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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历来是各种文化包容发展最集
中的地区，是中国主要的包容文化之
源。“中”，就是包容文化的标志。海纳百
川终归海，中容八方仍为中。我们要深
刻认识中原文化包容性的根本性特征，
并发扬光大，打造包容文化中原品牌。
通过包容发展，特别是包容发展的政策
创新，提供更加宽松和谐的发展环境与
文化氛围，吸引越来越多的国内外企业
家和青年人到中原地区创业创新，共筑
梦想，共享由于全球海权地位下降、已经
进入航权和网权时代，资源配置关系出
现历史性重大变化，导致区域发展热点
重返部分内陆地区的盛世。

今年五四青年节，腾讯QQ大数据
发布的《2017全国城市年轻指数》报告
显示，郑州的年轻指数高达82，居全国
第三位，居北方城市第一位。这一现象
绝非偶然，因为年轻人聚集多的城市，
肯定包容文化环境比较优越。而年轻
人多就是创新发展最大的法宝，我们要
特别珍惜这种历史性发展机会。

河南包容文化沉淀深厚，全社会包
容正、负能量的胸怀特别广阔，而且面
对困难并不气馁，妥善应对虚实变换，
在特别困难情况下仍有较快发展的可
喜局面。按照 2016 年 10 月发布的
《“一带一路”大数据报告（2016）》对全
国31个省（区市）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情况及实施效果进行的综合测评，广
东、浙江、上海、天津、福建、江苏、山东、
河南、云南、北京在综合得分中位列前
十。这个结果说明，我们河南省在“一
带一路”战略实施中已经居于全国第一
方阵，位列全国第八名，具有全面融入

“一带一路”战略的巨大优势。
事实上，我们河南发挥位居全国经

济地理中心的综合性国际交通枢纽优
势，在国家“一带一路”建设与发展中已
经创造出颇具影响的“四路并举”全面融
入“一带一路”战略的发展态势。

第一，我们的陆上丝绸之路——中
欧班列（郑州），2013年开通，当年完成
出口班列13列，回程数为0。2014年，
去程完成78列，回程9列，出现回程列
车突破。2015年，去程完成97列，回程
59列，去程与回程大致均衡。2016年，
完成去程137列，回程114列，基本稳定
在每周三去三回状态。全年开行 251
班，总货重12.86万吨，总货值12.67亿
美元，成为全国20多家开行中欧班列中
唯一实现双通道（阿拉山口西通道、二连
浩特中通道）、双向常态（每周“去三回
三”）运行的班列，总载货量、境内集货辐
射地域、境外分拨范围均居中欧班列前
列。截至 2017年 3月中旬，中欧班列
（郑州）已累计开行556班（351班去程、
205班回程），总货值28.19亿美元，货重
27.06万吨。从2017年 3月开始，已实
现“去四回四、每周八班”的常态化均衡
开行，一直是中欧班列发展业绩最好的
班列之一。在中欧班列（郑州）的带动
下，中欧商城已经走进普通老百姓的生
活，郑州思达超市等已经大量销售其物
美价廉的商品，为当地老百姓带来了实
实在在的福利。

第二，我们通过资本合作，开辟的
空中丝绸之路——郑州—卢森堡航空
货运航线发展迅速。该航线自2014年

6月开通以来，由开航时每周两班增加
至目前每周15个定期全货机航班。货
运量由 2014 年的 1.5 万吨，发展到
2015年 5万吨，2016年的 10万吨，增
长迅速。郑州—卢森堡货航常态化开
行是近年来郑州与欧洲国家间经贸往
来日益频繁的一个缩影。因为其影响
较大，在欧洲航空货运市场上“郑州价
格”也日益成为中欧间国际航空货运价
格的风向标。

第三，我们通过改革创新，建立国际
贸易“单一窗口”，形成了影响全国的网
上丝绸之路——郑州跨境E贸易的“郑
州模式”。2015年，河南保税物流中心
承担的郑州E贸易试点业务量5109.15
万单，列全国当时7个试点第一，业务量
占全国的 50%以上。2016年初，中国
（郑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获批，
全国试验区扩大到13个，而郑州当年的
业务量已突破 8000 万单，占全国的
40%以上，居全国第一。其中，进口
5352.22 万单，同比增长 18.89%；出口
2938.08 万单，同比增长 488.07%。征
收关税6.32亿元，同比增长440.17%；征
收地税1.63亿元，同比增长66.33%。特
别是出口量的快速攀升，为河南各类出
口产品扩大国际市场打开了新的高效路
径。此外，新引进企业199家，目前已吸
引电商、网商、物流、仓储、报关、第三方
支付等1101家企业集聚郑州，搭建了跨
境电子商务较为完善的产业链和生态
链。其货物“秒通关”每秒最高达 500
单。截至今年4月27日，进出境商品包
裹2069.8万包，货值28.61亿元，增长迅
速，至年底郑州E贸易交易额有望突破
100亿元。

第四，我们还拥有集海陆空网于一
体的立体丝绸之路，形成了高效衔接的
进出口体系，对红酒、化妆品等跨境贸易
形成重要影响，使法国和澳大利亚的葡
萄酒、法国和韩国的化妆品等销售价格
大幅度下降，确实造福于普通百姓。

在开放包容文化支撑下，我们成功
开创了陆上、空中、网上和立体丝绸之
路，商业模式新颖，国际结算速度快捷，
交易效率高，成为河南通过“一带一路”
融入全球的重要创新。下一步，按照国
家战略部署，通过政策与智能化手段的
持续创新，加快融入“一带一路”前景光
明，潜力巨大。各市、县都需要根据当地
的具体发展需要，积极创造条件，持续向

“一带一路”发力，为当地开放型经济发
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包容文化，海纳百川，尊重人性，容
得下差异，倡导机会平等，推崇共享发展
成果。和而不同，文化因百家争鸣而生
命力更加顽强；兼容并蓄，各种文化相互
影响与借鉴，更容易碰撞出新的思想火
花，特别有利于促进创新发展。朗朗亚
欧大陆，祚传千载故事；漫长丝绸之路，
泽遗百代佳话。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
沉寂了数千年之后，东西方共同铸造的
古老的丝绸之路正在重新焕发出勃勃生
机。“一带一路”不仅凝聚了沿线各国各
地区人民的共同命运，也必将在新一代
高科技、特别是信息技术支撑下，通过包
容文化的滋润与营养，铸就出人类和平
与发展的新的美好篇章！⑩5

（作者系省社科院院长）

以包容的姿态共建“一带一路”

1 包容文化是文明高地1 包容文化是文明高地

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历来重视各民族之间包容互鉴、融

合发展，共同创造了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包容文化。包容

文化对全世界四大文明发祥地只有中国文明能够传承至今

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大特征。

□张占仓

包容文化，就是能够海纳百川，
兼容并蓄，吐故纳新，经久不衰。孔
子的“君子和而不同”，《周易大传》
的“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
就是包容文化的最好阐释。孟子把
孔子誉为“集大成”者，对孔子思想
中的包容性大加赞美。他继承了孔
子的这种胸怀，认为海洋的博大胸
怀是人类应该效法的，发出了“观于
海者难为水”的慨叹，其很多主张极
大地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包容
思想。荀子主持稷下学宫时，实行
开明的政策，招揽列国名流，汇集百
家学说，兼容并包、来去自由，造就
了中国学术史上前所未有的百家争
鸣局面。汉代之后，儒家思想吸收
了道家和道教的一些思想，逐渐形
成了儒道互补型的儒家学派。宋明
时期，又吸收了佛学的一些思想内
容，从而形成了三教合一型的儒家
学派。不管是程朱的理学派还是陆
王的心学派，都是三教合一型的儒
家。理学派和心学派都以包容的心
态从道家、道教和佛学吸取了很多
营养，也丰富了自己的内涵。在多
种文化的碰撞中，相互吸纳，相互补
充，是中国包容文化支撑的传统文
化生生不息的动力所在。

中国传统文化根基深厚，并富
于包容性，其结果是不断吸收外来文
化、不断同化外来文化。在中国，包
容文化主要形成于中原。因为中原
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在中华文明
5000年历史中，有3300多年是中国

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正是因为
中原地区居天下之中，兼有东、西、
南、北之长，融汇世界历史文化之精
华，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包容文化。

在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包容
文化向全球传播过程中，曾经出现
意大利最早深度学习借鉴中国包容
文化的过程，因此导致意大利在欧
洲创造了文艺复兴的历史壮举与
包容姿态不无关系。之后，英国提
倡包容互鉴，创造了创新平等的空
前历史机会，因此促成了影响全球
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并在此基础上
通过殖民地扩张推动了全球化 1.0
版本。继英国之后，德国最早提出
科技兴国战略，拿出开放包容的姿
态，坚持半个世纪向英国派遣留学
生，学习英国的工业革命经验与做
法并进一步创新，促成了德国19世
纪末期到 20世纪初期科学大国与
经济大国的崛起。二战之后，美国
开放包容思想盛行，倡导贸易自由
化，无论是哪一个国家的科学家、技
术人员、青年学生，只要愿意到美国
发展，实现梦想，美国均持开放包容
的姿态欢迎，为全世界一大批科学
家、企业家、青年人才等创新创业提
供了机遇，促成了美国成为全球第
一科学大国和经济强国，并引领世
界发展几十年，形成了全球化2.0版
本。一系列事实充分说明，包容文
化是世界文明高地。谁倡导并弘扬
包容文化，谁就可能站在文明高地，
引领世界发展。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
次在不同场合对包容思想进行论
述。2013年 4月，习近平在博鳌亚
洲论坛强调：坚持开放包容，为促进
共同发展提供广阔空间。2014年 3
月，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
演讲时指出：文明是包容的，人类文
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
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

“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
谐。2015 年 10 月，习近平访问英
国时又提出：当今世界，开放包容、
多元互鉴是主基调。2016年 9月，
习近平在杭州 G20 峰会上再次强
调：让世界经济走上强劲、可持续、
平衡、包容增长之路。2017年5月，
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
指出，古丝绸之路绵亘万里，延续千
年，积淀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
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
精神。这是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
不同文明、宗教、种族求同存异、开
放包容，并肩书写相互尊重的壮丽
诗篇，携手绘就共同发展的美好画
卷。建设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
的经济全球化。我们要加强各国议
会、政党、民间组织往来，密切妇女、青
年、残疾人等群体交流，促进包容发
展。习近平总书记有关包容思想的
系列论述为“一带一路”建设做足了
理论上的准备和文化上的铺垫。

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域
广阔、国情不同、风俗各异、发展水
平差异较大，中国提出这一战略的
要义在于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
符号推进沿线国家共同发展，积极
构建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
系，致力于共同打造一个在政治上
长期互信、在经济上深度融合、在文
化上互相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
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基于这样一
种思想基础，《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
济带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
景与行动》中才更加旗帜鲜明地表
示要坚持和谐包容，倡导文明宽容，
尊重各国发展道路和模式的选择，
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求同存
异、兼容并蓄、和平共处、共生共
荣。可以说，包容思想是“一带一
路”建设的思想基础。没有习近平
容天下之大的博大胸怀，就不可能
有“一带一路”战略的伟大构想。

我们都知道，小到一个家庭，多
一些包容，多一点相互理解，就会带
来更多幸福与快乐。大到一个国家
或民族，提倡包容，就能够促进百花
齐放，百家争鸣，和睦相处，以文化
的多元与互鉴，加强人们内心深处
的沟通与交流，才能够形成更多的
合力，共同促进全球经济社会发展
与繁荣。人类在每一个时代的进步
与发展，都有赖于文化的包容与创
新。从世界历史的经验来看，凡是
文化相对包容的时代与社会，世界

多数处于和平稳定的阶段，不同文
化之间的互相学习、互相借鉴、互相
支持促使经济走向繁荣、社会更加
开放，民众生活安定而和谐，也是最
充满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时代。当今
全球化遇到的问题，不是包容多了，
而是包容不足，单极思想与强权政
治越来越不被大多数国家所接受。
因此，包容思想是和谐世界可持续发
展的前提，也是“一带一路”建设能否
顺利达成的重要文化支撑。只有站
在开放包容的立场上才能真正理解

“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意义与核心
价值。相互尊重、彼此包容，是不同
国家与民族之间消除误解、化解矛盾
的基础，自我封闭、盲目自大，只能导
致落后。只有秉持开放包容精神，才
能用高超的智慧解决人类面临的共
同难题。从这一角度出发，包容思想
是顺应历史进步潮流的必然选择，
是现代文明的核心内容。

“一带一路”建设每一个核心要
素都离不开包容思想的润泽。以平
等合作、开放共享为基础，强调“一
带一路”沿线各个国家发展战略的
对接，寻找利益契合点，寻求“最大
公约数”，使更多地区、更多普通民
众受益。“一带一路”建设是一个开
放包容的国际化合作网络，摒弃冷
战思维，打造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
盟的伙伴关系，不同制度、宗教、文
化背景的国家均可参与，并将在参
与过程中共享发展成果。“一带一
路”建设以战略性项目为抓手，稳扎
稳打，注重顶层设计，实现政策沟
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
民心相通，打造命运共同体。“一带
一路”建设为全世界创造更加开放、
包容、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现代
文明，而且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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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各国相互
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共同为
未来负责。

刚刚结束的“一带一路”高峰论
坛的最大亮点是以史为鉴、开放包
容，凝聚共识、形成合力，以“一带一
路”为载体，共同推动全球化可持续
发展。历史经验表明，包容才能和
谐，和谐才能和平，和平才能发展，
发展才能最终解决越来越多普通老
百姓的实际问题，创造更加光辉灿
烂的人类文明。因此，包容思想是
全球开展更加广泛合作的思想基
础，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灵魂。正
是因为习近平包容思想顺应了时代
进步的潮流，才使我们在北京举行
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
全球一呼百应，29位外国元首和政
府首脑、130多个国家和 70多个国
际组织1500多名中外嘉宾参加，达
成了重要共识，签约5大类共270多
项成果，创造了全球大型国际合作
活动成效显著的先例。

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

的丝路精神，携手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繁荣、开放、创新、文明之路，迈向更加美

好的明天。

当今世界，尽管出现了英国脱欧“美国优先”等反全球化的思潮，但是世界发展的历史证明，全球化的历史趋势

不可逆转。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相关建设从无到有、由点及面，取得了长足进展。目前，已有

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响应支持，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合作协议。“一带一路”这份由中国推动

的全球化方案蕴含着包容文化的东方智慧，契合了沿线国家的共同需求，为沿线国家优势互补、开放合作开创了新

途径，正在引领新一轮的全球化。

1 包容文化是文明高地2 包容思想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灵魂

包容文化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精神支柱和思想基础。

中国倡导和谐包容、文明宽容的理念，尊重各国发展道路和

模式选择，主张求同存异、兼容并蓄、和平共处、共生共荣，这

是一种高尚的文明观、包容的文化观、和谐的社会观。

1 包容文化是文明高地3 努力打造包容文化的品牌

中原历来是各种文化包容发展最集中的地区，是中国主要的

包容文化之源。“中”，就是包容文化的标志。海纳百川终归海，中

容八方仍为中。我们要深刻认识中原文化包容性的根本性特征，

并发扬光大，打造包容文化中原品牌。

制图/党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