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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名文章

□人民日报评论员

任何一种文明都是流动的、开放

的，这是文明传播和发展的一条重要

规律。在长期演化过程中，中华文明

从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中获得了丰富

营养，也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要

贡献。

“未来之中国，必将以更加开放

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

成就贡献世界。”在亚洲文明对话大

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习近平主

席深入阐释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

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的

深厚底蕴，深刻阐明中华文明在兼收

并蓄中历久弥新的特质与气质，为深

化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中国经验、贡

献了中国智慧，彰显了中华文明为亚

洲文明和世界文明作出更大贡献的

气度与自信。

“和羹之美，在于合异。”中华文

明是亚洲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

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

开放体系。正如习近平主席所指出

的：“亲仁善邻、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

一贯的处世之道，惠民利民、安民富

民是中华文明鲜明的价值导向，革故

鼎新、与时俱进是中华文明永恒的精

神气质，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是中华

文明内在的生存理念。”回溯历史，中

国的造纸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

天文历法、哲学思想、民本理念等在

世界上影响深远，有力推动了人类文

明发展进程。展望未来，中华文明有

能力也有责任为亚洲文明和世界文

明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为亚洲文明和世界文明作出更

大贡献，就应守正创新、与时偕行。

中华民族是守正创新的民族。中华

文明经历了 5000 多年的历史变迁，但

始终一脉相承，在继承中创新，在创

新中发展，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

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

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放眼世界，每一

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

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

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按照时

代的新进步，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

化和创新性发展，把跨越时空、超越国

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

化精神弘扬起来，让收藏在博物馆里

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

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才能让

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

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

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为亚洲文明和世界文明作出更

大贡献，就应交流互鉴、兼收并蓄。

中华文明绵延传承至今从未中断，从

不具有排他性，而是在包容并蓄中不

断衍生发展。从历史上的佛教东传、

“伊儒会通”，到近代以来的“西学东

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

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再到改革开放以

来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华文明始终在

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文明因交流

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对人类

社会创造的各种文明，我们都应该采

取学习借鉴的态度，都应该积极吸纳

其中的有益成分，使人类创造的一切

文明中的优秀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

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同时，

坚持从实际出发，坚持取长补短、择

善而从，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才能不

断创造出卓越的文明成果，让中华文

明更加熠熠生辉。

“浩渺行无极，扬帆但信风”。今

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

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以更加

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

文明成就贡献世界，我们就一定能让

中华文明为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

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大正能量，和各

国一道共同创造亚洲文明和世界文

明的美好未来。

（新华社北京5月18日电）

□新华社记者 王丁 桂娟 双瑞 李文哲

“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
北宋名臣司马光的感慨如今有了新

的注解。初具规模的博物馆展示体系，
像一颗颗珍珠串起了洛阳这座千年古
都的历史文脉。走进一个个博物馆，就
仿佛走进了悠久宏大的中国历史深处。

“馆”窥历史

从3岁起，小女孩喵喵就成了博物
馆的常客。

“为了今天，了解昨天”，身为博物
馆志愿讲解员的父亲万浩瀚相信，播
下一颗热爱历史文化的种子，人生会
有更多可能性，而近 70座博物馆浓缩
了洛阳的厚重历史和灿烂文化，是认
识过去的最佳窗口。

即将开放的二里头遗址博物馆，
将告诉世人3000多年前中国的模样；

周王城天子驾六博物馆内 2000
多年前的大型车马陪葬坑，让文献中
所记载的“天子驾六”有了生动印证；

定鼎门遗址博物馆的车辙和骆驼
蹄印，使参观者可以遥想 1000多年前
隋唐时期此地的开放和繁华；

洛阳古代艺术博物馆，则通过自
西汉至宋金时期的20余座典型墓葬吸
引了纷至而来的年轻人，迅速攀升为
网红打卡地。

“从冷漠淡然到扫馆、追展，从门
前冷落到熙熙攘攘。”长期从事一线工
作的天子驾六博物馆馆长王莉见证了
博物馆在社会生活中角色的转变，“走
进博物馆汲取知识、感知历史、品味文
化，成为越来越多人的生活方式。”

作为13朝古都，洛阳拥有丰厚的文
化遗产，除6处世界文化遗产、43处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外，419918件（套）国
有馆藏文物和51914件（套）非国有博物
馆在册藏品，使市民和游客得以端详这

片土地上数千年来的潮起潮落。
“博物馆的价值不只在于拥有什

么，更在于做了什么。”洛阳博物馆副馆
长王建华很推崇一种观点，即博物馆不
是文物的库房，而是培育精神的沃土。

妙“厨”赤心

愈来愈受青睐的博物馆背后，是
无数个富有赤子情怀的文化妙“厨”。
正是他们，帮助古老的遗产穿越岁月
尘埃，联通当代人的心灵世界。

——“真是越看越欣喜”
图案神秘空灵的汉代升仙画面，

表情生动传神的唐代胡人牵驼图，流
露富足气息的宋代夫妻宴饮场景……
当参观者为河南古代艺术博物馆内美

轮美奂的壁画赞叹不已时，很难体会
到，就在一墙之隔的僻静院落里，有人
为此付出了怎样的热忱。

“一个搞研究的成天趴那和泥，跟个
泥瓦匠似的。”入行20年来，47岁的壁画
修复师杨蕊始终没有摆脱朋友们的调
侃。从壁画的揭取、清理、拼对到修复完
成，繁琐、细致程度远超常人想象。

揭取壁画要求尽量完整，一旦开
始就必须揭完才能停。赶上酷暑天，
完工时一捋袖子，汗珠就像雨点一样
往下掉。拼对是最艰难的一步，破损
的壁画块厚薄不一，顺序未知，闷着头
伏案一整天，往往只能拼出硬币大小。

外人听了都觉得苦，杨蕊却很喜
欢。“每当破损、黯淡的壁画在自己手
中重现光彩，真是越看越欣喜。”杨蕊

说，修复中心成立以来共揭取修复了
30多个墓葬的壁画，只有一处她没亲
赴现场，因为儿子在次月出生。

——“美不美全靠一张嘴”
“展览美不美，全靠讲解员一张

嘴。”成为洛阳博物馆讲解员的第十
年，32岁的胡寅对前辈这句玩笑话有
了肃然起敬的感觉。

“讲解员就像架设在文物和观众之
间的桥梁，观众能获得什么，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你说什么、怎么说。”胡寅越来
越迷恋这种“文物代言者”的感觉。

讲完一段后观众的掌声，递过来的
一瓶水、几张纸巾，或者“可以再讲一会
儿吗”的请求，都让他感到莫大的满足。

面向未来

琳琅满目的博物馆，还藏着洛阳
这座千年古都的精神气质。

从北宋的“请君只看洛阳城”，到
元代的“惆怅青槐旧时路，年年无数野
棠开”，再到明代的“汉室浮云过，周京
乱草馀”，洛阳走过的数千年历程，特
别能引发后人的思古之幽情。

拥有 4000多年建城史的洛阳，历
史上曾数次进入国际大都市之列，创
造了商贾云集、物流天下的盛景，也在
潮起潮落中承受过寂寞与凋零。时光
流转，这座以开放包容为底色的古城，
重新敞开胸怀拥抱世界，在新的历史
坐标上寻求突破和蝶变。

“博物馆作为人类文明记忆、传承
和创新的重要载体，承担着记录过去、
反映现代和启发未来的重要使命，洛
阳打造‘博物馆之都’意义深远。”洛阳
市委书记李亚表示。

目前，洛阳已建成各类博物馆 69
座，其中三级以上博物馆11座，初步形
成了主体多元、特色鲜明、富有活力的
博物馆体系，成为彰显古都文化品格的
新地标。（据新华社郑州5月18日电）

本报讯（记者 何可）5月 18日是
国际博物馆日，郑州市首个博物馆聚
落——高新·双湖博物馆聚落于当天
正式奠基，标志着该市百家博物馆建
设进入实质性阶段。

当天，在郑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天健湖畔，郑州市政府举行了
百家博物馆建设启动仪式。该市相关
负责人表示，根据建设规划，郑州市今
后3年将新建博物馆100家以上，全市
将形成特色鲜明、结构优化、布局合理
的博物馆体系。力争经过3年努力，让
郑州市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人群覆盖
率进入全国前列，成为华夏历史文明
传承创新区、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
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一个典范。

据了解，随着博物馆建设三年行
动方案的实施，除郑州高新区的博物

馆聚落外，中牟县将高规格、高起点加
快推进绿博片区的中原文化博物馆小
镇建设，吸引省内外20家左右各类博
物馆进入；惠济区将谋划建设古荥大
运河文化片区博物馆聚落，吸纳20家
左右不同类型、规模和特色的博物馆；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将依托苑
陵故城规划建设博物馆聚落，引入专
题博物馆10家左右。

高新·双湖博物馆聚落位于郑州高
新区双湖片区，是一个由陶瓷博物馆、
佛造像博物馆、书画艺术博物馆等10
家专题类博物馆组成的博物馆集群。
当天，位于天健湖畔的郑州高新区城外
城陶瓷博物馆新馆破土动工。该馆将
努力打造集陶瓷收藏、展示、研学、交流
和陶瓷拍卖于一体的、具有一定知名度
和影响力的专题类博物馆。③8

省会首个博物馆聚落正式奠基

郑州三年将建百家博物馆

立夏已过，今年第一季粮食收
成——以冬小麦为主的夏粮，还有半
个月就要大规模收获了。据有关部门
预计，今年夏粮生产形势较好，有望获
得好收成，产量将保持较高水平。

丰收在望的喜悦不仅仅是粮食生
产。今年以来，各地通过深化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整优化种植结构，
加快推动绿色发展，重要农产品供给
保障有力，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农
村重点领域改革取得新成效。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随着一系
列乡村振兴战略举措的扎实推进，中
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基不断夯实。

农业“压舱石”沉稳有力

今年我国继续加强对农业与粮食
生产的支持力度，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生
产稳定发展。据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
目前全国夏粮生产基础较好，冬小麦苗
情长势总体正常，丰收基础已经奠定。

中国农业科学院日前发布的《中
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19》预计，今年
全国粮食产量将持平略增，价格保持
稳定。稻谷、小麦、玉米产量将分别达
到 2.1亿吨、1.3亿吨和 2.6亿吨。国产
大豆的供给能力也将稳步提升。

不仅产量稳，质量也更优。瞄准
市场需要的绿色农业成为突出亮点：

全国 175个县开展了果菜茶有机
肥替代化肥行动，300个县实施化肥减
量增效计划，150个县推进病虫全程绿
色防控行动，250个县推广旱作节水高
效技术，325个重点县开展整建制推进
绿色高质高效行动……更安全的农产
品、更节约资源的绿色生产，让中国农
业的绿色发展之路越走越广阔。

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有关负
责人表示，全国优质专用小麦面积占
比将达 33%，比上年提高 3个百分点，
优质稻谷面积增加 150 多万亩，高蛋
白大豆增加 240 多万亩，高产高糖甘
蔗增加60多万亩。

“农业是稳定经济全局的‘压舱
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
研究部部长叶兴庆说，“当前农业农村
发展稳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
进，粮食播种面积基本稳定，紧缺农产
品生产增长，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有
利于稳定物价和经济发展全局。”

农民就业创业势头好发展快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今年以
来，我国农业农村经济稳定发展、强农
惠农富农政策实施力度不断加大等因
素，共同推动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一季度全国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4600元，

同比实际增长 6.9%，增速与GDP增速
和城镇居民收入增速相比，继续保持
两个“高于”的不俗成绩。

工资性收入是农民增收的主要来
源。中国经济持续向好的形势，不断
吸收着大量劳动力，为农民增收提供
了有力保障。3月末，全国农村外出务
工劳动力有 17651 万人，比上年同期
增加 210万人。一季度农村外出务工
劳动力月均收入增长了 7.0%，拉动城
乡居民工资性收入继续稳步增长。

同时，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间，经济
发展活力也日益增强。休闲农业、农
村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手
机成为“新农具”，产业融合持续深化，
为农民就业增添了新动能。

农业农村部政策与改革司副司长
赵长保表示，随着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深入推进，国家产业结构优化升
级，各项农村改革全面深化，农村各类
新产业和新业态蓬勃发展，我国可以
继续保持农民持续增收态势。

改革新进展增强农民获得感

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增加
农民收入、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也
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这是
当前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一件大事。今
年以来，改革又有新进展——

日前，天津等12个省份、山西运城
市等 39个地市、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
县等 163 个县市区，被列为第四批全
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单位，
改革任务计划到 2020年 10月底前基
本完成。

叶兴庆表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
改革一方面可以把农村资源要素活力
释放出来、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另一
方面有利于城市工商资本规范有序进
入农村，把农村资源要素优势和城市
工商资本、管理优势结合起来，使农村
资源要素得到更有效利用。

改革的效应让广袤农村蕴藏的潜
力不断释放。截至目前，全国已有
52.9万个村完成清产核资系统上报工
作，占总村数的89.7%；超过 15万个村
完成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确
认集体成员3亿多人，累计向农民分红
3251亿元。

赵长保说，下一步将重点做好按
期完成清产核资、加快推进产权制度
改革试点、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等工作，
确定 10个左右省份、部分地市和县整
建制开展试点，鼓励地方自主扩大试
点，力争试点范围覆盖到全国 80%左
右的县级单位。同时，落实好扶持壮
大村级集体经济的政策，扶持2万个左
右村开展试点示范。

（据新华社北京5月18日电）

中华文明应为亚洲文明
和世界文明作出更大贡献

——论习近平主席亚洲文明对话
大会开幕式主旨演讲

夏粮丰收在望 农业“压舱石”稳固
——乡村振兴不断夯实经济社会发展根基

“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
——千年古都“烹制”博物馆盛宴

本报讯（记者 胡舒彤）5月 18日，
第六届河南省博物馆文创设计大赛
（邀请赛）颁奖典礼暨 IP授权签约仪
式在河南博物院举行。汝瓷作品“鸮
尊”茶组获大赛一等奖，同时获得河南
博物院文创 IP授权。

本次大赛由河南省文物局、河南
省美术家协会、河南省博物馆学会、河
南博物院联合主办，河南嵩阳文化策
划有限公司承办，郑州市工艺美术协
会协办，大赛于今年 1月 8日正式启
动。经过 4个多月的激烈角逐，共有
39件（套）作品入围优秀作品，其中 9
件（套）优秀作品荣获一、二、三等奖。
弘宝汝瓷王振芳大师创作的作品“鸮
尊”茶组从300多件作品中脱颖而出，
夺得桂冠。

该作品是弘宝汝瓷工艺与河南博

物院馆藏文物妇好鸮尊相结合设计的
产品，运用“做减法”设计思路、“速写
式”的设计理念，使富有神韵的妇好鸮
尊茶组及摆件突出了线条力度，强调
了整体气势，增强了历史厚重感，也彰
显了现代生活的美感。

多年来，弘宝汝瓷一直致力于传
统工艺的创新，在产品造型上注重将
具有河南地域特色的牡丹、嵩山、武术
以及乾坤、八卦等文化元素融入其中，
让沉淀的文化资源真正地走进人们的
生活、真正地活起来。

据悉，在大赛颁奖现场，河南博物
院与包括弘宝汝瓷在内的4家企业共
同签署了 IP授权协议，希望通过 IP授
权的模式，借助合理运行机制，最大限
度地实现博物馆文化资源向文化产业
的转化。③6

日 前 ，美 国 一 名 有 头 有 脸 的 高

官，对英国向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华

为公司开放部分 5G 网络的想法发出

“警告”，污称此举可能让中国“控制

未来的互联网”，并“用比特和字节来

分化西方联盟”。最近，美国又执意

把华为列为“不确定实体”，竭力进行

打压。

一段时间以来，一些美国官员不

辞辛苦，在世界各地奔忙，四处兜售

“中国技术有害论”，对源自中国科技

人员的所有发明创造都有一种偏执

狂的敌视，不断给人扣上各种各样的

屎盆子。但是，人间自有公道在，世

人都知道，不论有些人怎么扣屎盆

子，香者自香，臭者自臭。

抛出“中国技术有害论”，是美国

一些人对中国科技发展的莫名嫉妒，

也是一种政治打压的借口，兼具技术

恐吓色彩和政治恐吓色彩，但政治企

图是其主要动机，迟滞中国前进的步

伐是其真实用心。

德国专利数据库公司 IPlytics 的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 3 月，5G 通信所

需的标准必要专利申请数量中，中国

占有 34.02%的比例，而美国的份额仅

为 14%。这正是一些美国人所担心

的。美国官员赤裸裸地宣称“5G 是

一场美国只能赢的零和军备大赛”，

“要确保 5G 网络不被敌人掌握”，显

示其已将“冷战思维”扩散到科技领

域，企图用封闭小圈子捆绑世界科技

发展。这是逆时代潮流而动！靠不

实之词到处混淆视听、招摇撞骗，靠

政治打压阻碍他国科技进步，只能让

世人看清其险恶心理和狰狞面目。

2018 年，中国研发人员总量预计

达到 418 万人，居世界第一；国际科技

论文总量和被引次数稳居世界第二；

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居世界首

位，科技进步贡献率提高到 58.5%，国

家综合创新能力列世界第十七位……

这些数字记录的，是中国从世界工厂

迈向世界级创新平台的脚步。这些

事实所承载的，是中国人民的埋头苦

干精神和创新创造能量。为什么说

中国科技创新成果就是“威胁”？如

果说这是“威胁”，掌握那么多尖端技

术 的 美 国 ，是 否 成 了 世 界 头 号 威

胁？！实际上，美国从来都不吝啬用

科技手段来为其政治目标服务。有

人就说，美国对全世界进行监控。斯

诺登揭露的真相历历在目！美国人

的逻辑是，自己用科学技术干了坏

事，他人也必然会干！真是以小人之

心，度君子之腹！

中国以自身科技发展造福世界，

收获了来自世界各国人士的真诚点

赞。中国为非洲和亚洲资源贫瘠地

区培育的“绿色超级稻”已在 18 个国

家试种推广，中国科学家发现青蒿素

挽救了全球数百万人的生命……面

对探索浩瀚宇宙这一全人类的共同

梦想，中国积极推动国际航天合作，

使“嫦娥四号”任务圆满成功，开启了

月球探索新篇章。中国承诺继续实

施共建“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

划，同各方一道推进科技人文交流、

共建联合实验室、科技园区合作、技

术转移四大举措。中国为世界科技

发展注入的是信心和机遇，中国技术

为世界搭起的是发展繁荣的桥梁。

世界各国人民在互利共赢的科技合

作中都闻到了中国科技创新成果的

沁人芬芳，也闻到了美国一些人肆意

抹黑、诬陷中国科技创新成果乌烟瘴

气的异臭！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

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发展科学技术

必须具有全球视野。人为挑起“科技

冷战”，试图在科技发展的广阔田野

上垂下“铁幕”，阻止不了科技进步步

伐。“任何建立坚固壁垒的企图都必

将令人失望。过去在技术控制方面

的努力已经证明，无论是决定控制哪

些技术，还是执行这些决策，都是非

常困难的。”美国前副国务卿詹姆斯·
斯特伯格的警告，应当引起“中国技

术有害论”鼓噪者的反思。唯有开放

创新，才能繁荣发展。任何将全球科

技合作拖入泥淖的企图，必将激起全

世界爱好和平、渴望发展的国家和人

民的反对。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

木春。”任何人企图在中国科技发展

的道路上做拦路虎、绊脚石，最终只

能失败，也注定是徒劳的。

（新华社北京5月18日电）

香者自香，臭者自臭
——“中国技术有害论”可以休矣

钟 声

第六届河南省博物馆文创设计大赛收官

“鸮尊”茶组摘得桂冠

参观者在洛阳龙门博物馆内观看展品（3月28日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