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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分析

据新华社加沙5月13日电 （记者
杨媛媛、赵悦）联合国中东和平进程特别
协调员尼古拉·姆拉德诺夫 13日在加沙
地带呼吁有关各方加紧努力，巩固当前
的停火状态，改善加沙地带局势。

姆拉德诺夫指出，联合国为缓解加
沙地带居民苦难所做的工作开展良好，
并将继续与各方一同努力，使局势持续
平静，确保所有人道主义项目得以实

施。他说：“我们的目标是解除对加沙地
带的封锁。”

本月 4日以来，加沙地带巴勒斯坦
武装派别与以色列军方爆发大规模冲
突，截至 6日凌晨停火时，巴武装组织自
加沙地带向以境内发射约 690 枚火箭
弹，造成 4名以色列人死亡、70 多人受
伤。以军则轰炸加沙地带 350 多个目
标，造成 2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联合国官员呼吁各方合作改善加沙地带局势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

丰富。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将在北京启

幕，亚洲各国文明对话交流，凝聚共识，

激发共鸣，激扬自信，打造共同繁荣的

精神家园。

今天的亚洲，有全世界67%的人口

和三分之一的经济总量，是众多文明的

汇聚交融之地。早在2014年5月召开

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

次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就提出，中方倡

议通过召开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等方式，

推动不同文明、不同宗教交流互鉴、取

长补短、共同进步。这体现了中国对促

进亚洲文明发展的深邃思考和责任担

当，为激活亚洲古老多彩文明新活力提

供了努力方向。

亚洲文明聚集历史智慧，应该礼

敬传承。如亚洲的黄河和长江流域、

印度河和恒河流域、幼发拉底河和底

格里斯河流域以及东南亚等地区孕育

了众多古老文明，彼此交相辉映、相得

益彰，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要贡

献。今天的亚洲，多样性的特点仍十

分突出，不同文明、不同民族、不同宗

教汇聚交融，共同组成多彩多姿的亚

洲大家庭。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传承

弘扬亚洲璀璨辉煌文明成果，在根脉

相通的基础上进行新的文明对话，必

将汇聚起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开创

亚洲新未来的强大力量。

亚洲文明发展兼收并蓄，应该包容

互鉴。不同文明没有优劣之分，只有特

色之别。要了解各种文明的真谛，必须

秉持平等、谦虚的态度，开放包容、互学

互鉴。近代以来，亚洲各国在国家独立

和民族解放进程中彼此鼓励、守望相

助，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中国改革开

放40多年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也

得益于文明对话交流、互学互鉴。历史

与实践证明，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可

以实现文明和谐。

亚洲文明对话促进共赢，应该积极

作为。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面临严峻挑战、发展难题，亚洲必

须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

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

越，推动构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开创亚

洲新未来。“一带一路”倡议从一国主张

到被写入联合国文件，“亚投行”应者云

集、持续扩容，中国-东盟高质量合作

发展势头喜人……在世界前进的步伐

中前进、在世界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中

国正携手亚洲各国，从不同文明中寻求

智慧、汲取营养，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寻求新视角、新方案。

“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

终和且平。”我们期待，亚洲文明对话大

会铺展开美美与共的文明互鉴新画卷。

（新华社北京5月13日电 记者
周玮）

书写美美与共的文明互鉴新画卷

新华社伊斯坦布尔 5月 13日电

（记者易爱军）土耳其海军 13日开始在
周边海域举行大规模军演，测试国产武
器系统和装备。

土耳其海军在其官网发布声明说，
代号“2019狼鱼”的演习当天在土西南部
穆拉省启动，覆盖土耳其周边地中海、爱

琴海和黑海海域。土耳其海军共出动
131 艘军舰、57 架战机、33 架直升机和
2.59万名军人，演习将持续到本月25日。

声明说，演习将检测海军炮火和护
卫舰、潜艇、武装无人飞行器等装备。参
演部队将基于真实危机、战争环境和自
然灾害开展战略和作战演习。

土耳其海军举行大规模演习

据新华社迪拜5月12日电 （记者
苏小坡）阿联酋外交部 12 日发布声明
说，4艘商业船只当天在其领海水域遭
遇“蓄意破坏”，阿联酋有关方面已采取
一切必要措施，并正在与本地和国际机
构合作对此事件进行调查。

阿联酋外交部在声明中说，此次破
坏事件发生在阿联酋富查伊拉酋长国

以东的海域，事件中没有人员伤亡，也
没有造成有害化学物质或燃料泄漏。
声明没有说明破坏活动的具体内容和
实施方。

声明说，对商业和民用船只实施破
坏并危及船员生命安全是“严重事件”。
阿联酋呼吁国际社会制止这种试图危害
海上交通安全的行为。

阿联酋称4艘商船在其领海遭“蓄意破坏”

新华社北京5月13日电 （记者侯
晓晨）巴基斯坦瓜达尔明珠洲际酒店日
前遭遇恐怖袭击。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13日表示，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将继续
坚定支持巴方反恐努力。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5月
11日，巴基斯坦瓜达尔港自由区附近明
珠洲际酒店遭恐怖袭击。“俾路支解放
军”下属“马吉德旅”已宣称对袭击事件
负责，称袭击目标是酒店内的中国及其
他外国投资者。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是
否有中国公民伤亡？
“中方强烈谴责针对瓜达尔明珠洲

际酒店的恐怖袭击，对在袭击事件中牺
牲的巴方人员表示哀悼，对遇难者家属

和受伤人员表示慰问。”耿爽表示，据中
方向巴基斯坦有关方面了解，尚无中国
公民伤亡报告。

他说，巴基斯坦安全力量及时采取措
施，迅速消灭恐怖分子，有效保障瓜达尔
地区安全稳定及当地中方人员和机构安
全，中方对此表示赞赏和感谢。“中方将继
续坚定支持巴方反恐努力，认为巴基斯坦
政府和军队有能力维护国家安全稳定。”
“我们注意到，伊姆兰·汗总理谴责

此次袭击事件企图破坏巴基斯坦经济和
繁荣，强调巴不会允许恐怖图谋得逞。”
耿爽表示，中方一贯支持巴基斯坦国家
发展，将继续支持巴基斯坦经济社会发
展和民生改善。

外交部发言人——

强烈谴责巴酒店恐袭事件
继续坚定支持巴反恐努力

胡塞武装从荷台达等三个港口撤军
联合国支助荷台达协议特派团5月12日发表声明说，联合国相关工作组监

督了也门胡塞武装从荷台达等三个主要港口撤军，并将于14日对其撤出情况

进行正式确认。声明说，从11日开始，胡塞武装按计划在荷台达、塞利夫和埃

萨三个港口进行了重新部署，联合国工作组在三地监督了胡塞武装撤军以及将

安保权交给当地海岸护卫队。接下来几天，胡塞武装还将进行清除军事设施、

排雷等行动。图为11日，胡塞武装成员从塞利夫港撤离。 新华社发

本报新加坡5月13日电 张千、王

红报道：13日，正在新加坡参加东盟防
长扩大会海上实兵演习的中国海军湘潭
舰举行舰艇开放日活动。

五月的新加坡樟宜港，晴空万里，停
泊在此的湘潭舰已挂好满旗，准备迎接
登舰参观的人们。上午 9时，当地中资
企业员工、留学生和我驻新加坡使馆工
作人员等陆续登上舰艇，他们中有两鬓

斑白的老人，也有稚气未脱的孩子。看
到祖国威武的战舰和军容严整的海军官
兵，他们激动不已，纷纷与战舰、官兵合
影留念。

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员工叶烨告诉
笔者，父亲曾经也是一名军人，今天自己
能够在海外目睹祖国战舰风采，心情非
常激动，看到祖国日益强大，作为远在海
外的中国人，他感到无比自豪。

我海军湘潭舰举行舰艇开放日活动

文明互鉴 美美与共

在美国宣布将不再给予部分国家和
地区进口伊朗石油的制裁豁免后，欧盟
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莫盖里尼以及
法国、德国、英国三国外长 9日发表联合
声明，对美国的这一做法表示遗憾和担
忧。尽管美国多次强调美欧在伊朗核问
题上应该站在“同一立场”，但欧洲并不
愿意“随美起舞”。伊核协议问题让美欧
再度产生分歧，跨大西洋矛盾日益凸显。

美国宣布退出伊核协议一年后，近
日又开始了新一轮对伊朗的“极限施
压”。在伊朗始终履行伊核协议有关要
求的背景下，美国相继采取了将伊朗伊
斯兰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对伊朗的
铁、钢、铝、铜等产业进行经济制裁等敌
视动作。无怪乎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将
之视为一种“病态的偏执”。

美国不断通过制裁与外交高压手段
胁迫伊朗就范，其实是“无利不起早”。

一方面，特朗普上台后全面打压奥

巴马时期的政策，无论是废除医改，还是
奉行单边主义重返中东，几乎到了“逢奥
必反”的地步。伊核协议是以奥巴马为
代表的民主党执政时期的重要外交成
果，退出协议无疑会提高特朗普在共和
党内的支持率；

另一方面，伊核协议规定，只要伊朗
遵守承诺并限制其核计划，国际社会将解
除对伊制裁。伊朗本来就是中东大国，协
议签署之后，欧洲多国与伊朗的经济联系
日益紧密。长期以来，伊朗一直支持叙利
亚阿萨德政权、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以及也
门胡塞武装，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霸权地
位形成挑战，美国自然希望通过打压伊朗
以保证其在中东的影响力。

针对美国的一系列举动，伊朗总统
哈桑·鲁哈尼 8日宣布中止履行伊核协
议部分条款，不再对外出售重水和浓缩
铀。

如果说伊朗的反应尚在预料之

中，欧洲国家此次并未与美国保持步
调一致，则出乎一些人的意料。欧洲
方面表示将充分致力于维护和执行伊
核协议，并将会继续努力，使其与伊朗
的合法贸易得以继续。欧洲这一与美
国“作对”的举动，更多是出于自身利
益的考虑，同时也显示了其坚持多边
主义的决心。

从地缘战略角度看，中东地区的安
全直接关乎欧洲稳定。欧洲国家担心
一旦伊朗退出伊核协议，开启核武研发
进程，将给地区安全造成巨大冲击，还
可能刺激其他国家走上军备竞赛的道
路。因此，欧盟与英法德三国在联合声
明中表示，伊朗继续全面有效履行核领
域承诺是欧洲与伊朗贸易机制实施的
前提条件。

而在经济方面，欧洲国家在能源、投
资等领域仍在伊朗存在较大利益。现
在，美国在对伊石油出口、航运和银行系

统进行制裁的同时，还实施所谓“长臂管
辖”，使得与伊朗有贸易和投资关系的欧
洲企业面临重大损失，影响了欧洲与伊
朗的正常经贸活动。为减小损失，欧洲
甚至开发了专门的贸易结算机制，帮助
欧洲企业绕过美国对伊朗单方面制裁，
使欧盟继续与伊朗进行贸易。

围绕伊核问题凸显出来的跨大西洋
矛盾，表面看是美国与欧洲国家间对伊
态度的分歧，实则是美国在“美国优先”
口号下单边主义倾向和欧洲坚持多边主
义的问题解决方式之间的交锋。欧盟本
身就具有多边主义合作传统，无论是应
对地区热点还是全球挑战，维护以规则
为基础的多边主义都是欧盟的习惯选
择。单边主义难得人心，美国政府坚持
全盘否定伊核协议，只会使美欧关系日
益疏离。

伊核协议是多边主义的重要成果，
也是联合国安理会认可的国际协议，应
当得到全面、有效执行，这不仅有利于中
东地区的和平稳定，也更符合各国的共
同利益。相关各方唯有从大局和长远出
发，寻求协议落实的道路，才能维护国际
社会的和平稳定。

伊核问题，欧洲缘何不再“随美起舞”
■本报记者 张 丹

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
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亚洲
文明，从来都是在对话中前进。张骞、
法显、阿底峡、马欢……他们远赴他乡，
传播物种，传授技艺，传承教化，用互学
互鉴驱动着文明的车轮。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即将在北京召
开。回顾亚洲文明对话的历史，对于各
国共同擘画美美与共的文明互鉴新画
卷，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筷箸礼为先，各国风俗近

“莫道筷箸小，日日伴君餐。”筷子
是世界上常用餐具之一，其中使用频率
最高的当属中国及其周边国家。

相传大禹在治理水患时三过家门
而不入，由于时间紧迫，经常在野外进
餐然后开拔赶路。但刚烧开锅时，汤水
沸滚无法取肉，就折树枝夹而食之，这
就是筷箸的雏形。

伴随着文化的传播，筷子来到日韩
以及东南亚等国，受到广泛欢迎。日本
还对筷子进行了改良，并发明“割箸”，
即我们今天使用的一次性筷子。

一双小小的筷子不经意间连起了
各国的习俗，这在亚洲文明交流中，并
非孤例。

在泰国民间传说中，有一个神童古
曼无所不知，仙师伽宾蓬不服气，便问
了他三个问题：“早上祥光在哪？中午
祥光在哪？晚上祥光在哪？”

苦苦思索六天六夜找不到答案的
古曼，无意间在老鹰的对话中听到了答
案：“早上，祥光在脸上，人们要洗脸；中
午，祥光在胸部，人们要用水喷洒胸部；
晚上，祥光在脚部，人们要洗脚。这样
才能远离所有的不祥。”这个传说，就是
泰国新年宋干节的来历。

在中国的傣族中，也流传着类似
的故事，只是仙师变成了魔王，神童变
成了魔王的爱妾，情节则从打赌变成
了魔王的爱妾为民除害，节日的名称
也变成了泼水节，但仪式和寓意都是
一样的——大家用纯净的清水相互泼
洒，祈求洗去过去的不顺，清除所有的
邪恶、不幸和罪恶。

文化无国界，但使风俗淳。每到这
一节日，从泰国、老挝、缅甸、柬埔寨等
国一直到中国云南，处处可见的晶莹水
花，正是亚洲各民族风俗文化交融的生
动写照。

丝路驼铃响，文字各家融

五千年中华文明发展史，是一部中
外不同文明交流整合的历史。

“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
六七座，八九十枝花。”寥寥 20字，用一
到十的数字，营造出一派田园景象，古
典诗词的魅力毋庸赘言。

然而，日常生活中，对于数字的表
达和使用，人们更习惯于使用阿拉伯数
字。随着丝绸之路的兴盛，阿拉伯数
字在民间商贸往来中得到应用。

如今，阿拉伯数字已经在汉字表
达方式中牢牢占据一席之地，而汉字
也和邻国文字之间有着割舍不断的渊
源。

在日本第一家汉字博物馆，中央竖
立着一座高 10米的“五万汉字塔”，塔
的四面密密麻麻印着颜色、大小各异的
汉字。人们可以在各种有趣乃至“神
秘”的体验中感受汉字的无穷魅力。而
独立、法制、主权、民族等现代意义上的
词汇，也是经由日文翻译过来并得到广
泛应用的。

思想尊者释，文明亚洲流

2018年 3月起，位于印度东南海岸
的小城本地治里，有“现代玄奘”之称的
中国国学大师徐梵澄书画展在当地奥
罗宾多修道院举行。

徐梵澄作为鲁迅的得意门生，生前
曾在此处精研释译印度哲学古籍长达
27 年，是中国系统介绍印度奥罗宾多
哲学思想的第一人。此次展出的书画
正是他当年旅居此间时的作品。

说起中印文化交流，自然不能不提
玄奘取经的故事。

公元 631 年，历经跋涉，玄奘法师
终于抵达西行终点——中印度摩揭陀
国的那烂陀寺，与 106岁的戒贤法师有
过一席精彩对话。在后人看来，那不只
是两位高僧的对话，还是相互钦慕的两
大文明的对话。

那次对话开启了摩揭陀国与唐王
朝交好的历史。西安的大雁塔，至今仍
讲述着摩揭陀国“雁塔”的故事。而玄
奘那本集纳了多种异域文明的《大唐西
域记》，已成为复原古代西域和印度历
史的珍贵典籍。

此后，僧人鉴真东渡，留居日本 10
年，讲授佛学理论，传播唐朝艺术、医学
等多方面的文化成就。唐招提寺就是
鉴真根据中国唐代寺院建筑的样式为
日本精心设计的，至今寺内依旧供奉着
鉴真大师的坐像。

玄奘和鉴真的故事，在当时或许是
一个奇迹，但在文明交流对话史上却并
非孤例，某种程度上还是一种常态。毕
竟，无论思想的传播，还是民心的相通，
都离不开一代代人的接力前行。

（本报北京5月1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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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交流互鉴的亚洲故事
■曾利辉 柯永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