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下功夫出少林，能来少林
寺修行真是太幸运了，我们
深深爱上了这里。

●● ●● ●●

2018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

京峰会于 9月 4日落下帷幕。

远隔千山万水，友谊源远流

长；真诚相守相助，共同发展

壮大。从“郑和时代”开拓中

非贸易合作开始，数百年来中

非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日益密

切。

近年来，我省加大对外开

放工作力度，在教育、文化、科

技、卫生等方面与非洲国家展

开务实合作、友好交往，各领

域交流合作亮点纷呈。

□本报记者 史晓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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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合作都是一条友谊的纽带

“我现在已经融入了这里的生活。越了
解河南，就越喜欢这里。”郑州航空工业管理
学院留学生亚伯拉罕用流利的汉语表达了他
对中国的喜爱。

在他的家乡坦桑尼亚，有我省在非洲合
作设立的第一所孔子学院——郑州航空工业
管理学院多多马大学孔子学院。该孔子学院
2013 年 4 月创建，目前已设教学点 15 个，学
生人数累计 15500 余人，非洲小伙伴在家门
口就能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

今年 7月，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与中国
水利水电第十一工程局共建的黄河水院赞比
亚大禹学院在赞比亚下凯富峡水电站揭牌，

致力于培养赞比亚急需的本土技术应用型人
才。

与教育领域一样，我省卫生、科技领域与
非洲国家之间的合作也在不断推进。

目前，我省有 62 名援非医疗队员坚守在
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赞比亚等 3 个国家
的 6 个医疗点，不仅帮助受援国培训医护人

员，还帮其建成 6 个疾病诊疗及远程会诊中
心。

以医院对口支援项目为抓手，我省全力
促进受援医院专业科室建设，承建的援埃塞
俄比亚“中国中医中心”已成为非洲力量最
强、规模最大的中医中心之一，援赞比亚“中
国创伤治疗中心”“中国妇幼健康中心”已于

今年 8 月揭牌运营，援赞比亚“中赞腔镜中
心”已完成电子胃镜等设备的安装调试工作，
6 名赞比亚技术人员正在郑大一附院接受培
训。此外，郑大一附院出资 60 万元建成赞比
亚第一个远程会诊中心，河南省人民医院出
资 100 余万元建成中国—埃塞俄比亚远程病
理会诊系统。

科技方面，2013年以来，河南省水产科学
研究院与肯尼亚基苏木大湖大学合作开展了

“肯尼亚渔业资源合作研究与开发”项目研
究，针对肯尼亚渔业发展需求，在良种繁育、
养殖技术和水产品质量安全等方面强化合
作；2016年以来，河南省农业科学院芝麻研究
中心与苏丹农业研究中心、肯尼亚埃格尔大
学等合作开展了“国际芝麻核心种质群基因
组学分析与优异新种质创制研究”项目研究，
选育出两个适于苏丹种植的芝麻新品系，提
升了我省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力。

每一次务实合作，都是一条友谊的纽带，
我省与非洲国家也越走越近、越走越亲。

每一次牵手都是一场心灵的对话

非洲是一块古老而神秘的土地，中原也
有着悠久而厚重的历史，两者的人文交流，跨
越了地域界限和文化障碍，架起了友谊的桥
梁，也为两者在经济等其他领域的合作奠定
了基础。

今年春节期间，我省组派河南艺术团赴
塞内加尔、科特迪瓦和加蓬进行“欢乐春节”
文化交流活动。郑州歌舞剧院表演的《秀色》
《国韵》等舞蹈，感染力十足；嵩山少林武僧团
表演的《十八般兵器》《少林绝技》等，展示了
少林功夫的博大精深；河南豫剧院青年演员
刘雯卉演唱的《穆桂英挂帅》经典唱段，展示
了河南地方戏的无限魅力……河南艺术团的
拿手戏，受到非洲观众的热烈欢迎。

去年春节期间，河南艺术团赴毛里求斯
和南非进行“欢乐春节”文化交流活动，毛里
求斯副总理都被他们的精彩表演所折服，连
声感叹：“中国艺术团是无与伦比的！”

每一次牵手，都是一场心灵的对话。通
过文化交流，我省与非洲国家增进了了解、加
深了友谊，为进一步的交流合作奠定了基
础。未来，我省与非洲国家之间的合作必将
写就更加动人的新篇章。③8

□本报记者 温小娟

在登封少林寺，时常能看到非洲洋弟子练
习功夫的身影，他们的一招一式干净利落、气
势十足，成为游客们争相拍照的焦点。

9月 3日晚，在 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
京峰会欢迎晚宴文艺演出上，一群表演少林
功夫的非洲弟子格外引人注目，他们用精湛
的功夫向中国和来自非洲数十个国家的领
导人展现了中非深厚的友谊。

参加表演的非洲弟子正是文化部第六届
少林功夫非洲学员班的学员。今年6月，来自
喀麦隆、尼日尔、马里等多个国家的22名非洲
弟子在少林寺正式拜师，进行为期3个月的修
行生活。其间，他们与少林寺弟子一同做早
课、食斋饭、学禅修，学习小洪拳、七星拳等少
林拳法，十三枪、通臂刀等少林兵器。

“天下功夫出少林，能来少林寺修行真是
太幸运了，我们深深爱上了这里。”非洲洋弟

子们这样讲述他们在少林寺的修行生活，“练
功虽然辛苦，但可以保持健康的体魄，打坐修
禅则会带来内心的平和和坚定。”

据悉，文化部少林功夫非洲学员班自
2013年至今已举办六届，让来自坦桑尼亚、马
达加斯加等23个非洲国家的120余名学员圆
梦“少林”。省文化厅相关负责人表示，少林
功夫享誉海外，每年都有许多洋弟子慕名前
来学习少林功夫。他们学成归国后，向更多
当地人传播中国文化、少林功夫，不断提升河
南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和美誉度。③5

□本报记者 史晓琪

“四海之内皆兄弟”“情人眼里出西
施”……这些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词句，频
频出现在一个非洲小伙子的微信朋友圈里。

他的朋友圈大多是用中文发的，若不
是照片里那张青春自信的面孔，你可能会
忘记朋友圈的主人是个非洲小伙子。

去 年 9 月 ，来 自 坦 桑 尼 亚 的 Amos
Kisamo走进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国际学
院，如今他已经融入并越来越享受在这里的
学习和生活了。

Amos Kisamo说，学校生活非常丰富
多彩，他非常乐意参加社团活动。Amos
Kisamo开心地回忆说：“我和学校艺术设计
学院的同学们一起分享非洲文化，尤其是坦
桑尼亚文化；我还参加过‘留动中国——在
华留学生阳光运动文化之旅’，和留学生们
一起交流学习……”

在郑州航院，Amos Kisamo 时时感

受到家一般的温暖。今年春节，他在学校过
了一个中国年，和老师一起吃饭。他说：“中
国美食太多，一不小心就变胖了。”

Amos Kisamo 对 中 国 文 化 很 感 兴
趣。喝中国茶，他不忘学习中国茶文化；游
清明上河园、看开封铁塔，他连声赞叹中原
文化源远流长；对中国功夫，他尤其喜欢，

“我的偶像是成龙。”
Amos Kisamo 的理想也跟中国连在

一起。“将来，我想开一家中非贸易公司。”他
说，“希望中坦两国之间的友谊长长
久久。”③5

□本报记者 尹江勇

“人类源自非洲”“中国现代人源自非
洲”……在河南，一位考古学家正在向这些
广为流传的观点发起挑战，并率队前往非
洲，用实地考察的成果发出“中国声音”。

这位中国学者就是河南省文物考古研
究院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国家文物局考古
领队李占扬。今年2月科技部发布了“2017
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李占扬团队“许昌
人”研究成果榜上有名。

早在 2017 年，李占扬已带领中国第一
支现代人起源考古队赴肯尼亚进行考古发
掘，标志着中国考古学者正式加入在非洲探
索人类起源的“国际考古俱乐部”。在肯尼
亚西部的吉门基石遗址，考古队采集到了诸
多属于旧石器时代桑戈文化的石制品和动
物化石。

“赴非洲考古的丰富发现，为国内的人类
起源考古工作提供了有益的补充和印证。”9

月4日，李占扬告诉记者，由河南省文物考古
研究院、山东大学、洛阳考古研究院等组成的
考古队，将于 9月 16日再度启程前往非洲，
与肯尼亚国家博物馆联合开展考古研究。

在省科技厅的支持下，我省设立“河南省
东亚现代人起源国际联合实验室”，李占扬作
为实验室负责人，本着“开门研究、合作共赢”
的思路，已经组织了若干个国际团队进行联
合攻关。李占扬表示，与非洲日益密切的科
研文化交流，将有助于中国考古
界更全面、更深刻地研究
中国古人类演化。③8

□本报记者 曹萍

“经过一年多的建设，中赞腔镜中心运
行日渐成熟，目前已开展各类手术 200 多
例，受到当地百姓的欢迎。”9月 4日，第 18
批援赞医疗队队长、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副院长苟建军说。他刚从赞比亚回国不久。

8月上旬，在远隔万里的赞比亚首都卢
萨卡市的利维·姆瓦纳瓦萨医院，凝聚了众
多河南医疗专家心血的中国—赞比亚腔镜
中心举行了正式开诊仪式。参加活动的赞
比亚卫生部长表示，中赞腔镜中心的启用大
大提高了医院的整体医疗技术水平，为赞比
亚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福利。

中赞腔镜中心是由中国政府批准出
资、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实施的援赞医
疗项目，建设周期为 3 年，预计总投资 699
万元，落户在由我国援建的利维·姆瓦纳瓦
萨医院。

去年 10月，利维·姆瓦纳瓦萨医院的 5
名医护人员来到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进
行为期半年的进修，学习各类最新的腔镜技
术和护理技术等。今年 7月，我省专家又专
程到赞比亚开展培训，对腔镜中心的医护人
员进行技术指导。

“接下来双方还会继续保持互动，各派
团队互访，平时采用之前援建的中赞远程医
疗会诊中心随时进行沟通联系，让中赞腔镜
中心为非洲卫生事业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苟建军说。③8

中赞腔镜中心：助力非洲卫生事业发展

双方还会继续保持互动，让
中赞腔镜中心为非洲卫生
事业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手牵得越来越紧 心贴得越来越近
——我省与非洲国家科教文卫领域交流与合作综述

能来少林寺修行太幸运

到河南留学，真中！ 李占扬：赴非洲考古写“中国篇章”

河南牵手非洲

6月1日，塞拉利昂高速公路建设与运营管理援外培训班在郑州开班，来自非洲塞拉利昂的28位学员在此进行一个月的学习。⑨3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赴非洲考古的丰富发现，为
国内的人类起源考古工作
提供了有益的补充和印证。

我 想 开 一 家 中 非 贸 易 公
司。希望中坦两国之间的
友谊长长久久。

▲非洲学员学
习少林功夫 ②32

▶郑大一附院
专家与非洲当地居
民合影 ②25 晁
江峰 摄

◀ 非 洲 小 伙
Amos Kisamo在河
南留学 ②25

▼全神贯注搞研
究的李占扬 ②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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