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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一带一路” 新华每日电讯

新华社记者凌朔、杨天沐

清晨的第一抹阳光，穿过松枝柏叶，把光
斑均匀地洒在北营村里一块石碑的表面。石
碑背后，是一个直径 16 米多的圆顶墓冢。10
多位长者，在碑前唱诵经文，祈祷国泰民安，
家族兴旺。随后，他们在墓冢边绕走，一一拜
祭，祭奠墓的主人，也是这个家族的先人。

这是一次寻常的祭礼。这样的祭礼，人少
时三三两两，人多时可上千。不变的是，它日
复一日，上演了整整 600 个春秋。

北营村位于山东德州城北一隅。这里隐
藏了一段因丝绸之路而相遇的故事，书写过
一段因元首外交而雄壮的历史，传承着一段
因交往互信而持续的情谊。它用 600 年时光
在证明，丝绸之路，从来都不只是物资往来与
货品贸易的载体，它为探索、追求与相逢创造
了可能，而相遇、相识、相知，又为它激生出新
的动力，让人策马前行，扬帆海上。

扬帆万里，只为相逢

对外人而言，北营村并不出名。但这个村
子的出现，却源于世界史上一次重大的国际
外交活动。

1417 年，明永乐十五年，苏禄东王、西王
和峒王率眷属与陪臣 340 多人，沿着海上丝
绸之路，跋涉万余里，踏上中华土地。

苏禄，位于今天菲律宾南部苏禄岛一带。
自海上丝绸之路逐渐成形以来，中国的古人
就通过航海活动与苏禄人建立起贸易联系。
据菲律宾史学家格雷戈里奥·F·赛义德著
述，在中菲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流中，“菲律
宾人从中国人那里学会了使用瓷器、雨伞、锣
和一些别的金属制品……早期菲律宾人穿的
宽大衣服、有袖子的上衣……都透露了中国
人的影响”。

但在明永乐之前，菲律宾群岛的首领从
未到访中国。

1417 年农历八月，在北京紫禁城奉天
殿，明成祖朱棣给了苏禄三王极高礼遇。对于
三王带来的礼物，朱棣以厚往薄来的外交政
策还以重礼，并邀请他们参加宫廷宴、游览名
胜。在北京驻留 27 天后，三王踏上返途。

600 年前的世界，也是一个非常在意相
逢的年代。那一次元首会晤，让原本只通过民
间交往而彼此认知的两个国家，从相识变为
相知，双方关系空前紧密。

薨落归途，王礼以待

苏禄三王的归途并不平坦。就在三王沿
京杭大运河途经山东时，东王巴都葛叭哈剌
突然染上急症，一天之内病情急剧恶化，在德
州河段去世。明成祖得知后不胜哀伤，随即派
礼部郎中陈士启带着祭文赶往德州，并在德
州择地以王礼安葬东王。

今天的北营村，就是那时选址修墓的所

在。
明成祖让宫廷画师为苏禄东王画像，并

撰写祭文，让他“航涨海，泛鲸波，不惮数万里
之遥”来华访问的精神“昭播后世，与天地相
悠久”。苏禄王墓建成后，明成祖亲书数百字
碑文，褒扬苏禄王加强两国政治经济交流，促
进两国和平友好关系的雄才大略。

不仅如此，明朝还细致安排东王后事。除
修墓厚葬外，明朝特许东王王妃葛木宁，其子
安都鲁、温哈喇及随从十人留华守墓，并考虑
到他们的信仰，特地从外地迁入夏、马、陈三
户回民以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从此，苏禄东
王的后裔在中国定居下来并与这三户回民通
婚。

至清朝雍正年间，苏禄东王后裔正式编
户入籍，化作“安”、“温”二姓，完全融入华夏
文明。

在今天的北营村，还有许多苏禄东王的
后裔在那里生活。

温海军，苏禄东王第十八代孙，是温哈喇
的后代。在他看来，独特的血脉融合赋予他们
这个族群最大的意义是，“我们愿化作中菲友
好的使者”。2005 年，他和苏禄东王十七代孙
安金田、十八代孙安砚春一同前往菲律宾寻
根，受到时任总统阿罗约的亲切接见。阿罗约
告诉他们，苏禄王及其后裔的故事是两国传
统友谊的最好见证。

繁衍生息，文明融合

苏禄王访华在东方外交史上留下诸多第
一。例如，340 多人的使团堪称古代外国首脑
率团访华的最大规模。而苏禄王后裔则是今
天中华大地上唯一留存的古代外国君主后裔
族群。

600 年间，任世事变迁，德州苏禄王墓保
存完好。苏禄东王后裔群体如今已扩大至 3000
多人，北营村也还保留着浓郁的守墓文化。

德州学院王守栋教授研究苏禄王几十
年。在他看来，北营村守墓文化的有序传承，
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两国政府对传统友谊的呵
护。新中国成立后，菲律宾苏禄苏丹的一些后
裔以及多位菲律宾驻华大使造访苏禄王墓。
1995 年，苏禄苏丹一位世袭王子谒苏禄王
墓，与安金田执手相认，近 600 年的跨国血缘
又一次相逢。

北营村支书马东晨，正是明成祖派往北
营村三户回民中马家的后人。在他看来，他的
祖祖辈辈为苏禄王后裔看家护院几百年，而
今天，他的日常工作是为苏禄王后裔村的发
展“保驾护航”，这同样是一种传承。“时代在
变化，方式在变化，但不变的是这里的人们对
中菲友谊的守护。”

“中菲传统友好不可否认，”菲律宾总统

府新闻办公室主任马丁·安达纳尔在接受新
华社记者采访时说，“山东(德州)的那一支菲
律宾血脉就是见证。而在菲律宾，我们最成功
的商业也多来自华人。今天的中国，是我们事
实上最紧密的经济伙伴。”

在评价苏禄王访华这段元首外交时，澳
大利亚默多克大学教授詹姆斯·沃伦告诉记
者，那是双方加强贸易交流的一段佳话。当时
的苏禄，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地处苏
禄海和苏拉威西海的战略交汇处。所以，苏禄
王访华不仅推动了贸易往来，更是为中国商
船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开辟通往“风下之乡”的
商路提供了机遇。

沃伦是苏禄史知名学者，著有《 1768-
1898 年的苏禄地区》一书。他提到的“风下之
乡”，是指今天马来西亚沙巴一带，那里很少
受到风灾侵袭，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
的重要通道。历史上，在沙巴东侧，有苏禄王
访华，而在沙巴西侧，另一个古国渤泥国的国
王也曾沿着海上丝路谱写过元首外交的诗
篇。

盛世华章，继往开来

今天的文莱，古时叫做渤泥，其疆域曾达
到加里曼丹岛的大部分地区。明永乐年间，渤
泥外患重重。当时，苏门答腊岛一带的婆罗国
对渤泥虎视眈眈。为了寻找外交支持，当时的
渤泥国国王麻那惹加那乃决定，亲自远涉重
洋前往中国。

1408 年农历八月，28 岁的麻那惹加那
乃带着眷属与陪臣等 150 人，经南海抵达福
建，随后水陆并进直达南京，那时明朝尚未迁
都北京。渤泥王到达后，朱棣在奉天门设宴款
待，给予极高礼遇。

在渤泥王之后，海上丝路沿线多个国王
也效仿渤泥王亲访明朝，如苏禄三王、古麻剌
朗国王、马六甲国王等。这些载入史册的元首
外交，它们留下的不仅是外交佳话，更是超越
地缘的政治智慧。

在王守栋教授看来，几百年前那些不辞
万里艰辛而相逢的元首外交展现的是一曲曲
中外友好交流的“盛世华章”。于古代，它呼应
的是中国国力强盛和友好盛情的外交理念；
于今天，古代丝路与“一带一路”有机契合。历
史和今天，得到传承与升华。

“郑和下西洋，使古代海上丝路更加繁
盛，苏禄、渤泥、马六甲等王国，都是当时海上
丝路的重要节点，郑和多次造访或遣使造访
这些王国，以诚易诚，”王守栋说，“今天，东盟
国家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一环。
中国的‘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更是让
历史与现实不期而遇，融为一体。”

苏禄王来华 600 年后的今天，在菲律宾
马尼拉港，3 艘仿古木船已经升起风帆，准备
沿着那条海上丝路，北上中国，重温当年那场
元首外交，重返最初相逢的地方。

新华社北京 5 月 3 日电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
满园。中方从 2013 年提出“一带一
路”倡议以来，就明确表示要坚持共
商、共建、共享原则，通过与沿线各
国加强对接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共
同繁荣。

三年多来，越来越多的地区和
国家把自身的发展战略或发展项目
同“一带一路”倡议进行对接，为实
现互利共赢开辟了新的路径。多个
国家正在共同演奏出“一带一路”的
精彩乐章。

实现对接

“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各国
国情不一，都会制定出符合本国
国情的发展战略，这些战略的本
质目的都是为民众谋福祉。而中国
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目的是造福
沿线国家人民，同这些国家共同打
造互利共赢的命运共同体。“一带一
路”因此与这些国家的发展战略有
了契合点。

目前，“一带一路”建设吸引了
10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中国
已与 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就共建

“一带一路”签署了合作协议。在即将
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期间，中国还有望再与近 20个国家和
20多个国际组织商签合作文件。

推动各自发展战略同“一带一
路”倡议进行对接，已成为近年来“一
带一路”沿线地区和国家的共识。

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积极推动欧洲投资计划与“一带一
路”倡议进行对接。容克此前对新华社记者表示，欧洲投资计
划与“一带一路”倡议可以在很多方面实现互动。有些项目可
以自然地进行互动，比如，欧洲东部的网络设施可以同丝绸之
路西端的网络设施对接起来。

自从把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同“一带一路”倡议对接以来，
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和中国同心协力，推动多个领域战略性
大项目合作取得积极进展。

俄罗斯电网公司总经理布达尔金说，通过对接，单凭一国
之力难以实现或推进缓慢的项目取得了共赢的结果，而这些
项目的推进为带动俄罗斯及周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整合欧
亚大陆资源起到了重要作用。

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蒙古国“草原之路”、越南“两廊
一圈”、巴基斯坦“愿景 2025”、阿塞拜疆“ 2020 年战略构想”、
沙特“ 2030愿景”等多国发展战略正在同“一带一路”倡议进
行紧密对接。

哈萨克斯坦法拉比国立大学教授穆萨塔耶夫表示，中国
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提出
的“光明之路”计划有很多共同点，双方很容易就找到了共同
语言并开始共同实施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这一惠及沿线各国
社会经济发展的大型合作项目。

巴基斯坦发展经济学研究所所长阿萨德·扎曼认为，把巴
基斯坦发展蓝图同“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是巴基斯坦实现发
展目标的唯一途径。

成果喜人

在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乏力、逆全球化思潮涌动的大背景
下，“一带一路”倡议为沿线国家带来了巨大发展机遇。“对接”
这把金钥匙已经让越来越多的国家迈上了合作共赢之路，特
别是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对接合作取得了显著成果。

中国交通运输部的数据显示，通过 73 个公路和水路口
岸，中国与相关国家开通了 356 条国际道路客货运输线路；海
上运输服务已覆盖“一带一路”沿线所有国家；与 43 个沿线国
家实现空中直航，每周约 4200 个航班；简化了国际铁路联运
办理手续，促进中欧间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开展国际铁路运邮
合作，“中欧班列”已开行 39 条，到达 10 个国家 15 个城市。

欧洲知名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发表的报告指出，“一带一路”
倡议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带动中国和沿线国家、地区之间的贸
易，位于另一端的欧洲国家同样获得了发展贸易的“新机遇”。

数据显示，交通运输成本降低后，比利时、荷兰和斯洛伐
克的国际贸易上涨幅度将接近 10%；奥地利、匈牙利、丹麦、
摩尔多瓦、德国、波黑及波兰的国际贸易增长幅度也将达到
8% 以上。

在中国和相关国家的共同努力下，中巴经济走廊“两大”
公路、埃塞俄比亚亚吉铁路、肯尼亚蒙内铁路、印尼雅万高铁、
中老铁路、中泰铁路、马来西亚南部铁路、匈塞铁路、瓜达尔
港、希腊比雷埃夫斯港、澜沧江—湄公河国际航道整治工程以
及中俄跨境桥梁等一大批“一带一路”路径上的重大基础设施
项目都有序推进或投入运营。

2016 年 10月，非洲首条全线采用中国铁路技术标准和
中国装备建造的跨国现代电气化铁路亚吉铁路通车，将埃塞
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至吉布提的运输时间从原公路运输的三天
降至 10 小时。

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古塔·莱盖
塞认为，亚吉铁路极大促进了埃塞俄比亚交通基础设施条件
的改善，同时也解决了埃塞俄比亚没有出海口的弊端，为该国
充分利用吉布提港口创造了条件。随着这条铁路向其他国家
延伸，它还将促进东部非洲国家的经济和贸易联系，推动东非
国家一体化进程。

越南社科院中国研究所所长阮春强表示，目前在“两廊一
圈”规划和“一带一路”倡议的对接中，最突出的方面是基础设
施的互联互通。基础设施项目惠及沿线人民，可以成为经济走
廊建设的示范项目，从而使人民更了解和支持“一带一路”倡
议。 (执笔记者：刘健；参与记者：梁淋淋、季伟、周良、王守
宝、乐艳娜、朱绍斌、张继业) 新华社北京 5 月 3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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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百年相遇与相知
海丝路上的元首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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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德州市北营村的长者在苏禄东王墓碑前唱诵经文。新华社记者凌朔摄

据新华社西安 5 月 3 日电(记者黄南希)
2016 年陕西实现了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持
续高速增长，全年电子制造业总产值超过 700
亿元，同比增长 50% 以上，其中半导体产业产
值达到 500 多亿元，位于“一带一路”核心地
位的陕西是如何超前谋划，使新一代信息技
术产业助力陕西在经济发展上实现“弯道超
车”？半导体产业在其中又起了怎样重要的推
动作用？新华社记者带你一探背后的奥秘。

西安高新区带动转型升级

近年来，陕西引进一批集成电路、智能终
端领域大项目以及在信息技术产业相关领域
市场份额和规模排名提升迅速，这些都离不

开西安高新区这位“大功臣”。经过 26 年发展
的西安高新区，是中国确定的六个要建设世
界一流科技园区之一，是丝绸之路沿线产业
规模最大的高新区。

据悉， 2016 年，西安高新区财政一般
预算收入突破百亿，占西安市的近 17% ，
进出口总值分别占全省和西安市的 76% 和
83% ，已经成为西部开发开放战略高地，
成为西安、陕西核心增长极和对外开放先行
区。

据西安高新区创新发展局副局长吴峰介
绍，随着西部的发展，配套和服务在逐步改
善，市场规模也逐步扩大，有一批新进的项
目选择落户西安。

随着三星等一批特大项目的入区建设，
西安高新区日益成为中国发展战略性新兴产
业基地，成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重要
聚集区、全国重要的半导体产业基地和世界
重要的智能手机产业基地。

西安高新区以三星高端闪存芯片项目为
契机，制定发展规划、出台扶持政策，加快平
台建设、专业化园区承载等举措，吸引了更多
的半导体企业入驻，加速打造千亿级世界电
子信息产业新高地。

目前，陕西省已投资 40 亿元设立产业发
展基金，重点扶持信息产业。西安高新区也设

立了 10 亿元的战略型信息产业发展基金，支
持电子信息产业的技术发展、人才引进、发明
创造，对创新型企业提供贷款担保、利息补贴
等服务，计划到 2020 年西安电子信息产业总
产值规模达到 6000 亿元。

15 个月完成，史无前例

半导体是电子产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
部分。目前，三星电子凭借先进的半导体制造
工艺，在存储芯片市场占有世界第一的位置。
陕西省计划在“十三五”规划时期，以创新为
驱动发展力发展尖端产业，而三星项目恰好
属于中国鼓励发展的战略性新兴尖端产业。

三星(中国)半导体有限公司副总裁刘锡
永告诉记者，在西安奠基的三星半导体工厂，
是集存储芯片生产、封装、测试于一体的半导
体综合工厂，主要生产 10 纳米级 NAND 闪
存芯片(V-NAND)，代表着世界最高技术水
平的存储芯片。

三星(中国)半导体有限公司副总裁金起
三表示：“三星项目从落户陕西西安，在各级
政府的支持下，仅用 15 个月就完成了整个半
导体工厂的建设，可以说史无前例。”三星投
入巨资成立的半导体工厂，同时培养了很多
优秀的工程师。

先进产能带动高级人才培养

截至 2016 年，三星西安半导体累计投资
近 100 亿美元。2015 年，三星(中国)半导体
有限公司产值突破百亿元大关。2016 年三星
半导体产值在陕西 GDP中约占 1 . 6%，出口
额达到了陕西出口总额的四分之一。

据陕西省半导体行业协会理事长何晓宁
表示，三星半导体闪存芯片项目的迅猛发展，
也带动了上百家配套企业入驻。在西安已初
步形成了具有完整产业链条和巨大发展潜力
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集群。

西安高新综合保税区产业发展局副局长
具美汝表示，在半导体行业，国内企业的水平
和国际还是有一定差距。引进三星项目，希望
能带动其他国内企业的发展。

何晓宁表示，半导体产业人才是关键。陕
西省一直是半导体大省，有着诸多高校和研
究所，并设有半导体相关专业。随着三星项目
落户，这些年出现了人才回流的现象。

当前，陕西当地高校与企业的产学研合
作也在跟进当中。

“数年之后陕西必将成为半导体人才培养
和输出的重要省份，陕西半导体产业也将间接
地促进全国半导体产业发展。”何晓宁说。

“一带一路”上的“芯动奇迹”助力陕西“弯道超车”

1417 年，苏禄东王、西王和峒王率 340 多人，扬帆万里，踏访中

华。明成祖朱棣在北京紫禁城给予了极高礼遇。在京驻留 27 天后，三

王归程途经山东德州河段时，东王巴都葛叭哈剌染急症去世。明成祖

不胜哀伤，令在德州北营村以王礼安葬，并撰写祭文，赞其为两国友

好，“航涨海，泛鲸波，不惮数万里之遥”，以“昭播后世，与天地相悠久”。今天的

北营村，还有许多苏禄东王的后裔。对他们来讲，“时代在变化，方式在变化，

但不变的是这里的人们对中菲友谊的守护”

“一带一路”有力推动跨文化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
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

据新华社巴黎 5 月 3 日电(记者张曼、甘春)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日前说，“一带一路”倡议
在促进沿线国家经贸合作的同时也有力推动了跨文化对话
和文明交流互鉴，与教科文组织在加强国际合作和交流方
面有共通之处，她对该倡议表示赞赏与支持。

博科娃在巴黎教科文组织总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表
示，非常高兴受邀参加 5 月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高峰论坛，并对论坛充满期待。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已得到 100 多个国家
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支持， 4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

国签署合作协议。对此，博科娃表示：“独木不成林。广
泛的国际合作才能促进世界繁荣。”她说，“一带一路”
倡议旨在推动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区域联接、市场融
合，“对参与和将要参与该倡议的国家而言是一项共赢项
目”。

博科娃说，教科文组织与“一带一路”倡议在促进国
际合作与交流上有着共同的理念。因此，她将在本次高峰
论坛上呼吁建立“和平相处、相互理解并拥有跨文化能
力”的国际社会。

博科娃说，教科文组织一直致力于促进跨文化对话与

国际合作，并在上世纪 80 年代推出“丝绸之路”项目，以
通过对话增进国家间相互了解和相互接受。

论及丝绸之路，博科娃说，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哈
萨克斯坦联合提交的“丝绸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
网”于 2014 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她本人也曾参观过多处
丝绸之路上的遗址。

“跨文化对话能够实现繁荣、促进互联互通、加深民众
间相互了解，并同时促进经贸合作。”博科娃认为，教科文
组织与中国在促进跨文化交流上的努力与合作对世界和平与
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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