印刷，大大提
高了活字印刷效率，使活字印刷进入一个新的阶
段。

 史金波. 千年活字印刷史略 -字母活字应用肇始于中国人.光明日报, 2009-
3-17.



 古腾堡给予我们最大的启示在于传播力。

 其实，蔡伦在传播上的贡献在于他用了更廉价更
易普及的材料，如刘光裕所说，“以麻类纤维为
原料并非蔡伦创造，以废弃麻类纤维和谷树皮为
原料乃是他的创造”。蔡伦以前，中国人用简牍
和缣帛为书写材料。但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
。

 刘光裕.论蔡伦发明蔡侯纸.中国出版史料古代部分第一卷.宋原放主编.湖
北教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9-32.

发明权与传播力



 古代统治者轻视“小道”、“末技”等大众化的
东西。

 在汉代有简经纸传，春秋经文用简，左传用纸，
因为供学生之用。在重经轻传的汉代，纸的地位
不如简。（如大风歌）

发明权与传播力



 毕升1045年左右发明了泥活字印刷的方法，其后
又有王祯的木活字及后来的金属活字等活字印刷
的记录，但直到明清、甚至民国仍大量使用雕版
印刷。

 李致忠：至于活字，不要说宋朝人，就是到了清
代，仍有不少人不将其视为正宗。周必大用泥活
字排印过《玉堂嘉话》，“但那是自己的作品，
又是一部小书” 。

 李致忠. 文苑英华史话.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89-90.

发明权与传播力



 汉代以后，绝大多数统治者都把儒家学说当做
治国之本，通过科举考试登上仕途是隋唐以后
读书人的主要生存之道。因此，对于反复印刷
的东西，雕版不仅方便而且更具艺术性。

 徐忆农. 中国古代印刷图志. 扬州:广陵书社,2006年,3.

发明权与传播力



3.从“中国风”在近代西方的
影响看中华文化传播的价值
与意义



中国风
 500年前，欧洲大批传教士来华

，回国后他们向欧洲传播了中国
文化。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
时，欧洲又掀起了一场“中国风
”Chinoiserie。中国风既包含了
琴棋书画等修身的艺术，又泛指
一种东方神韵，渗透到建筑和瓷
器等外观设计里。

来源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ile:Le_Jardin_chin

ois_(detail)_by_Fran%C3%A7ois_Boucher.jpg

//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2/23/Le_Jardin_chinois_%28detail%29_by_Fran%C3%A7ois_Boucher.jpg
//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2/23/Le_Jardin_chinois_%28detail%29_by_Fran%C3%A7ois_Boucher.jpg


 西方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兴盛中国风呢？莱布尼茨
经过对中国文化的初步考察，认为东西方文化之
间并没有本质的差别，中国人的儒家思想正是西
方人迫切需要的一种精神：自然神学，即根据自
然理性来想问题，而不应裹在圣经和神学的章句
和概念中走不出来。

 东方人认为自然也是有智慧的，西方人对此不理
解，所以对中国人的自然观和器物很感兴趣。一
直到100多年前，西方人都把“中国风”视为一
种高尚。

 李天纲.为什么今天要研究“中物西传”？文汇报，2017-2-10.

中国风



 19世纪末在巴黎举办世博会的时候，中国贡献了
一个中国风的亭子，世博会结束后法国人把它买了
下来。上海世博会的时候，法国人曾问我们能否找
到该亭子的主人，我们没有查到，很可惜。

 西方人对中国文化也是很着迷的，在一带一路的研
究中有必要把这些东西挖掘出来。

1889年巴黎世博会上
中国展馆的主人是谁？



4. 将一带一路建成文明之路



 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

 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

 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

 推动各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



 文化部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2016-
2020年）已正式发布



推进一带一路有利于促进不同文明的发展

 古代中国许多物质文化和发明创造通过丝绸之路
传到西方后，对促进西方近现代科学的发展起到
了积极作用；近代西方天文学、数学和医学等知
识，也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中国的。



有利于提升我国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今天，挖掘和研究曾经在中西交流史上扮演过重
要角色的文化遗产和生动案例，不仅有助于深化
“一带一路”的文化内涵，而且有利于增进我国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民族的理解和交流，
进一步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提升我国的国际话
语权和影响力。



 我们在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时
候，更要文化先行，通过不同文化
和民族的相互尊重和认同，共同构
筑起一个平等互利基础上的文化对
话和交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我们在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时
候，更要文化先行，通过不同文化
和民族的相互尊重和认同，共同构
筑起一个平等互利基础上的文化对
话和交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5 一带一路与图书馆





 上海图书馆“上海之窗”建立于2002年，15年
来，从原先以赠书为主向文化活动拓展，通过
国际会议、征文活动、讲座展示等进一步加强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交流。



一、主题活动打造文化交流新高地

 “相聚上海” 读书征文活动起
步于2010年，至今已举办三届
。向全球征集与中国或者中国
文化主题相关的征文、朗诵、
摄影等作品。

 2012年埃及的Yara Mohamed 
Sayed Ismaiel女士和来自以色
列的Roi Barnea先生获得一等
奖，塞尔维亚的Marko Ljubicic
先生获得二等奖；

 2014年柬埔寨的Ly Rottana先
生获得了征文二等奖。



 以“图书馆：社会发展的助推器”为主题的第八届上海
国际图书馆论坛于2016年7月6日至8日在上海图书馆召
开。来自新加坡、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希腊、土耳其
、斯里兰卡、伊朗、印度等27个国家和地区逾300位代
表出席了论坛。

一、主题活动打造文化交流新高地



 上海之窗项目向伊斯坦
布尔的阿卡图尔克图书
馆赠送了包括《习近平
谈治国理政（英文版）
》在内的总计480种、
521册图书。早在2008
年上海图书馆就与阿塔
图尔克图书馆建立了“
上海之窗”合作，以书
为媒，为土耳其民众提
供了近距离了解上海风
情、感受上海魅力的机
会。

二、上海之窗连接中外合作友好桥梁



2015年6月15日上午，伊斯坦布尔
市民在市中心购物中心参观“魅力
上海”土耳其推广活动摄影展。



 2015年12月，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市立图书馆举办了为期
一周的“世界在你我之间”巡展。通过讲座、文学活动、电
影放映、展览和教育工作坊等丰富多彩的形式，让当地读者
更好地熟悉中国的文化、文学、艺术和语言。

二、上海之窗连接中外合作友好桥梁

巡展中，卢布尔雅那市
立图书馆特别介绍并推
广了与上海图书馆合作
建立的“上海之窗”专
架。
赠书中最受当地读者欢
迎的是儿童类和中国传
统医学类书籍。



2012年12月15日，
由上海市人民对外友
好协会、上海图书馆、
斯洛文尼亚驻沪领事

馆联合主办的纪念中
斯建交20周年《感受
斯洛文尼亚》图片展，
在上海图书馆开幕。



 2016年7月11日，为期一个月的“上海之窗”摄影展在乌
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的纳沃伊国家图书馆展览大厅内拉
开序幕。乌兹别克斯坦纳沃伊国家馆长霍扎耶夫、中国驻
乌兹别克斯坦大使孙立杰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三、展览讲座活动增强中外文化交流



 上海与塔什干市于1994年12月缔结友好城市关系。20多年
来，两市各层级联系密切，经贸、文化等领域交流活动不断
，成为中乌两国地方交往的成功典范。

2013年2月6日乌兹别克斯坦油画
摄影艺术展在上海图书馆开幕2013年4月9日下午3时，乌兹别克斯坦驻沪

总领事馆总领事阿戈扎姆赫德热耶夫•萨伊达
卡摩勒向上图赠书。



2014年12月上海图书馆向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赠送500
本新书和1万种电子书。

视频资料来源，凤凰网
http://v.ifeng.com/news/worl

d/201412/01c86e20-5f1e-

4588-99b0-

e82eb16e56a3.shtml



 莫斯科涅克拉索夫图书馆

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国家图书馆

上海图书馆代表团
2007年访问俄罗斯

http://www.library.sh.cn/img/2006/060724_1.JPG
http://www.library.sh.cn/img/2006/060724_1.JPG


2015年上海图书馆代表团访问安
德烈沙古纳大学图书馆

 罗马尼亚“安德烈•沙古纳”大学每年举办两次“上
海之窗”展览，以记录中国国庆和农历新年两件大事
。

2013年9月30日该大学举办
“美丽中国”展览



 2009年起塞尔维亚“东方之家”协会与
“上海之窗”合作



 2016年4月13日，塞尔维亚“东方之家”协会借助该
协会的“上海之窗”，为新贝尔格莱德地区的小学举
办了一场名为“孩子们的中国”的讲座。



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张万年
与东方之家玛丽娜女士在

2014年春节晚会上

 东方之家创办人高澜
与玛丽娜女士受到李
克强总理亲切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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